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构建轨道多层次、
高速多通道、航道千吨
级、机场双枢纽、管道
一张网、寄递村村通、
运输一体化

推动重庆、成都加
快形成“高铁双通道、
高速八车道”的复合快
速通道，全力打造“多
向辐射、立体互联、一
体高效”的4个“1小时
交通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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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复生态 重现绿色

广阳岛上白鹭野鸭又飞回来了

本报地址：重庆市渝北区同茂大道416号 邮政编码：401120 电子信箱：cqrb@cqrb.cn 广告许可证：渝工商广字第9500618号 总编辑：张永才 总值班：李波 版面统筹：章德庆 主编：许阳 见习编辑：何春阳 版式总监：王艺军 图片编辑：鲁道新 订报热线：63735555 零售价：1.5元

6
星期三

2021年1月

农历庚子年十一月廿三

国内统一连续出版物号

CN 50-0001

第24978号

代号77-1

今日12版
重庆日报报业集团出版 网址：www.cqrb.cn

CHONGQING DAILY

新华社北京1月5日电 中华人民
共和国主席习近平根据全国人民代表
大会常务委员会的决定任免下列驻外
大使：

一、免去白天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驻
马来西亚特命全权大使职务；

任命欧阳玉靖为中华人民共和国
驻马来西亚特命全权大使。

二、免去潘伟芳的中华人民共和
国驻约旦哈希姆王国特命全权大使职
务；

任命陈传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驻
约旦哈希姆王国特命全权大使。

三、免去汪文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
驻突尼斯共和国特命全权大使职务；

任命张建国为中华人民共和国驻
突尼斯共和国特命全权大使。

四、免去孙炜东的中华人民共和国
驻土库曼斯坦特命全权大使职务；

任命钱乃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驻
土库曼斯坦特命全权大使。

五、免去姜江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驻

马耳他共和国特命全权大使职务；
任命于敦海为中华人民共和国驻

马耳他共和国特命全权大使。
六、免去徐宏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驻

荷兰王国特命全权大使职务；
任命谈践为中华人民共和国驻荷

兰王国特命全权大使。
七、免去赵永琛的中华人民共和国

驻格林纳达特命全权大使职务；
任命韦宏添为中华人民共和国驻

格林纳达特命全权大使。

国家主席习近平任免驻外大使

新华社北京1月5日电 近日，中共中央印发
了修订后的《中国共产党统一战线工作条例》（以下
简称《条例》），并发出通知，要求各地区各部门认真
遵照执行。

通知指出，2015年5月中共中央印发的《中国
共产党统一战线工作条例（试行）》，对巩固和发展
统一战线发挥了重要作用。根据新的形势、任务和
要求，党中央对其予以修订。这次修订的《条例》，
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
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统一战线工
作的重要思想，坚持和加强党对统一战线工作的集
中统一领导，巩固深化统一战线领域党和国家机构
改革精神，着力提高统一战线工作科学化、规范化、
制度化水平，是新时代统一战线工作的基本遵循。
《条例》的修订和实施，对于巩固和发展最广泛的爱
国统一战线，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实
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提供广泛力量支持，
具有重要意义。

通知要求，各级党委（党组）要充分认识做好新
时代统一战线工作的重要性，全面准确学习领会党
的统战理论方针政策，切实履行做好统一战线工作
的主体责任，把统一战线发展好，把统一战线工作
开展好，为党和人民事业发展营造有利条件。要认
真抓好《条例》学习宣传和贯彻落实，提高各级党组
织和各级领导干部的统战意识。中央统战部要会
同有关部门加强督促指导，确保《条例》各项规定得
到有效贯彻落实。各地区各部门在执行《条例》中
的重要情况和建议，要及时报告党中央。

《条例》全文如下。

中国共产党统一战线工作条例
（2015 年 4 月 30 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

议审议批准 2015年5月18日中共中央发
布 2020 年 11 月 30 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
议修订 2020年12月21日中共中央发布）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了加强党对统一战线工作的集中

统一领导，提高统一战线工作的科学化规范化制度
化水平，巩固和发展爱国统一战线，根据《中国共产
党章程》，制定本条例。

第二条 本条例所称统一战线，是指中国共产
党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包括全体社会主
义劳动者、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拥护社会主义
的爱国者、拥护祖国统一和致力于中华民族伟大复
兴的爱国者的联盟。 （下转6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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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记者 王子铭 丁小溪
王鹏 孙少龙

2020年，注定会被历史铭记。
面对新冠肺炎疫情严重冲击，面对

严峻复杂的国际形势和艰巨繁重的国内
改革发展稳定任务，以习近平同志为核
心的党中央统揽全局、运筹帷幄，团结带
领亿万人民奋勇拼搏，交出一份人民满
意、世界瞩目、可以载入史册的答卷，谱
写出气势恢宏的时代乐章。

伟大时代孕育伟大精神，伟大精神
推动伟大事业。

站在“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的历史
交汇点，宣传思想战线认真学习宣传贯

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
想，围绕中心、服务大局，聚焦战“疫”壮
阔历程、战贫伟大实践，为全面建成小康
社会取得伟大历史性成就提供有力的思
想保证和舆论支持，为乘势而上开启全
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凝聚
强大精神力量。

高举思想旗帜 筑牢理论根基
科学的理论，闪耀真理的光芒；伟大

的思想，激发奋进的力量。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

想以其极富实践性、时代性、创造性的理
论品格，高扬真理之旗，把稳时代之舵，
为我国抓住历史机遇、应对风险挑战提

供强大思想武器和行动指南。
一年来，宣传思想战线把学习宣传

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
想作为首要任务，坚持不懈抓好思想理
论建设，全党全国人民团结奋斗的思想
基础愈加巩固。

研精阐微！党的创新理论学习研究
深入推进——

2020年7月31日，围绕《习近平谈
治国理政》第三卷，一场由文艺工作者与
基层村民共同参与的主题诵读活动在天
津拉开帷幕。《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三
卷甫一出版，即在全社会引发学习热潮。

一年来，习近平同志《论党的宣传思
想工作》、《论坚持全面依法治国》等著作

纷纷问世，系统梳理习近平总书记系列
重要论述；《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思想基本问题》付梓发行，着力实现
党的创新理论学理化建构……一本本权
威读物不断涌现，理论研究愈加丰富，帮
助全党全社会更加深刻领会党的创新理
论精髓要义。

与此同时，伴随着理论文章相继发
表、思政教材投入使用、重大课题取得阶
段性研究成果，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
建设工程不断扎实推进，在经典著作编
译、理论阐释辨析、重大问题研究、教材
体系建设、理论人才培养等方面取得丰
硕成果。

（下转4版）

战“疫”战贫筑同心 昂首奋进新征程
——2020年宣传思想工作巡礼

本报讯 （记者 罗静雯）1月5
日，市委副书记、市长唐良智主持召
开市政府第十次全体会议，审议《重
庆市人民政府工作报告》《重庆市国
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
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纲要》。

市领导吴存荣、陆克华、屈谦、胡
明朗、李明清、李波、熊雪、郑向东等
出席会议。

会议指出，刚刚过去的2020年，
疫情突如其来，汛情历史罕见，世情
错综复杂。面对前所未有的挑战，全
市上下坚决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
指示要求和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
署，全力以赴战疫情、战复工、战脱
贫、战洪水，在大战大考之年交出了
一份有质感、群众满意的答卷。
2021年是实施“十四五”规划、开启
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
程的第一年。我们要深入落实总书
记对重庆提出的重要指示要求，在市
委坚强领导下，准确把握新发展阶
段，深入践行新发展理念，积极融入
新发展格局，确保“十四五”发展开好
局，确保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迈
新步，以优异成绩庆祝中国共产党成
立100周年。

会议强调，当前，要高频高效开
展经济运行调度，全力以赴抓好重大
项目储备、签约、开工、投产，健全工

程建设管理黑名单制度和倒逼机制，
更有针对性支持市场主体特别是中
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持续优化政
务环境、市场环境、要素环境、法治环
境，统筹财政平衡，落实政府过紧日
子要求，努力实现一季度经济“开门
红”。春节将至，要毫不松懈抓好疫
情防控，坚持人物同防，盯牢交通、社
区、发热门诊、药房等前哨关口，完善
应急预案，坚决阻断疫情输入扩散渠
道。要用心用情帮扶困难群众，扎实
做好访贫问苦，持续强化市场保供，
切实保障农民工工资支付。要压实
安全生产责任，管好“点”“线”“面”

“区”，强化安全生产和农村交通运输
安全、食品安全、治安防控，做好应急
值守工作，坚决防止重特大安全事故
发生。要持之以恒正风肃纪，严格落
实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和市委实施意
见，营造风清气正的节日氛围。

会议强调，市委、市政府高度重
视《报告》和《规划纲要》起草工作，相
关部门要充分吸纳各方面意见，抓紧
修改完善，使《报告》和《规划纲要》更
符合中央精神和市委要求，更符合重
庆实际和人民期盼，进一步凝聚共
识、振奋精神，推动政府各项工作不
断取得新成效。

会议以视频会议形式召开。市
有关部门、各区县设分会场。

市政府召开第十次全体会议
唐良智主持

本报讯 （记者 杨永芹）如何推动
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基础设施建设，加
快构建互联互通、快捷高效的现代综合
交通运输体系？日前，市政府印发《推动

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加强交通基础
设施建设行动方案（2020—2022年）》
（简称《方案》），《方案》提出：力争三年投
资4200亿元，开工干线（包括高速公路、
国省干线、管道等）6500公里，全力建设
9大基础网络，实施40项百亿工程。

“推动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交
通先行。”市交通局有关负责人表示，通
过实施该《方案》，将加速构建轨道多层
次、高速多通道、航道千吨级、机场双枢
纽、管道一张网、寄递村村通、运输一体
化的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综合交通网

络，推动重庆、成都加快形成“高铁双通
道、高速八车道”的复合快速通道，全力
打造“多向辐射、立体互联、一体高效”的
4个“1小时交通圈”，有力支撑成渝地区
双城经济圈建设。

据介绍，这9大基础网络，包括建设
四网融合、互联互通的轨道网络，建设层
次分明、覆盖广泛的道路网络，建设通江
达海、联动协同的水运网络，建设引领内
陆、辐射全球的航空网络，建设干支互
通、保障有力的管道网络，建设联通区
域、普惠城乡的邮政网络，建设衔接高

效、多式融合的综合交通网络，建设人享
其行、货优其流的运输服务网络和建设
创新驱动、智慧绿色的智能交通网络。

实施过程中，重庆将按照双核引领，
区域联动；开放创新，链接国际；生态优
先，绿色发展；统筹协同，合力推进建设
原则推进。

“该《方案》也是重庆立足全面融入
共建‘一带一路’和长江经济带发展，建
设好西部陆海新通道，积极参与国内国
际经济双循环、构建新发展格局的重要
举措。”该负责人说。（相关报道见3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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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科技创新指数报告（2020）》发布

重庆综合科技创新水平指数保持全国第七

本报讯 （记者 陈维灯）1月5日，
重庆日报记者从重庆市“十三五”生态环
境保护工作新闻发布会上获悉，截至
2020年底，长江干流重庆段水质为优，
重庆42个国考断面水质优良比例首次
达到100%，优于国家考核目标4.8个百
分点，较 2015 年上升 14.3 个百分点。
此外，重庆105个市考断面水质达标比
例、消除长江支流劣Ⅴ类水质断面比例、
城市集中式饮用水水源地水质达标比
例、消除城市建成区黑臭水体比例均达
到100%。

市生态环境局相关负责人介绍，
近五年来，重庆多措并举，全力打好水
污染防治攻坚战，出台了《关于深入推
动长江经济带发展加快建设山清水秀
美丽之地的意见》等“1+3”配套文件，
印发了《重庆市重点流域水污染防治
规划实施方案（2016—2020 年）》《重
庆市长江保护修复攻坚战实施方案》
等一揽子规划方案，整体描绘长江水
生态蓝图。

重庆还颁布了《重庆市水污染防治
条例》，发布了《梁滩河流域城镇污水处
理厂主要水污染物排放标准》等地方标
准，加快提升流域治污能力；

（下转2版）

100%
“十三五”重庆治水

交出亮丽答卷

1月5日,南岸南滨路长江大桥南桥头段,一幅名为“黄桷晚渡”的大型壁画亮相,为主城“两江
四岸”注入文化气息。据现场施工单位负责人介绍,该壁画长70米、高11米,从设计到完成历时
20多天。“黄桷晚渡”是重庆巴渝十二景之一,美丽的画面使原来的一片裸壁得到美化。

特约摄影 钟志兵/视觉重庆

大型壁画
扮靓街头

重庆印发《方案》加速构建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综合交通网络

3年投资4200亿元 建设9大基础网络

●高速铁路
在建及运营规模超过1800
公里
●普速铁路
运营里程超过2100公里

●城市轨道交通
中心城区城市轨道线网运
营里程力争超过500公里

●高速公路
通车里程近4000公里

●普通干线公路
省道三级标准以上比例达
到72%

●农村公路
具备条件的村民小组通硬
化路率达到95%

●城市道路
中心城区城市道路里程达
到5800公里

●水运
四线及以上航道里程达到
1400 公里，港口货物吞吐
能力达到2.2亿吨

●机场
机场旅客吞吐量力争达到
5000万人次/年，货邮吞吐
量达到45万吨以上

●邮政快递
全面巩固邮政“村村直通
邮”，符合条件的建制村基
本实现“村村通快递”

●能源管道
全市天然气骨干管道力争
达到5500公里，成品油年供
应能力力争达到1000万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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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发布第一批历史地名保护名录

带你“重新认识”这些老地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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