
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引下
——新时代 新气象 新作为

一个普通的农村家庭，没创业，也没外出
务工，每个月却能拿到近两万元的薪水，你信
不信？

梁平滑石村的谭德林一家，就做到了。
持续升温的乡村旅游，让位于该村的滑石寨
景区客流量不断攀升，各种旅游收入大幅增
长。谭德林和妻子负责打理的景区矿泉水
厂，每月发给他们 8000 多元的工资和奖
金，儿子在景区给游客照相，旺季月收入上
万元。

村民通过四种方式吃上“旅游饭”

各式各样的小楼，合围着一片春意盎然的
绿地，穿流而过的小溪，两岸草木茂盛——这
里是滑石村的村民聚居点。用丰厚的收入，
谭德林在这里修建了一栋300多平方米的小
洋房，还买了轿车，每天早晚按时上下班，与
城里人的生活没有多大差别。

与谭德林家的生活相似，聚居点的70多
户村民，通过四种方式吃上了“旅游饭”——

首先是在景区当服务员拿工资。滑石
寨景区目前有近200名员工，大部分来自滑
石村。旺季时，还要到临近村去招人。滑石
寨景区创始人周学峰介绍，景区开张 7 年

来，他们共支付了840万元劳务费。其次是
在景区周边开办农家乐，生意最好的农家乐
年纯收入在30万元以上。三是在景区卖农
副产品。“以前我们把地瓜运到镇上卖，每斤
5毛钱，现在景区现场卖，价格涨了10倍。”

村民估计，几年来周边村民这笔收入累计
在500万元以上。四是土地流转收入。谭
德林透露，他家流转给景区的约10亩田地
和林地，每年能带来3800元固定收入。景
区近年来支付给村民的土地流转费，已经

超过480万元。

煤老板修复生态偿还“环境债”

眼下的光景，对谭德林来说，在几年前简
直不敢想像。

滑石村位于高梁山山麓，山高坡陡，交通
不便，土地产出低不说，村里一座连续开采了
几十年的小煤矿，还堆积了数以万吨计的煤
矸石。暴雨季节，洪水冲刷煤矸石后顺着村
里的小溪流进田地里，退水后就留下一层煤
污，让村民的生活雪上加霜。

周学峰曾是这座煤矿的大股东，每年开
采6万吨煤炭，年纯收入好几百万元。不过，

“每赚一分钱，都感觉背上又多了一分环境
债。”他说，为了补偿村民，煤矿总是优先录用
当地人当矿工。

2002年，谭德林也当上了矿工，每月能拿
到上千元，是当时砖匠木匠工资的几倍，“但
自己从来都没有高兴过。”他说，每天早上下
井干活时心里总不踏实：万一出事回不来了
怎么办？

几年后，国家对小煤矿实行关停并转，周
学峰的煤矿虽不在列，但他还是主动选择了
关停。揣着上千万元，他准备另谋生意。在
考察了10多个项目后，他决定回到“原点”，先
修复生态，再做乡村旅游项目。“我可以一走
了之，但留下的污染怎么办，矿工怎么办？”他
认为，做乡村旅游改善农村环境，能了却自己

“还债”的心愿，同时这又是一条让矿工实现
当地就业的新途径。

（下转3版）

看乡村旅游如何振兴梁平滑石村
本报记者 张永才 吴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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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首席记者 陈钧）自贸试验区内可以做什
么？飞机保税租赁、毛坯钻石进口加工……这些以前重庆没
有的业态都可以尝试。3月25日，记者从重庆自贸试验区

“主战场”两江新区了解到，该区按照“以政策创新推动项目
落地”要求，破除制度及操作流程瓶颈，以项目促发展，在自
贸试验区新兴业态方面取得四项突破。

飞机保税租赁，是两江新区探索自贸试验区新兴业态取
得的首项突破。去年12月，该区利用自贸试验区“飞机异地
监管”政策，与春秋航空合作通过SPV（特殊目的机构）方式，
从境外直接引进一架货值5000万美元的飞机落地，实现飞
机保税租赁业务“零突破”，使重庆成为第三批自贸试验区中
率先开展飞机保税租赁的城市。截至目前，重庆自贸试验区
已完成保税租赁飞机2架，货值1亿美元。今年将争取完成
10架飞机保税租赁，货值达到5亿美元。

两江新区还在自贸试验区拓展“保税+”业态。目前，保
税+总部贸易及转口贸易，已成为该区对外贸易的主力军，该
区累计引进的10家总部贸易企业，去年实现贸易额95亿元；
保税+整车进口，已基本打通全产业链，去年实现整车进口
1000辆；

（下转3版）

飞机保税租赁 毛钻进口加工

两江新区探索新兴业态
取得四项突破

本报讯 （记者 曾立）重庆日报记者3月23日从市发
改委获悉，日前，市政府办公厅发布了《关于做好2018年市
级重点项目实施有关工作的通知》，明确今年我市年度建设
项目697个，总投资2万亿元，年度计划投资4000亿元。

据介绍，2018年市级重点项目工作将按照市委五届三次
全会部署，以“三大攻坚战”“八项行动计划”为主线，分类推
进实施，包括年度建设项目和前期准备项目，除了年度建设
项目697个外，前期准备项目还有168项，估算总投资7300
亿元。

这697个市级重点年度建设项目，交通基础设施类项目
最多，共有214个。包括沙坪坝站铁路综合交通枢纽、重庆
西站综合交通枢纽、重庆铁路枢纽东环线、郑万高铁、渝昆高
铁等12个铁路项目，江津至习水高速公路（重庆段）、开州至
城口高速公路等21个公路项目，巫山机场、武隆机场、万州机
场改扩建等6个机场项目，万州港区新田作业区一期工程、武
隆白马港区等10个港口航运项目，轨道交通四号线一期工
程、环线一期工程、九号线一期工程等12个轨道交通项目，红
岩村嘉陵江大桥、曾家岩嘉陵江大桥、成渝高速中梁山隧道
扩容改造工程等18个桥梁隧道项目，一横线歇马隧道东西
段、一纵线农马立交至白彭路段等31个快速路网项目，照母
山隧道、渝澳大桥—两路口（长江一路方向）南北分流通道等
64个城市主次干道项目，以及26个片区（园区）基础设施和
14个公交站场等其他项目。 （下转3版）

我市今年

计划投资4000亿元
建697个重点项目

本报讯 （记者 颜若雯）3月23日，市五届人大常委会
举行第三次主任会议。市人大常委会主任张轩主持会议。

会议听取了市委组织部关于人事事项的说明，听取了市
高法院、市检察院、市人大常委会人代工委关于人事任免事
项的汇报，听取了市政府关于《重庆市人大常委会对〈重庆市
人民政府关于我市社区矫正工作情况的报告〉的审议意见》
研究处理情况的汇报。

会议听取了市人大法制委关于《重庆市人民代表大会常
务委员会关于废止〈重庆市著名商标认定和保护条例〉的决
定（草案）》、关于《重庆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废止
〈重庆市森林建设促进条例〉等三件地方性法规的决定（草
案）》的汇报、关于《重庆市人大常委会办公厅关于委托部分
区县（自治县）人大常委会对我市地方性法规实施情况开展
执法检查的工作方案（草案）》、关于《重庆市五届人大常委会
立法咨询专家推选工作方案（草案）》的汇报。

会议还听取了市人大常委会人代工委关于拟提请市人
大常委会审议通过市五届人大常委会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
组成人员的汇报、关于组建市五届人大代表专业组有关情况
的汇报，听取了市人大常委会办公厅关于举行市五届人大常
委会第二次会议补充事项的汇报。

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刘学普、沈金强、张定宇、夏祖相，
秘书长龙华出席会议。

市五届人大常委会举行
第三次主任会议

张轩主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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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 戴娟）为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
提出的“使重庆成为山清水秀美丽之地”的殷殷嘱托，市政协
围绕市委交办的建设“山清水秀美丽之地”课题，成立了以市
政协主席王炯任组长的课题组。连日来，王炯率课题组深入
基层，密集开展调研。

调研中，王炯一行前往石柱开展蹲点调研，实地走访了
重庆神奇药业股份有限公司，西沱镇以及冷水镇、黄水镇的
生态旅游发展情况，还在冷水镇八龙村召开院坝会，与村民
们交流探讨农旅深度融合。

课题组还分别召开三峡库区及渝东南地区、主城片区、
渝西片区座谈会，就各地建设“山清水秀美丽之地”，与区县
政协负责人座谈交流，厘现状、找差距、查根源、谋对策。

王炯表示，重庆加快建设山清水秀美丽之地，是总书记
对重庆的殷殷嘱托，是对重庆工作和目标定位的要求，蕴含
了总书记和党中央对重庆的殷切关怀和深切期望，同时也是
重庆广大干部群众对美好生活的期盼，更是重庆下一步发展
的迫切需要。市政协开展这一重大课题调研，要深入贯彻全
国两会精神和总书记在两会期间重要讲话精神，进一步提高
政治站位，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同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
的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要做好思想武装，坚持以习近平新
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引，按照市委“兴调研转作
风促落实”行动要求，坚持问题导向，深入基层问计于民，力
求问题找得准，建议说得对，努力推动重庆山水“颜值”更高，
大地“气质”更佳。

市政协副主席谭家玲参加调研。

王炯率队开展“山清水秀
美丽之地”专题调研时指出

努力推动重庆山水“颜值”更高
大地“气质”更佳

3 月 25 日上午 8 时，随着南滨公园起点处的发令枪
响，2018重庆国际马拉松赛正式开跑。据统计，此次马拉
松赛共吸引了来自38个国家和地区的30570名跑步爱好

者，他们享受着跑步的快乐，用激情与速度让重庆国际马
拉松赛成为一场跑者的盛宴。 记者 卢越 摄

（相关报道见5版）

3万选手角逐重马

本报讯 连日来，我市各级各部门传达
学习全国两会精神，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
书记在参加重庆代表团和其他团组审议时的
重要讲话、人大闭幕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
大家表示，一定要结合实际工作，学习好、贯
彻好、落实好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统一思
想、凝聚力量，扎实做好重庆各项工作。

沙坪坝、綦江、忠县等区县分别通过召
开区（县）委常委会、中心组（扩大）学习会、
政府常务会等，传达学习全国两会精神，认
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参加重庆代表
团和其他团组审议时的重要讲话、人大闭幕
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大家表示，要把学习

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作为当前
和今后一个时期重要政治任务，融会贯通
学，持续深入学，做到学思用贯通、知信行统
一。要坚决维护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
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注重破立并举，
抓住“关键少数”，坚决肃清孙政才恶劣影响
和薄熙来、王立军流毒，推动重庆政治生态
持续向好、整体向好。要紧紧围绕把党的
十九大精神和总书记殷殷嘱托全面落实在
重庆大地上这条主线，以学习贯彻总书记
重要讲话精神为动力，确保各项工作有力
有序推进。

市财政局、市规划局、市统计局、中新（重

庆）战略性互联互通示范项目管理局、重庆红
岩联线文化发展管理中心等市级部门和单位
分别召开会议，传达学习全国两会精神和全
市领导干部大会精神。大家表示，要全面、系
统、深入学习领会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增强

“四个意识”，强化“四个自信”，提高政治站
位，坚决维护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
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确保重庆各项事业沿
着总书记指引的正确方向前进；要紧密结合
各自单位职责和工作实际深入思考、认真谋
划相关工作，以实实在在的成效，加快建设内
陆开放高地、山清水秀美丽之地，努力推动高
质量发展、创造高品质生活，让总书记放心，

让全市人民满意。
全国两会精神在我市广大基层群众和青

年学子中也引起热烈反响。武隆区土坎镇五
龙村五龙组村民王廷华说，总书记的重要讲
话让他信心更足了。未来他将在产业发展方
面加快步伐，做大种植和养殖产业，助推乡村
振兴。西南政法大学民商法学院2016级法律
硕士专业学生余弦说，作为法学专业学生，要
积极运用新媒体、新方式、新手段等，广泛传
播法律知识，提高全民族的法律意识，在全社
会树立法治、德治的理念，在实现中国梦的生
动实践中放飞青春梦想。

（本报记者）

统一思想、凝聚力量，扎实做好重庆各项工作
我市各级各部门传达学习全国两会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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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颗种子的答案
——雪域高原播种者钟扬的“精神珠峰”

永远做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主心骨
——五论习近平十三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重要讲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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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空军多型战机远洋训练战巡南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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