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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重庆 7 月 18 日电 （记者 黄兴）记者从重庆
市人社局获悉，今年以来重庆保持就业扶贫原有政策、资
金支持，帮扶力量稳定，上半年共帮扶76.5万脱贫人口就
业。

重庆市人社局相关负责人介绍，重庆建立稳岗就业考核
机制，让脱贫人口“出得去、稳得住、有收入、领补贴”。为精
准帮扶脱贫人口就业，重庆人社部门会同相关部门建立了专
项信息系统，全面掌握16周岁以上脱贫人口的就业状况与

需求，针对有就业能力、就业意愿的脱贫人口开展“点对点、
一对一”就业帮扶。

在帮扶路径上，主要为引导脱贫人口外出务工和就近
就地就业。具体来看，今年上半年，重庆人社等部门通过
发放留岗红包、组织“点对点”有组织输送、公益性岗位托
底安置、鲁渝劳务协作等，力促脱贫人口就业。重庆还明
确各区县脱贫人口公益性岗位规模总量不减，定期足额发
放岗位补贴。

上半年重庆累计帮扶76.5万脱贫人口就业
通过发放留岗红包、公益性岗位托底安置等，

开展“点对点、一对一”精准就业帮扶

本报讯 （记者 陈维灯 通讯员
邬姜）“真没想到，一天时间‘一书两证’就
拿到手了！”7月12日，重庆铝开投集团副
总经理向欣告诉重庆日报记者，此前办理
申领《国有建设用地交地确认书》《交地备
忘录》《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等相关业务，
按流程至少要半个月，“现在真的提速了”。

向欣说，这次企业一次性缴清土地价
款后，在九龙坡区政务服务中心规划自然
资源窗口填了一张表、提交了3项资料，

当天便拿到了该地块的
“一书两证”。

向欣感受到变化的
背后，是九龙坡区多部
门对行政审批和服务进
行“瘦身健体”，联动开
展“一测多用”“一单受

理”“一个流程”“一次跑动”“一日办结”等
交地即交证“五个一”审批服务创新，为减
轻企业负担，持续优化营商环境。“五个
一”审批服务具体内容包括：

一是“一测多用”省钱。供地主体在
进行勘测定界同时，提前开展权属调查，
一次性形成土地勘测定界、不动产权籍调
查初步成果，并按需求分阶段提供测绘报
告；区规划自然资源局依据该成果，直接
进行土地核验和权属核查，土地使用权人
可不再另行委托测绘，无需支付测绘相关
费用。经测算，每100亩土地可为企业节
省费用近1.3万元。

二是“一单受理”省心。此前，企业需
向区规划自然资源局、区不动产登记中心
及区行政服务中心3部门提交多达39份
的申请资料； （下转4版）

“五个一”审批服务提速“一书两证”一天到手
九龙坡区探索审批服务创新，优化营商环境，为企业减负

本报讯 （记者 申晓佳）7 月 18
日，重庆日报记者从市规划自然资源局获
悉，全市已开始全面推广使用电子版不动
产权属证书（证明）。今后，群众在办理各
类社会事务时，可直接使用或下载打印电
子版不动产权属证书（证明）作为申报材
料，而无需携带纸质原件。

市规划自然资源局相关负责人介绍，
此举旨在进一步深化“互联网+不动产登
记”改革，方便群众办事。电子版不动产权
属证书（证明）是指权利人申请办理不动产
登记后，不动产登记系统生成的数字证书
（证明）。其记载的事项与纸质版不动产权属
证书（证明）内容一致，具有同等法律效力。

电子版不动产权属证书（证明）如何
获取和验真？记者获悉，不动产权利人登
录“渝快办”App，在“推荐服务”一栏中

点击“不动产综合服务”，再在新页面中点
击“我的电子证照”，即可查看和下载电子
版不动产权属证书（证明）。使用电子版
不动产权属证书（证明）办理社会事务时，
扫描电子版证书证明上的二维码，即可实
时查看电子证书是否有效。

目前，并非所有不动产权属证书（证明）
都有电子版。在重庆，从2020年8月1日起
办理了不动产登记并缴纳了税、费的，不动
产登记系统已经生成电子版不动产权属证
书（证明）。而在2020
年8月1日前办理不动
产登记的，将陆续完成
电子版不动产权属证书
（证明）的生成工作，届时
权利人可申领电子版不
动产权属证书（证明）。

重庆全面推广电子版不动产权属证书（证明）
群众办理各类社会事务时，无需携带纸质原件

□《瞭望》新闻周刊记者 王金涛 李松

“在乡村振兴工作中，搞一个让人参
观的盆景并不难，难的是因地制宜、全域
推进，这需要定力，更需要找准发力点、突
破口。”重庆铜梁区委书记唐小平对《瞭
望》新闻周刊记者表示。

近年来，作为国家城乡融合发展试验

区之一，重庆铜梁区致力于城乡一体化高
质量发展，推动乡村振兴与工业振兴齐头
并进，城市与农村同归原乡。

多年来没有形成一个像样的集群，找
不到一家像样的企业，一直是铜梁发展的
短板。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桥头堡”的
区位优势，让铜梁迎来了破解工业荒的机
遇，全力争取重庆市委、市政府支持，铜梁

被确立为小米生态链企业承接地，建成了
智能制造产业园“小米公社”。

原乡，在铜梁越来越成为一个耳熟能
详、炙手可热的概念。何为原乡？唐小平这
样解释：在推动高质量发展中，践行生态优
先理念，把绿水青山与金山银山、道法自然与
以人为本统筹起来，对自然保持最大敬畏之
心，以最少投入、做最小改动、收到最好效果，

让铜梁的城市和乡村变成人们喜欢的样子。
近日，记者走进铜梁区，探寻原乡理

念下铜梁城乡融合的路径。

回归原乡：山头不推稻田不填
淮远河是铜梁人的母亲河，但这条河流

曾经污染严重，河岸杂草丛生、垃圾成堆，成
了铜梁人的“伤心河”。从2019年开始，铜
梁下决心还欠账、补短板，推进淮远河污染
治理，建成地下管网20余公里，全面实现雨
污分流，关闭沿河两岸禁养区畜禽养殖
场。在此基础上建设生态驳岸10公里、滨
水健身步道21公里，种植本土植物1000
余种，打造城市绿地约60万平方米、生态
湿地约35万平方米，建成面积达3000亩
的原乡中央公园。如今，淮远河由过去的
劣Ⅴ类水质到现在常年保持Ⅲ类以上水
质，重现了清水绿岸、鱼翔浅底的原乡美景。

儿童不出城，便知稼穑事。2019年
铜梁利用城区长期堆放垃圾的边角闲置
地建成了望山公园、见水公园。如今，这
里不仅种有成片的果树、美丽的花田，而
且在蜿蜒的小溪边修建了茅亭、安上了水
车，种上了绿油油的玉米和水稻。城里的
孩子无需下乡，就可以耳濡目染地感受农
耕文化。 （下转5版）

重庆铜梁的原乡探索

本报讯 （记者 罗静雯）近日，市委
副书记、市长唐良智主持召开市政府第十
二次全体会议，分析研判上半年经济形
势，总结盘点市委工作部署和市政府工作
报告完成情况，部署推动下一阶段经济工
作。他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
记“七一”重要讲话精神和视察重庆重要
讲话精神，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
念，按照市委、市政府工作安排，紧盯目标
扎实干，全力奋战下半年，努力在新的赶

考之路上书写重庆高质量发展新答卷。
市领导王赋、陆克华、胡明朗、熊雪、

郑向东、蔡允革、陈金山、屈谦等出席。
会议听取了市发展改革委、市统计

局、市经济信息委、市农业农村委、市商务
委、市住房城乡建委、市科技局和万州区、
黔江区、渝北区、合川区关于上半年经济
运行情况的汇报。

会议指出，今年上半年，在以习近平
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在市委

带领下，全市上下认真落实党中央、国务
院决策部署，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
展理念、融入新发展格局，大力推动成渝
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统筹疫情防控和经
济社会发展，统筹发展和安全，全市地区
生产总值同比增长12.8%，两年平均增长
6.6%，经济运行呈现稳定增长、需求回升、
动力增强、区域协同、质效提升、民生改
善、预期向好等特点。成绩来之不易，这
得益于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

强领导,得益于党中央战略引领和国家政
策支持，得益于全市上下同心协力、辛勤
付出，得益于近年来产业转型升级的成效
显现。

会议强调，抓好下半年经济工作，对
完成全年目标任务具有重要意义。要以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
指导，认真贯彻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
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以建成高
质量发展高品质生活新范例为统领，立足
当前、着眼长远，紧盯问题、靶向施策，高
度重视、扎实推进十个方面工作。一是科
技创新方面，要抓紧建设重大科创平台，
高水平建设西部（重庆）科学城、两江协同
创新区、广阳岛智创生态城，大力引育高
端创新主体，营造“近悦远来”创新生态，
促进创业投资发展，吸引更多创业投资
者，加快建设具有全国影响力的科技创新
中心。 （下转4版）

唐良智在市政府第十二次全体会议上强调

紧盯目标扎实干 全力奋战下半年
在新的赶考之路上书写高质量发展新答卷

■“在乡村振兴工作中，搞一
个让人参观的盆景并不难，难的是
因地制宜、全域推进，这需要定力，
更需要找准发力点、突破口。”

■以股份制和科技为特征的
新型农村集体经济高效发展，拉紧
了农村产业链条，让集体经济重新
归位，成为真正的实体经济

■“原乡究竟有没有魅力？如
果制造业还是那些小打小闹的小
加工、小配件企业，就没有魅力！
这需要改变招商方式，由单个‘摘
茄子’变成‘挖红薯’，一挖一窝。” 铜梁原乡中央公园。 （铜梁区委宣传部提供）

7月18日，重庆汉海海洋公园，众多市
民在泳池中享受清凉。

市气象台18日发布天气预报，19日白
天到夜间，我市大部地区阵雨，雨量小雨到
中雨，局地大雨，气温20～33℃，中心城区
阵雨，气温25～32℃；20日白天到夜间，中
东部地区阵雨，其余地区多云转阵雨，气温
20～35℃，中心城区多云转阵雨，气温
25～33℃。

记者 郑宇 摄/视觉重庆

炎炎夏日享清凉
今明两天重庆大部

地区有阵雨

□钟华论

“一百年前，中国共产党的先驱们创建
了中国共产党，形成了坚持真理、坚守理
想，践行初心、担当使命，不怕牺牲、英勇斗
争，对党忠诚、不负人民的伟大建党精神，
这是中国共产党的精神之源。”

2021年7月1日，北京天安门广场。在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习近
平总书记鲜明提出伟大建党精神，在9500
多万名党员、14亿多中国人民心中激荡起
继往开来、砥砺奋进的磅礴力量。

32 个字，浓缩百年奋斗，揭示历史真
谛。这是一个伟大马克思主义政党的精神
史诗，这是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人以史为鉴、
开创未来的豪迈宣言。

（一）
中国共产党迎来百年华诞，世界的目

光再次聚焦中国。中国共产党与世界政
党领导人峰会在“云端”举行之际，160 多
个国家的500多个政党和政治组织的领导
人、逾万名政党和各界代表与会。盛况的
背后，是许多人心头普遍萦绕的问题：中
国共产党为什么能？

树高千丈必有根，江流万里总有源。
读懂中国共产党，必须读懂中国共产党的
精神；读懂中国共产党的精神，必须读懂中
国共产党的精神之源。

习近平总书记对伟大建党精神进行的
提炼总结和深刻阐发，阐释了中国共产党
的精神源头和起点，揭示了伟大建党精神
的历史意义和时代价值，集中体现了对党
的历史、党的传统、党的精神的深刻论述。

伟大建党精神的提出，既有深刻的历
史基础，又有鲜明的时代特征，标志着我们
党对自身历史的认识和总结达到了一个新
高度，对自身性质和宗旨的理解和把握达
到了一个新高度，对自身精神谱系的领悟
和阐释达到了一个新高度。这是一次重大
理论创新，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思想的丰富和完善，对推动党和人民
事业蓬勃发展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意义。

恩格斯指出，一个知道自己的目的，也
知道怎样达到这个目的的政党，一个真正
想达到这个目的并且具有达到这个目的所
必不可缺的顽强精神的政党——这样的政
党将是不可战胜的。

胜负之征，精神先见。伟大建党精神，
高度概括了中国共产党百年奋斗的历史逻
辑、理论逻辑和实践逻辑，为人们深刻理解

“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提供了一把“金钥
匙”，蕴含着百年大党依然风华正茂的精神
密码。

（二）
星星之火，可以燎原。
在中共一大纪念馆，高3米、宽7米的巨

幅油画《星火》吸引不少参观者驻足。画面
上，各地共产党早期组织的50余名成员昂
首挺胸，意气风发向前行进。理想信念之
火一经点燃，就永远不会熄灭……

“人生最高之理想，在求达于真理。”翻
开党史，党的先驱们书写了一个个坚持真
理、坚守理想的感人故事。为了心中的主
义和信仰，他们矢志不渝、前赴后继，生死
考验不能改其志，功名利禄不能动其心，千
难万险不能阻其行。“石可破也，而不可夺

坚；丹可磨也，而不可夺赤。”中国共产党人的理想信念坚如磐石，中
国共产党人的拼搏奋斗百折不挠。

思想上的觉醒是真正的觉醒，精神上的升华是真正的升华。近代
以来，在反复比较中，在艰辛探索中，在实践检验中，中国的先进分子越
来越真切地意识到，“诸路皆走不通了”，只有马克思主义才能救中国。
正是基于对马克思主义科学性和真理性的深刻认识，中国共产党人认
定“马克思的学说真是拯救中国的导星”，坚信“我们信仰的主义，乃是
宇宙的真理”。 （下转4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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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推出“看石柱怎么干”

《重庆日报新闻会客厅 》系列访谈

推动高质量发展

创造高品质生活

扫码观看完整视频

西部（重庆）科学城
科学元素加速汇聚 创新动能持续释放

——手绘科学城之科技创新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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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70后检察官遇上“70后”检察官

心中装着人民 做好案件“把关人”

和睦路社区里的睦邻亲情——

周千会赡养百岁孤老15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