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抓 好 疫 情 防 控

□本报记者 左黎韵

8月6日中午，重庆市江津区双福疫情防
控前线指挥部对双福片区疫情防控措施进行
了调整。除确诊病例所在楼栋等12个疫点
外，从当天12∶00起，双福片区居民和滞留人
员可凭72小时核酸检测阴性报告有序流动，高
速出入口及市政道路交通也陆续恢复正常。

“一路平安！”“注意安全！”下午2点过，
双福北高速路口，车辆绵延不断，执勤警力一
边引导车流，一边叮嘱出城人员。

“回家了！终于能看到老婆孩子了！”一辆
白色小轿车驶向收费站，车主田兴摇下车窗，
难掩内心的激动。7月30日，他从大渡口前往
双福办事，没想到因疫情而滞留下来。这几
天，田兴主动加入当地志愿者服务队，引导居
民进行核酸检测，不少媒体对他的事迹进行了
采访报道。“老婆开玩笑说我成了网红，其实，
我只是想为疫情防控尽一分力。”田兴说。

下午4点过，记者在双福农贸城看到，陆
续有货物进出农贸城。在农贸城蔬菜专区，
老板黎明亮正将一袋袋南瓜扛上运输车。“这
批南瓜要在今天运到主城，明后天要发货到
贵州和四川。”黎明亮忙得满头大汗。

7月30日，黎明亮从垫江拉来5吨蜜本
南瓜，原本两小时就能卖完，不料碰上疫情，
农贸城实行封闭管控，他只得临时取消了不
少订单。8月6日，双福片区疫情防控措施调
整的消息发布后不一会，黎明亮就接到好几
个订购电话，5吨南瓜陆续有了着落。

就在8月6日晚上7点过，确诊病例所在
的李子社区牛津大道小区，一幕感人的画面
正在上演。

“邻居们，请注意佩戴口罩，非必要不出
门、非必须不离开双福。”夜幕时分，物业保安
况城还值守在小区大门口，为进出的居民测
量体温，宣传最新防控措施。

这时，一位80多岁的老大爷拄着拐棍，

蹒跚地走了过来，向他致敬，“保安同志，辛苦
了，我就想过来亲口跟你说声‘谢谢’！”

况城很快认出这是住在3栋的王贤敏。
王贤敏和老伴行动不便，这几天他家订购的
生活物资都是况城帮忙送到家门口的。老人
的致谢让况城有些哽咽。

牛津大道小区是双福片区唯一一个封闭
管控小区，共有150户400余名居民。这几

天，包括况城在内的十余名安保人员轮流值
班，他们头顶烈日宣传政策、疏散人员、配送物
资，共同守住了疫情防控的“第一道关口”。

“守护好小区，就是守护好我自己的家
园。”况城告诉记者，接下来，他还要继续做好
服务，做好保障，为小区居民尽快恢复正常生
活秩序出一分力。

（相关报道见3版）

除确诊病例所在楼栋等12个疫点外

江津双福片区居民生产生活陆续恢复正常

本报讯 （记者 罗静雯）近日，市长唐良
智主持召开市政府第152次常务会议，审议
《重庆市科技创新“十四五”规划》《重庆市应急
管理“十四五”规划》，调度生态环境保护工作。

会议指出，近年来，全市上下深入贯彻落
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科技创新的重要论述，
持续推进以大数据智能化为引领的创新驱动
发展，高标准高水平建设西部（重庆）科学城，
不断完善创新平台体系、集聚创新主体、增强
区域创新活力，加快打造具有全国影响力的
科技创新中心，为引领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
发展提供了重要支撑。

会议强调，抓创新就是抓发展、谋创新就
是谋未来。各级各部门要进一步深化认识，
坚持把科技创新作为高质量发展的主动力，
把建设具有全国影响力的科技创新中心作为
主目标，全力抓好规划落实，力争“十四五”科
技创新发展主要指标达到全国平均水平。要

更加注重推动产业链创新链融合，着力抓好
基础研究、技术创新、场景应用，实施关键核
心技术攻关工程，推动产业基础高级化和产
业链现代化。要更加注重发挥创新平台引领
作用，高定位建设成渝综合性科学中心，加快
建设西部（重庆）科学城和两江协同创新区，
大力发展创新园区，形成一城引领、多园支
撑、点面结合、全域推进的创新格局。要更加
注重培育高水平创新主体，推动企业、高校、
科研院所等创新主体发展壮大，夯实科技自
立自强的基础支撑。要更加注重优化创新生
态，加大科技投入力度，深化科技体制改革，

集聚用好人才资源，加速科技成果转化，最大
限度释放创新创业创造潜能。

会议强调，应急管理是国家治理体系和
治理能力的重要组成部分。“十四五”期间，
要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坚持以防为主、防
抗救相结合，常态减灾与非常态救灾相统
一，深化应急管理行政管理、组织指挥、应急
力量、制度保障体系建设，持续推进应急管
理体系和能力现代化。要着力防风险，全面
排查各行业各领域安全风险，加强预测预警
预防，建立风险隐患全过程动态管理机制，
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要着力补

短板，推进应急救援队伍职业化、装备专业
化、调度精准化、处置规范化。要着力强基
础，加强应急基地建设，完善救援支持、队伍
驻地、训练培训、装备保障等功能，建立健全
应急保障体系，强化应急物资储备，提升专
业救援能力。

会议播放了长江、嘉陵江、乌江流域重庆
段生态环保暗访视频。会议强调，要进一步
提高思想认识，坚持“高”站位、“严”基调、

“实”作风，紧盯时间节点，注重整改质量，确
保各类问题按时整改到位。要举一反三、以
点带面，以问题整改为契机，抓紧补短板、强
弱项，整体提升生态环保水平，持续筑牢长江
上游重要生态屏障，加快建设山清水秀美丽
之地。

会议还研究了新能源汽车推广应用、生
猪保供稳价、土地管理、重点民生实事、城市
安全等工作。

市政府召开第152次常务会议
唐良智主持

□本报记者 杨永芹

“办理货物过关手续约1小时，预计
明天晚上，就能到达云南磨憨口岸。”8月
5日上午10时许，货车司机黄守德驾驶着
满载汽配件的银灰色大货车，缓缓抵达重
庆南彭公路保税物流中心（B保），他和妻
子开始盘算行车计划。

“若不是受疫情影响，现在无需在口
岸换车，可以将车一直开拢货物目的地
——老挝。”站在13米长的挂车车头前，
黄守德略带遗憾地说。

与这个庞然大物货车相比，黄守德显
得更加瘦小。这已经是他换的第三辆爱
车了：从二手农用车，到9.6米长四桥平板
车，再到13米长的全挂车，对黄守德来
说，每一次换车，不仅是新生活的起点，也
见证了中国公路快速发展、重庆由内陆腹
地变身开放前沿的历程。

第一次买二手农用车
在乡村土路拉沙石

黄守德是大足区龙水镇保竹村八组
村民，今年36岁。他自幼喜欢车，以至于
谈起梦想，就是长大后开车闯荡世界。

初中毕业后，黄守德不愿出去打工，
一心想开车。家人拧不过他，就筹了
5000元，买了一辆二手农用车。

黄守德如获至宝，开始了开车生涯。
因为是农用车，不能跑长途，他只能

为镇上的建筑工地运输沙或石子，做点零活。
当时，从石材厂到龙水镇上，往返只有40多公里的车程，

但全是乡村土路，往返一次需要3个小时，一天只能运3次。
“天晴一身灰，下雨一身泥。”黄守德说，乡间的泥巴路，坑

坑洼洼，一遇下雨天，车开起来泥水四溅，他坐在“半敞篷”的
驾驶室里也会被溅得全身是泥。

谈起当时的经历，黄守德称最头痛的是，一下雨，农用车
动力不足，遇到陡坡，车开不上去，需五六个人一起来推。

“短短几百米的陡坡，就要花掉10多分钟甚至半小时时
间。”黄守德回忆道，怕不能按时交货，黄守德经常过家门口而
不入，在工地上将就吃一顿。

现在好了，周边村到镇上都通上了农村公路，重庆中心城
区到老家除了有成渝高速外，还有渝蓉高速，现在开车回家非
常方便。

第二次买四桥平板车
开着运货跑遍了大半个中国

随着重庆新建高速公路的延伸，重庆路网与全国联网，看
到路况越来越好，黄守德决定走出家乡，用赚来的钱，买一
辆货真价实的大货车，把车挂靠在重庆中心城区运输公司
跑长途。

（下转3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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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 匡丽娜 见习记者 张凌漪）8月5日，
中共重庆市委教育工作领导小组秘书组、市教委联合召开全
市教育系统进一步减轻义务教育阶段学生作业负担和校外培
训负担电视电话会议，我市将从7个方面发力，扎实推进“双
减”工作。

近年来，重庆坚持以教育评价改革为牵引，标本兼治、疏导
结合，重拳整治校外培训、违规招生、“公参民”等教育乱象，同
步推进课后服务、“五项管理”等工作，取得了阶段性成效，教育
生态持续净化、优化，为深化“双减”工作打下了坚实基础。

目前，重庆市已把“双减”工作作为重大民生工程列入重
要议事日程，纳入市委教育工作领导小组重点任务，纳入区县
政府履行教育评价督导的一号工程，各区县教育行政部门通
过加强组织领导、成立专门机构、强化工作督导、防范各种风
险、营造工作氛围，推动“双减”工作落实落地落细。

下一步，全市教育系统要准确把握“双减”工作任务要求，
从7个方面发力，系统推进“双减”工作。一是从作业上发力，
减轻学生过重负担；二是从课堂上发力，提高教育教学质量；
三是从机制上发力，深化教育综合改革；四是从疏导上发力，
提升课后服务水平;五是从管理上发力，营造良好教育生态；
六是从协同上发力，凝聚家校共育合力；七是从创建上发力，
强化示范引领带动。

重庆将从七个方面
推进“双减”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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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注东京奥运会

第 金35 第 金36
8月6日，中国队选手马龙（中）、许昕（右）、樊

振东在颁奖仪式上。
当日，在东京奥运会乒乓球男子团体决赛中，

中国队以3比0的总比分战胜德国队，夺得冠军。

8月6日，刘诗颖在比赛中。
当日，在东京奥运会田径女子标枪决赛

中，刘诗颖第一投便锁定中国队奥运史上首
枚标枪金牌。

图为黄守德。 （重庆公运东盟国际物流有限公司供图）

请注意，这些
区县是暴雨及地质
灾害高风险区

扫一扫 就看到

本报讯 （记者 崔曜 申晓佳 首席
记者 龙丹梅）8月6日，重庆日报记者从市
应急局获悉，受西南低涡和切变线共同影响，
预计8月7日夜间到9日夜间，我市将出现暴
雨到大暴雨，局部地区将出现特大暴雨天气
过程。同时，四川境内嘉陵江、渠江、涪江流
域和长江干流宜宾至江津段也将出现暴雨到
大暴雨，贵州北部也有大雨到暴雨。

鉴于即将出现区域性暴雨和过境洪水威
胁，经市防汛抗旱指挥部会商研判，决定于8
月6日19时发布江河洪水、山洪灾害、渍涝
灾害II级预警信息，启动防汛III级应急响
应。8月6日21时，市水利局启动水旱灾害
防御Ⅲ级应急响应，要求各区县水行政主管
部门及有关单位加强防范，守住不发生人员
伤亡的底线。

据气象部门预报，此次暴雨过程将伴有
明显的强对流天气，市民应注意防范雷电、阵
性大风、冰雹及短时强降水。

据介绍，8月7日夜间到9日夜间，我市
中西部及东北部部分地区累计雨量90至
180毫米，其余地区40至90毫米，雷雨时部

分地区伴有阵性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
7日夜间到8日白天，我市长江沿线及以北部
地区大雨到暴雨，局部地区大暴雨，雨量40
至100毫米；8日夜间到9日白天，我市大部
分地区大雨到暴雨，部分地区大暴雨，雨量
40至120毫米。

市防汛抗旱指挥部要求各区县和有关单
位密切关注水雨情变化，提前分析研判、发布
预警、加强巡查值守。如遇险情，坚决关停、封
闭高风险区域，坚决果断疏散转移受威胁区域
人民群众，及时调集应急救援队伍和物资，快
速高效处置灾（险）情，避免群死群伤事件的发
生。同时，须防范嘉陵江、长江和綦江、乌江过

境洪水与本地洪水的叠加，也须防范本市中小
河流洪水、山洪、地质灾害及城乡积涝。

8月6日晚，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市气
象局联合发布全市未来72小时地质灾害气
象风险预警。8月6日20时至8月9日20
时，垫江县、梁平区、开州区、江津区属于风险
很高地区，地质灾害气象风险等级为一级（红
色预警），丰都县、巫溪县、城口县、涪陵区、忠
县、梁平区、綦江区、大足区、荣昌区、合川区、
潼南区、巴南区、云阳县、铜梁区、万州区、长
寿区、永川区、璧山区、南岸区、渝中区、渝北
区、北碚区、江北区、沙坪坝区、大渡口区、九
龙坡区、两江新区属于高风险地区，地质灾害

气象风险等级为二级（橙色预警）。
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提醒，受强降雨影

响，多地发生地质灾害的风险较高，请注意防
范山体滑坡、崩塌、泥石流等地质灾害。

据了解，8月7日立秋之后，我市高温天
气将有所缓解。8月7日夜间至10日白天，
中心城区最高温度不超过33℃。

7日夜间到9日夜间有暴雨到大暴雨

重庆紧急发布江河洪水、山洪灾害、渍涝灾害II级预警
注意防范地质灾害，垫江梁平开州江津红色预警

□新华社记者 安蓓 姜琳 申铖 高敬

暑热未消，立秋将至。又一个禾谷成熟的收获季节即将
到来。

“十四五”开局之年，刚刚走完上半程的中国经济，呈现出
持续稳定恢复、稳中向好的积极态势。面对持续演变的全球
疫情形势、更趋复杂严峻的国内外环境以及艰巨繁重的改革
发展任务，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导下，中国高质
量发展步履坚定，开拓出更加光明的前景。

“稳”的特征更明
东湖科学城正式开建，高端生物医学成像设施、中国船舶

通信与电子信息技术基地等重大科技项目抓紧建设……创新
动力不断外溢，拉动上半年中国（武汉）光谷生产总值迈过千
亿元大关。

遭受去年疫情严重冲击后，中部大省湖北正在稳健复
苏。今年上半年，湖北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51.7%，
增速高于规模以上工业16.8个百分点；湖北经济同比增长
28.5%，两年平均增长1.8%。

窥一域而知全局。
“十四五”开局之年首季，中国经济在去年受疫情冲击的

低基数基础上大幅增长18.3%，二季度虽回落至7.9%的同比
增速，但两年平均增长5.5%，高于一季度5%的两年平均增速
水平。 （下转4版）

高质量发展的光明前景
——当前中国经济形势述评之一

（本栏图片均由新华社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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