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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强报刊

本报讯 （记者 白麟）3月29日，重庆日报记者从国
网重庆市电力公司举行的社会责任履责实践发布会上获
悉，我市今年将在全市范围内加强清洁能源发电，并通过
进一步推广电能替代技术，引导社会使用清洁能源，计划
全年完成电能替代18亿千瓦时，减排二氧化碳上百万吨。

市电力公司负责人表示，今年该公司将积极响应重庆
市“蓝天行动”，深入推动各地在工农商行业中，建成一批
电能替代示范工程，同时围绕市交委“十三五”岸电建设规
划，配合推进实施19个岸电项目，每个岸电项目将明显改
善码头周边污染排放和空气质量。

此外，该公司还将在前期82个电动汽车充电站的基础

上，新建47个电动汽车充电站，并推广运营电动汽车分时
租赁平台，支撑电动汽车跨区跨省绿色出行。

不久前，市发改委联合多家单位出台了实施电能替代
的相关意见，积极引导工农业生产、交通运输、居民生活等
终端用煤、用油领域实施电能替代，应用电窑炉、热泵、港
口岸电、电动汽车等技术。在2017年，我市已实现替代电
量16亿千瓦时。

记者另悉，在清洁能源发电方面，市电力公司今年将
按照市能源发展规划，推动渝东北、渝东南等风、光资源较
好地区电站并网工程建设。预计2020年，全市清洁能源
装机占比将在目前32%的基础上进一步提高。

重庆今年计划完成电能替代18亿千瓦时
将减排二氧化碳上百万吨

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经济成就令世人瞩目——
世界经济持续低迷背景下，中国经济顶住下行压力，

国内生产总值从54万亿元增至82.7万亿元，年均增长
7.1%；结构不断优化，韧性不断增强，活力不断释放；对世
界经济增长贡献率超过30%，成为世界经济增长的主要动
力源和稳定器。

亮眼的数字背后，中国经济发展的思路之变、结构之
变、动力之变越发意味深长。

伟大实践源自科学决策的指引。
五年来，习近平总书记亲自主持召开16次中央财经领

导小组会议，全方位谋篇布局中国经济发展，不断开辟新
境界。

从议事机构到决策机构——十八届
中央财经领导小组成为党中央领导经济
工作的重要决策平台，凸显以习近平同志
为核心的党中央高超的驾驭经济能力

2014年6月13日晚，新华社一篇关于中央财经领导

小组第六次会议的通稿引发关注。这是十八届中央财经
领导小组会议首次进入公众视野。

当天，中南海怀仁堂，习近平总书记发表重要讲话，首
次亮出中国的能源安全战略——

中国要推动能源消费革命、能源供给革命、能源技术
革命、能源体制革命，并全方位加强国际合作，实现开放条
件下的能源安全。

这是世界最大能源生产国和消费国，在经济发展新常
态下，抢占全球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先机的奋起一
跃。

“面对能源供需格局新变化、国际能源发展新趋势，保
障国家能源安全，必须推动能源生产和消费革命。”习近平
总书记强调。

香港《大公报》网站刊文称，此次会议将能源生产和消
费革命一起提升至国家长期战略的高度，显示中央的动作
和决心很大，其背后有着推动中国经济发展模式转变的深
切意涵。

这次会议本身，则让外界感受到了中央财经领导小组
的非同寻常——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亲自担任组长并
主持会议。

此前，中央财经领导小组鲜有公开披露。外界好奇，
这是个什么性质的机构？

经济工作，一直是党治国理政的中心工作。中央财经
领导小组，就是党领导经济工作的组织形式之一。

1980年3月17日，中央财经领导小组正式成立，成为
党中央领导经济工作的议事机构。

2013年4月17日，十八届中央财经领导小组第一次
会议举行，宣告新一届中央财经领导小组成立。

这次会议研究了《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工作规则》，讨论
了今后一个时期财经领导小组工作的主要内容，强调要充
分发挥财经领导小组在加强党对经济工作领导中的作用，
提高党领导经济工作的水平。

就在这次会议上，中央明确了新一届财经领导小组的
定位——受中央政治局及其常务委员会委托进行经济社
会发展重大战略政策决策的机构。

从议事机构到决策机构，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定位之
变，凸显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对加强经济工作领
导的高度重视。

办好中国的事情，关键在党。谋划好新时代中国经济
发展，关键在党。 （下转2版）

领航新时代中国经济航船
——从中央财经领导小组会议看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驾驭中国经济

新华社记者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调查研究是谋事之基、成事之道。
当前，我市脱贫攻坚迎来了提高质量、稳定脱贫的新阶段，

既要巩固已有的脱贫成果，又要不断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
这就更需要大兴调查研究之风。

按照市委主要领导的指示，从2月2日至3月27日，全市
18个深度贫困乡镇之一的奉节县平安乡组织全体机关干部全覆
盖走访群众，组织学校教师对贫困家庭子女进行家访，组织卫生
院医务人员上门寻访，深入基层、深入群众、深入脱贫攻坚第一
线，了解实情、破解发展难题。

从今日起，本报将连续4天刊发“奉节县平安乡全覆盖走访
特别报道”，敬请关注。

干部大走访
把脉问诊脱贫攻坚

——“奉节县平安乡全覆盖走访特别报道”之一

本 报 讯 （记
者 王翔）近日，记
者从市林业局重庆
观鸟会获悉，根据最
近几年的定点观察
和监测证实，我市已
成为中国乃至亚洲
地区猛禽迁徙的重
要通道之一，每到鸟
类迁徙季节，都有大
量鸟类飞越我市
上空。近三年被观

测到的猛禽种类达27种，其中不乏大型珍稀濒危猛禽。
据了解，全球现有鸟类9000多种，中国有1400多种。根据重庆观

鸟会提供的数据，我市现有鸟类共计478种，约占全国鸟类种数的33%。
“重庆山地众多，因此鸟类多以山地森林种类和相对广域分布的种类

为主，表现出极强的过渡特征。”重庆观鸟会一负责人介绍，重庆主城被铜
锣山、中梁山、缙云山、明月山等四山山脉分割，这一系列西南东北走向的
狭长山脉所构成的川东平行岭，是鸟类南北迁徙的重要通道之一。

每年春秋两季，都有大量鸟类沿川东平行岭进行迁徙，每年迁徙数
量多达上万只，其中，近三年被观测到的猛禽中不乏褐冠鹃隼、短趾雕、
靴隼雕、白腹隼雕等较为罕见的大型珍稀濒危猛禽，重庆也因此被众多
观鸟爱好者誉为鸟类迁徙通道上的“鹰飞之城”。同时，随着我市生态环
境的不断改善，来到我市或途经我市的鸟类越来越多，从重庆观鸟会最
新发布的《重庆鸟类名录3.0》来看，相较于2015年发布的《重庆鸟类名录
2.0》，我市共增加了30个鸟类新记录，这些新发现的鸟类中，非雀形目鸟
类17种，雀形目鸟类13种，更有13个新观察记录来源于重庆主城区。

本报讯 （首席记者 陈钧）3月31日，重庆日报记
者从消息灵通人士处获悉，中国首枚民营火箭将于6月
首飞，而这枚火箭还将以重庆命名。

重庆日报记者了解到，零壹空间科技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零壹空间）成立于2015年8月，是中国第一家营
业执照上写着“运载火箭及其他航天器”的民营企业，专

注于低成本小型运载器的研制、设计及总装。
目前，零壹空间已累计获得5亿元融资，所募集资

金主要用于自主研制的OS-X系列火箭及OS-M系列
火箭产品研制、民营商业航天上下游产业布局与零壹空
间总装能力建设等。零壹空间自主研制的OS-X系列
固体火箭发动机已于2017年12月22日成功完成整机

试车，目前已进入全箭调试测试阶段，此次在6月首飞
的正是OS-X系列火箭。OS-M系列火箭也将于今年
年底左右首飞。

据目前公开披露的资料显示，即将首飞的OS-X系
列火箭采用其自主研制的发动机——单级固体火箭发
动机。这款火箭所使用的一体化综合控制机也为其自
主研制，综控机的重量仅有1.8公斤，相较以往产品缩减
至十分之一，极大地优化了电气系统设计、节约了系统
成本。零壹空间市场部负责人介绍，该一体化综控机可
广泛应用于军用、民用无人机、低成本火箭等航空航天
飞行器。

（下转4版）

中国首枚民营火箭含有重庆元素
有望6月首飞

本报讯 （记者 谢智强）3月31日，“鲁能泰山
杯”2018美丽乡村四季跑首站江津站在鲁能美丽乡村
园区内圆满举行。近千名跑者参加了当天的比赛，感
受与以往不同的赛道风情，尽享一场美妙的“乡村盛
宴”。

当天，虽然细雨霏霏，但丝毫没有影响参赛选手
们的热情。起跑枪响，选手们纷纷冲出跑道，在美丽
的乡村赛道上驰骋。赛道两旁独有的风景，让选手们
感受到不同以往的轻松和愉快。

十公里的赛道，不时路过成片的油菜田、湖泊、池
塘、农舍、果园……高低起伏，步步是景。“从来没有过
这样的感受，就像在画中跑一样！”参赛者陈先生跑完
后禁不住称赞。

绿色蔬菜、水果，休闲房车，草莓采摘……组委会
借此机会推出土特产品和乡村旅游特色项目，吸引了
不少选手的关注和购买。

记者了解到，整个赛事将贯穿四季，市民可以春
跑山花烂漫、夏天避暑越野、秋天趣味采果、冬天穿越
冰雪。跑完全程之后，参与者还将获得特色装备和特
色奖品。

为什么要在乡村开展系列跑步活动?组委会负责
人介绍，举办美丽乡村四季跑这样一个体旅深度融合
的系列活动，就是希望用大众健身带动乡村旅游，把城
里的人流和资源持续向乡村引导，以促进乡村振兴。

组委会预测，美丽乡村四季跑一年参与人数有望
突破4万人，按照人均消费 500元计算，有望带来
2000万元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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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首席记者 陈钧）3月31日，重庆日报记
者从重庆自贸试验区办公室了解到，中国（重庆）自由贸
易试验区（以下简称重庆自贸试验区）挂牌运行一年，为
全国自贸试验区建设贡献了6个首创制度创新案例，今
年将行使更大的改革自主权。

重庆自贸试验区办公室副主任付嘉康介绍，在个性
化探索方面，重庆自贸试验区取得突破性进展，开立全
球第一份铁路提单国际信用证，迈出了陆上贸易规则探
索“第一步”；形成“四自一简”（海关监管）、“3C免办”
（检验检疫）、“创新推动国际物流大通道建设”、“创新实
施铁路运输信用证结算”等6个全国首创的制度创新案
例，这些案例让企业有了较强的获得感。

与此同时，自贸试验区的投资贸易便利化水平也明

显提升，主要表现在获批全国唯一的检验检疫综合改革
试验区；在全国率先实现国家标准版“单一窗口”申报，
申报量排名内陆第一；在全国率先完成国际转运业务实
货测试，获批带无人机试飞空域的航空孵化基地；在内
陆地区率先开展取消内销征税联系单试点；在第三批自
贸试验区中率先开展飞机保税租赁、“保税+融资租赁”业
务；建成全国最大的咖啡现货交易平台；铁路口岸整车进
口数、“渝新欧”主要指标保持中欧班列第一等方面。

自贸试验区的营商环境得到大幅优化。重庆自贸
试验区在第三批自贸试验区中率先建成区域识别系统，
并正式运行大数据监管信息平台；成立西部唯一的商标
审查协作中心；创新实施推进工商注册登记“五办”（网
上办、马上办、随地办、辅导办、帮你办）举措，建立“容缺

受理”机制，备受市场主体欢迎。
“重庆自贸试验区建设虽取得一定成绩，但尚处在

起步和摸索阶段，还面临一些实际困难和问题，如对标
国际规则不够，风险压力测试不足；改革系统集成不够，
工作协同联动机制有待进一步强化；营商环境需进一步
优化，服务意识和服务水平与沿海有差距；高层次、国际
化、专业化人才匮乏，人才支撑不足等，需要认真对待，
切实加以解决。”付嘉康说。 （下转4版）

重庆自贸试验区贡献6个首创制度创新案例
今年将行使更大改革自主权

本报讯 （记者 陈波）3月30日，记者从全市检察机关公益诉讼工
作电视电话会议上获悉，市检察院决定2018年4月至2020年4月，在全
市检察机关开展“保护长江母亲河”公益诉讼专项行动。

据悉，此次专项行动分四个阶段进行，将围绕长江流域生态环境和
自然资源保护开展公益诉讼工作，重点查办法人或个人破坏生态环境和
自然资源损害国家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的行为；重点监督行政机关违法
行使职权或者不作为致使国家利益或者社会公共利益受到侵害的行为。

据介绍，此次专项行动将重点监督四个领域，即水资源保护领域，岸
线资源保护领域，森林、草场和湿地保护领域以及其他保护领域。

全市检察机关将对照监督重点，围绕社会各界高度关注、人民群众
反映强烈的重点和热点问题，深入调查研究，确定本地区专项行动的监
督重点，下决心办理一批有震动、有影响的案件，用有力的办案行动回应
社会关切，增强人民群众获得感，使专项行动真正取得监督实效。

据了解，截至2018年3月，全市共发现公益诉讼案件线索450件，立
案227件，诉前程序中发出检察建议和发布公告156件，相关行政机关采
纳建议纠正违法或履行职责68件，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1件。

“保护长江母亲河”
公益诉讼专项行动本月启动

每到鸟类迁徙季节

27种猛禽飞经重庆

观鸟爱好者在我市拍摄到的短趾雕。
通讯员 马凯渝 摄

2018美丽乡村四季跑首站圆满举行
体旅融合带动乡村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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摄 沙磁文化区“80岁”了

《重庆之眼》作者来渝讲“文化抗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