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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 颜若雯）按照市人大常委会年度工作安
排，连日来，市人大常委会成立由市人大常委会主任张轩为组
长，各位副主任、秘书长为副组长的调研组，设四个小组分片
区开展“坚持党对人大工作全面领导，高质量做好新发展阶段
人大工作”调研。

本次调研的重点包括加强党对人大工作的全面领导、人
大职能作用发挥、代表主体作用发挥、自身建设等方面。各调
研小组赴区县、乡镇（街道）实地调研，并召开座谈会听取意见
建议。下一步，调研组将梳理研究调研情况，分析存在的主要
问题，提出改进工作的对策建议，适时将调研成果转化，形成
高质量做好新发展阶段我市人大工作的意见建议。

张轩指出，市委第五次人大工作会议召开以来，全市各级
人大认真贯彻落实市委关于加强和改进新时代人大工作的意
见，人大工作质量不断提高。全市各级人大要深刻把握高质
量做好新发展阶段人大工作的重要意义，以习近平新时代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坚持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重要思
想，认真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对地方人大及其常委会工作的重
要指示，始终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统
一，在市委领导下，围绕把握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
融入新发展格局，不断提升我市人大立法、监督、代表等工
作水平。

张轩强调，全市区县乡镇人大换届选举工作即将展开，
要切实增强做好县乡人大换届选举工作的政治责任感和历
史使命感，把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贯穿县乡人大换届选
举工作全过程各方面，坚持人民主体地位，充分发扬民主，严
格依法办事，严明选举纪律，确保换届选举风清气正、依法有
序进行。

市人大常委会开展坚持党对人大工作全面领导
高 质 量 做 好 新 发 展 阶 段 人 大 工 作 调 研

本报讯 （记者 黄琪奥）5月5日，重庆日报记者从重庆
杂技艺术团获悉，当天在深圳闭幕的第十一届中国杂技金菊
奖全国魔术·滑稽比赛中，由该团打造的原创魔术节目《仙豆》
从众多参赛节目中脱颖而出，荣获“金菊奖”金奖。

据介绍，中国杂技金菊奖是全国性文艺专业奖项、中国杂
技界的最高奖项，与戏剧梅花奖、曲艺牡丹奖、舞蹈荷花奖等
同为各自专业领域最高荣誉。此次金菊奖魔术节目比赛共吸
引了来自全国各地的53个杂技团(校)和新文艺群体的59个
节目参与其中。经过专家的初次选拔，《仙豆》与《咖啡店》《骑
手与绣娘》《梁祝》等28个魔术节目晋级在深圳举行的魔术比
赛决赛。

记者了解到，此次重庆杂技艺术团出品的魔术节目《仙
豆》以“生命的力量”为主题，表演者李昊用“豆子”和“透明碗”
作为道具，通过魔术手法表现出植物生长、开花、孕育生命的
过程。该节目不仅继承和发扬了我国传统的“仙人摘豆”的独
特艺术风格，也借鉴了西方魔术方法技术。“在深圳举行的决
赛中，评委一致认为该节目的最大特点就是通过颠覆性的表
现方式，让古老的中国戏法焕发出新的魔力，是一部根植于传
统戏法而立于现代魔术的优秀作品。”重庆杂技艺术团团长陈
涛表示，经过激烈角逐，该节目与《牌·魂》等6个节目一起，荣
获“金菊奖”金奖。

据悉，魔术节目《仙豆》将于近日在重庆国际马戏城
演出。

重庆杂技艺术团出品

《仙豆》喜获“金菊奖”金奖

创新是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全面建设社会主义
现代化国家，必须坚持科技为先，发挥科技创新的关键
和中坚作用。

国家重点实验室是国家科技创新体系的重要组成
部分，是国家组织高水平基础研究和应用基础研究、聚
集和培养优秀科技人才、开展高水平学术交流、科研装
备先进的重要基地。其主要任务是针对学科发展前沿
和国民经济、社会发展及国家安全的重要科技领域和
方向，开展创新性研究。

目前，重庆已获批建设运行 10 个国家重点实验
室，其中省部共建国家重点实验室2个、学科国家重点
实验室5个、企业国家重点实验室3个。

经过几十年的发展，这些实验室汇聚了一批国家
级高层次人才，取
得了一批国际国
内领先的原创性
成果，成为引领创
新发展的中坚力
量。

即日起，重庆
日报推出“走进国
家重点实验室”系
列报道，通过探访
在渝国家重点实
验室的“国之重
器”、创新团队和
高水平科研成果，
展示重庆创新力
量。敬请关注。

（详见3版）

本报讯 近日，中共重庆市委办公厅、重
庆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印发《关于全面推行林
长制的实施意见》，并发出通知，要求各区县
各部门各单位认真贯彻落实。

《关于全面推行林长制的实施意见》全文
如下。

为进一步加强森林、草原等重要生态系
统保护管理，压实全市各级党委和政府保护
发展森林、草原等生态资源（以下简称山林资
源）的主体责任，根据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
院办公厅《关于全面推行林长制的意见》，结
合重庆实际，提出以下实施意见。

一、总体要求
（一）指导思想
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为指导，全面贯彻党的十九大和十九届二中、
三中、四中、五中全会精神，深入贯彻习近平
总书记对重庆提出的营造良好政治生态，坚
持“两点”定位、“两地”“两高”目标，发挥“三
个作用”和推动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等
重要指示要求，认真践行习近平生态文明思
想，把握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融入

新发展格局，在全市全面推行林长制，统筹山
水林田湖草沙系统治理，明确全市各级党政
领导干部山林资源目标责任，构建党政同责、
属地负责、部门协同、源头治理、全域覆盖的
长效机制，做到林长制工作有责、有方、有效，
切实筑牢长江上游重要生态屏障，加快建设
山清水秀美丽之地，努力在推进长江经济带
绿色发展中发挥示范作用。

（二）工作目标
到2021年底，全面建立起市，区县和两

江新区、重庆高新区、万盛经开区（以下统称
区县），乡镇（街道），村（社区）“四级林长和网
格护林员”责任体系，实现全市林长制管理责
任全覆盖。基本建立山林资源保护发展、山
林资源损害问题发现与整治、林长制绩效考
核评价等工作机制，完善相关治理体系。

到2025年，全面构建起责权明确、协调
有序、保障有力、监管严格、运行高效的山林
资源保护发展机制，森林数量、森林质量和山
林资源综合效益显著提升；中心城区“四山”、
自然保护地等重点区域生态保护全面加强；

“两岸青山·千里林带”生态修复工程、市场化
多元化生态补偿机制等重点领域取得明显成

效；防控森林草原火灾，防治林业有害生物，
严厉打击违法侵占山林资源行为，全市森林
覆盖率达到57%左右，森林蓄积量达到2.8
亿立方米，森林火灾受害率控制在0.3‰以
内，林业有害生物危害尤其是松材线虫病疫
情逐年减轻。

二、主要任务
（一）全面建立林长制责任体系
市、区县、乡镇（街道）、村（社区）设立“四

级”林长，充实网格护林员队伍，建立完善“四
级林长+网格护林员”责任体系，通过强化各
级领导责任，推动山林资源保护发展目标任
务和工作措施落地落细落实。

1.建立健全组织体系。全市设立总林
长，由市委、市政府主要负责同志担任，是全
市实施林长制的总指挥、总督导；设立副总林
长，实行分区（片）负责；在中心城区“四山”
（缙云山、中梁山、铜锣山、明月山）设立市级
林长，由市政府相关领导同志担任，以山为界
督促指导相关区域实施林长制工作。

在各区县、乡镇（街道）设立辖区林长，分
别由同级党委、政府主要负责同志担任，是本

地区实施林长制的第一责任人。各区县结合
实际，可设立片区林长，由区县级领导担任，
实行分区（片）负责。设立村（社区）级林长，
由村（社区）党组织书记担任。

以天保护林员、生态护林员、公益岗位护
林员等为依托，动员广大社会力量参与，建立
完善网格护林员队伍，对山林资源实行网格
化管理，按网格责任区域落实巡山护林责任，
及时发现并报告森林草原火险、林业有害生
物、各类破坏山林资源和乱捕滥猎野生动物
等情况。

2.落实林长职责与工作报告制度。各区
县要综合考虑区域、资源特点和自然生态系
统完整性，科学确定林长责任区域。市、区
县、乡镇（街道）林长组织领导责任区域山林
资源保护发展工作，落实保护发展山林资源
目标责任制；组织制定实施山林资源保护发
展规划、年度工作计划，强化统筹治理，推动
制度建设，完善责任机制；组织协调解决责任
区域的重点、难点问题，依法保护山林资源；
组织落实山林资源防灭火、重大林业有害生
物防控责任和措施，强化林业行政执法。

（下转2版）

中共重庆市委办公厅、重庆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印发

《关于全面推行林长制的实施意见》

本报讯 （记者 韩毅）5月5日，来自
市文化旅游委消息，我市A级旅游景区“五
一”假期共接待游客1019.8万人次，同比增
长 146% ，按 可 比 口 径 较 2019 年 增 长
10.4%，文旅行业实现强劲复苏。

“五一”期间，我市文化旅游行业组织开
展了丰富多彩的文化旅游活动，让市民游客
欢度节日，激发了文化和旅游消费潜力，促
进文化和旅游消费高质量发展。

文旅融合发展亮点纷呈。市级专业艺
术单位推出专业演出57场，为市民游客提
供了优质文化大餐，累计接待观众1.92万人
次；全市43家公共图书馆、41家文化馆免费
开放，并提供内容丰富的线上服务，到馆人
数28万人次，线上服务123万人次，全市共
开展群文活动397场，83万群众参与活动。

景区旅游强势复苏。涪陵美心红酒小
镇景区推出了“超级旋风翅膀”“蝶变悬崖秋
千”“钢铁巨型黄人”等大量艺术装置，并汇
集60多个品种、近700只动物与游客合影，
吸引游客23.5万人次打卡；北碚推出缙云山
北温泉生态之旅线路，开辟缙云山上山

“VIP通道”，串联金刚碑、北温泉、黛湖等景
区景点，吸引大量游客“吸氧”，全区共接待
游客57.86万人次；江津新晋4A级景区中
山古镇吸引八方游客感受悠闲假日，全区接
待游客102.77万人次，同比增长154.62%；
南川金佛山、十二金钗大观园、东街等景区
人气爆棚，共接待游客71.3万人次，比2019
年增长17.6%；两江新区重庆欢乐谷推出了
犀角音乐节、原创儿童剧《超级飞侠 海洋
G指令》等活动，两江国际影视城举行了传
统民俗杂耍文化季等，游客接待量远超往年
同期。

都市旅游火爆异常。洪崖洞民俗风貌
区接待游客40.9万人次；磁器口古镇景区接
待游客27.7万人次；重庆动物园接待游客
17.3万人次；长江索道景区接待游客10.4万
人次。

红色旅游备受喜欢。纳入统计的21个
红色旅游景区共接待游客52.1万人次，其中
歌乐山革命纪念馆接待游客11.9万人次、潼
南杨闇公旧居及烈士陵园接待游客8.2万人
次、酉阳南腰界革命根据地景区接待游客
4.5万人次。

值得一提的是，五一假期，虽然全市文
旅行业迎来庞大的客流高峰，但我市针对旅
游重点区县、重要景区景点，强化防控措施，
压实责任，严格落实景区管理“限量、预约、
错峰”要求，全市文化和旅游市场秩序总体
平稳。

西部（重庆）科学城
立足“科学之城、创新高
地”的发展目标，提速推
进交通基础设施建设，加
快建设互联互通的品质
之城、示范之城。目前，
华岩隧道西延伸段、含谷
立交等项目完工，科学大
道二期等16个交通项目
开工建设，金凤隧道等
44 个项目加快推进，新
森大道等46个项目正加
紧开展前期研究。2035
年规划期末建成后，路网
密度将达 10至 12 公里/
平方公里，高于国内同等
大中城市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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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 黄光红）“五一”假期，
重庆消费市场促销活动多，进一步释放了消
费潜力。市商务委5月5日发布消息称，“五
一”期间，全市主要商圈和重点监测商贸企
业实现零售额 124.75 亿元，同比增长
26.8%。

“五一”节前夕，2021全国消费促进月
“爱尚重庆”渝悦赏新季主题消费促进活动
开启。节日期间，各区县、主城各大商圈、
各大商贸企业以本次活动为契机，因地制宜
开展内容丰富、形式多样的联动促销活动，
促进消费稳步增长。其中，渝中区重点监测
商贸企业节日期间零售额同比增长38%；
荣昌区节日期间零售额同比增长24%；江

北区观音桥商圈各大商贸企业节日期间实
现销售额逾2.53亿元，同比增长21.8%；九
龙坡区杨家坪商圈节日期间零售额同比增
长61%。

节日期间，全市各大商贸企业结合“五
一”处于春夏之交的有利时机，主打“换季消
费牌”，进一步拉动了消费。监测数据显示，

“五一”期间，全市重点监测汽车企业实现销

售额8亿元，同比增长18%。
得益于疫情防控持续向好及疫苗接种

基数不断扩大，节日期间，以体验式、个性化
为主的休闲消费需求进一步集中释放，成为
节日消费的亮点，带动休闲经济较快复苏。
景区景点游客多，农家乐生意也很火。监测
数据显示，节日期间，全市各区县重点监测
农家乐营业额同比增长57%。其中，涪陵

区、石柱县、黔江区农家乐营业额同比分别
增长96%、93%、78%。

餐饮消费市场同样表现不俗。“五一”期
间，各大餐饮企业抓住节日商机，纷纷推出
各种亲民活动，满足市民的大众、特色餐饮
消费需求，进一步激活了餐饮消费市场。据
监测，节日期间，全市重点住宿餐饮企业营
业额同比增长187%。

重庆主要商圈和重点监测商贸企业

“五一”揽金逾 124 亿元

图①：5 月 4 日晚，重庆铜
梁奇彩梦园景区，游客观看铜
梁龙舞表演。
通讯员 郭洪 摄/视觉重庆

图③：5 月 5 日，重庆光环
购物公园西西弗书店，不少市
民带着小孩看书、购书。
首席记者 龙帆 摄/视觉重庆

图②：5 月 5 日，游客在重
庆中国三峡博物馆参观“神秘
的巴国”展览。
记者 赵迎昭 摄/视觉重庆

①①

②② ③③

本报今起推出系列报道

走进国家重点实验室

“五一”期间文旅行业强劲复苏

重庆A级景区接待游客超千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