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生产稳中向好，畜牧业生产总体良好
●夏粮产量121.1万吨，同比增长1.2%
●生猪出栏1253.4万头，同比增长35%

生产总体平稳，新兴动能增长加快
●全市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4.2%
●1—8月，规上工业企业实现利润总额1078.85亿元，同比增长53.4%

稳步恢复，现代服务业增势较好
●1—8月，规上服务业企业实现营业收入3233.64亿元，同比增长25%

持续复苏，新型消费快速发展
●实现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10302.06亿元，同比增长23.7%

总体稳定，商品房销售保持平稳
●商品房施工面积2.61亿平方米，同比增长1%
●商品房销售面积4763.7万平方米，同比增长10.3%
●商品住宅销售面积3904.02万平方米，同比增长16.3%

价格回落，猪肉价格止涨转跌
●居民消费价格指数与去年同期持平

●衣着、居住、生活用品及服务、交通和通信、教育文化和娱乐价格分别上涨

1.9%、0.1%、0.6%、4.2%、1.5%
●食品烟酒、医疗保健、其他用品和服务类价格分别下降2.6%、0.2%、3.3%

稳步回升，高技术制造业投资增长快
●固定资产投资同比增长8.4%
●基础设施投资同比增长11.8%
●工业投资增长12.3%

重庆新闻 11CHONGQING DAILY

2021年 10月21日 星期四
编辑 马京川 美编 乔宇

本报讯 （首席记者 杨骏）10月20日，商务部举行国
际消费中心城市培育建设工作新闻发布会。作为全国首批
国际消费中心城市试点城市，重庆参加了本次发布会。重庆
市相关负责人在现场表示，将以实施“十大工程”和打造“五
大名城”为重点，加快培育国际消费中心城市。

重庆本次发布的“十大工程”，与2019年出台的建设国际
消费中心城市“十大工程”相比，能级有显著提升，主要以国
际、消费、中心、环境四个关键词展开，旨在推动重庆打造国
际购物、美食、会展、旅游、文化“五大名城”。

商旅文体消费新融合是建设国际消费中心城市的关键
环节。为此，重庆在发布会上明确提出要建设“中央商务区”

“寸滩国际新城”国际消费“两大极核”，以及众多国际消费标
志性商圈和国际消费特色名街名镇名区。

此外，重庆在发布会上还提出，将着力培育塑造“不夜重
庆”“山水旅游”“美食之都”“生态康养”“户外运动”“文化消
费”六大特色服务品牌。

实施“十大工程”
打造“五大名城”

重庆加快培育国际消费中心城市

统筹实施国际消费资源聚集、渝货精品培
育壮大、特色服务品牌塑造工程，打造优质市

场主体集聚地、国际知名品牌优选地、全球优质服
务引领地，推动“重庆产品”“重庆名品”走向世界，
培育夜景、山水、美食、康养、时尚等特色消费品牌，
促进国际国内两个市场开放共享，提升国际国内两
种资源配置能效。

升级消费载体，创新消费模式，拓展消费空间，

统筹实施国际消费载体提质、数字消费融合
创新、国际展会赛事提能工程，加快建设国际消

费重要承载区，加快培育数字消费“住业游乐购”全
场景，全面提升城市消费活力、引领国际消费时尚。

实施国际通道能级提升、国际国内交流
合作工程，发挥通道优势，用好开放平台，深化区

域合作，提升全球消费品中转集疏和国际游客汇集
通达水平，创新共建共享培育模式，扎实推进成渝
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共建富有巴蜀特色的国际消
费目的地。

实施国际消费环境优化、消费促进机制
强化工程，不断完善国际消费配套设施，健全消费

服务标准和规范，探索构建国际消费促进制度体
系，研究出台针对性支撑政策。

“十大工程”关键词

第二产业同比增长9.7%，两年平均增长6.8%

本报讯 （记者 夏元）10月20日，市
统计局、国家统计局重庆调查总队联合发
布今年前三季度全市经济运行情况，期间
我市实现地区生产总值19951.89亿元，同
比增长9.9%，两年平均增长6.2%。

市统计局新闻发言人表示，今年以来，
我市通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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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着力推
动高质量发展，持续巩固拓展疫情防控和
经济社会发展成果，全市经济运行质量效
益稳步提升，发展韧性持续显现，高质量发
展势头良好。

分产业看，前三季度全市第一产业实
现增加值1332.42亿元，同比增长8.3%，两
年平均增长6.1%；第二产业实现增加值
7888.34亿元，同比增长9.7%，两年平均增
长6.8%；第三产业实现增加值10731.13亿
元，同比增长10.3%，两年平均增长5.7%。

该发言人表示，总体来看，前三季度全

市经济延续了年初以来稳定恢复的发展态
势，发展韧性持续显现。但同时也要看到，
当前全球疫情反复、大宗商品市场价格高
涨，外部不稳定不确定因素较多，国内经济
恢复不均衡，保产业链供应链稳定困难较
大，巩固稳定恢复发展仍需努力。接下来，
全市上下要继续围绕全年目标任务，坚持
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确保“十四五”开好
局、起好步。

又讯 （首席记者 杨骏）10月20日，
重庆日报记者从重庆海关获悉，今年前三
季度，重庆外贸进出口总值5770.3亿元，同

比增长27%。前三季度进出口总值已接近
去年全年总值九成。

具体来看，今年前三季度，重庆外贸出
口3656.2亿元，增长27.7%；进口2114.1亿
元，增长25.7%。重庆海关相关负责人介
绍，今年前三季度重庆外贸进出口主要有
五个特点：一是特殊监管区域进出口保持
稳步增长，二是对东盟、欧盟、美国实现两
位数增长，三是民营企业、国有企业对外贸
引领作用增强，四是电子信息产品对出口
支撑作用明显，五是消费品进口值居中西
部第一。

重庆前三季度经济延续稳定恢复发展态势
地区生产总值19951.89亿元，同比增长9.9%，质量效益稳步提升，发展韧性持续显现

前三季度
全市经济运行情况

□本报记者 夏元

今年前三季度，重庆经济社会发展有
哪些亮点？10月20日，市统计局党组成员
杨弘毅、国家统计局重庆调查总队副总队
长李涛明，在重庆市政府新闻发布会上就
部分热点问题进行了解读。

杨弘毅表示，前三季度，全市经济社
会发展呈现出生产供给稳定恢复、需求持
续复苏、新动能活力不断释放、质量效益
稳步提高、民生保障持续改善等亮点。总
体来看，前三季度全市经济延续了年初以
来稳定恢复的发展态势，主要宏观指标处
于合理区间，经济运行“稳”的基础不断夯
实，“进”的因素持续累积，发展韧性持续
显现。

“经济新动能不断释放，是前三季度全
市经济运行的突出亮点。”杨弘毅说，今年
以来，重庆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
念，融入新发展格局，全市经济发展活力进
一步增强，呈现出新兴制造业快速发展、现
代服务业发展活跃、高技术制造业投资增
势强劲、新型消费蓬勃发展等特点。

保障市场供应充足和市场物价稳定，
是各级党委政府和广大市民密切关注的民
生问题。今年前三季度，重庆的“米袋子”

“菜篮子”“果盘子”生产和供应充足有序。
李涛明对此表示，重庆深化供给侧结

构性改革，统筹推进疫情防控和经济高质
量发展，保障了市场供应总体充足，推动消
费潜力持续释放，特别是在粮食生产、蔬菜
水果种植和生活资料加工方面，有力保障
了民生领域生活资料供应。

“保供应是稳物价的前提基础，由于生
产保供成效明显，确保了市场物价平稳。”
李涛明说，前三季度重庆居民消费价格总

水平与去年同期持平，从8个大类商品和
服务价格来看，食品价格同比下降5%，创
下近21年来的新低。特别是进入7月以
来，受去年同期高基数和猪肉价格回落影
响，食品价格持续下降，带动CPI由涨转
跌，截至9月全市CPI下降0.2个百分点。

接下来，随着秋粮丰收上市、政策性粮
食持续投放，各级政府将加大宏观调控，加
强市场预测预判，确保有效供应充足和物
价平稳运行。

市统计部门负责人解读前三季度经济社会运行情况

经济新动能不断释放 市场供应充足物价平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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突出“山、水、桥、城”四大元素，丰富夜间生活业
态，打造兼具烟火气、巴渝风和时尚潮、国际范的全
球夜间消费高地。

打造“大都市、大三峡、大武陵”旅游名片，增强
“重庆旅游”全球影响力和吸引力，建设世界知名旅
游目的地。

推动渝菜文化守正创新，擦亮“中国火锅之都”
品牌，建设现代化创意美食大都市、全球餐饮品牌聚
集地。

依托优质生态资源，打造森林康养、温泉康养、
避暑康养、湖泊康养等特色康养目的地。

注重水上运动、山地户外运动、汽车摩托车运
动、航空运动，创建国家体育旅游示范区，打造户外
运动首选目的地。

挖掘巴渝文化、三峡文化等特色资源，建设辐射
西部的文化产业消费高地。

六大特色服务品牌

秦勇：力保城市“面子”光鲜“里子”整洁劳动筑梦劳动筑梦··榜样同榜样同行行1751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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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重庆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
秦勇，是重庆市江津区远达市政工程有限
公司党支部书记、董事长、总经理。自参
加工作20余年来，他从最基层的环卫管
理岗位干起，始终坚持一步一个脚印，踏
实做人、勤奋做事，尤其是担任公司负责
人以来，勇挑重担、思路清晰、敢闯敢干、
作风果敢，带领全体员工奋战在城市管理
一线，以“镌精湛园林名片，创一流环卫品
牌，铸卓越市政精品”为目标，抢抓机遇，
攻坚克难，公司管护面积不断增加，作业
区域不断拓展，企业规模不断扩大，生产
总值不断提升，经营利润不断增长，企业
实力不断壮大。

狠抓思想作风建设

步入国企二十余载的秦勇，一以贯
之地坚持党的领导，增强“四个意识”，
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作
为党支部书记的他，注重党员及职工政
治思想教育，保持企业政治稳定、职工
思想稳定，公司内部政治生态良好。

作为从事城市环境卫生、园林绿化
及市政设施管护维护的国有企业负责

人，秦勇面对日趋激烈的市场竞争，敢
于直面危机。

针对环卫作业门槛低，环卫保洁企
业鱼龙混杂的情况，他及时转变工作思
路，力求在质量上求胜，在“精细”上做
文章，加大机械设备投入，完善环卫工
作机制，注重城市细节管护，确保城市

“面子”光鲜、“里子”整洁，实现了城市
“清扫”到“清洗”的飞跃。

在园林绿化管护上，他坚持从“粗
放型”管护到“精细化”打造的理念，在
修枝整形上做文章，尤其是在行道树、
列植树、孤植树上精雕细琢，“一树一
景”、“一街一景”的构想已展现效果，管
护水平得到市级专家高度评价。

在市政设施维护上，他带领大家从
道路养护到管网疏浚，从设施排危到桥
梁维护，坚持认真排查保养，确保设施
完好、功能正常，为城市安全运行提供
保障。

认真履行国企责任

在抓好企业经营管理的同时，秦勇
积极为党和政府排忧解难，认真履行国

有企业社会责任。在江津区创建国家卫
生城市工作中，他带领公司员工，顾全大
局，根据全区工作部署，不但做好责任区
内各项工作，还承担了其他区域攻坚任
务，凭借“白+黑”“5+2”的工作干劲，啃
下了一个个硬骨头，为江津区成功创建
国家卫生区做出了积极贡献。

在2019年江津区“蓝天行动”工作
中，秦勇合理调配抑尘车、水车作业，调
整作业时间及作业频次，实现优良天数
311天，超额完成年初江津区政府制定
的工作任务。

在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中，在提前
储备防疫物资确保工人安全的前提下，抽

调身体健壮的环卫工人组成“消杀”小组，
每天对居民楼院进行消毒，调动洒水车、清
洗车开展城市道路消杀工作。

2020年8月19日长江洪峰过境江
津，秦勇带领由300多名员工、30多辆
作业车辆组成的防汛救灾小组于20日
早上5:00守候在滨江路，采取“水退我
进”的方式，于当天22:00全线恢复了滨
江路交通。此外，还积极支援白沙、李
市、永兴、西湖等各镇街防汛救灾工作，
以最高的效率、最短的时间恢复当地群
众正常生活。

2020年，江津区供水管网改造，秦
勇主动调配水车送水进小区，为解决群
众生活用水问题。

倾力付出赞誉良多

秦勇从小家庭贫寒，父母都是地道
的农民，他深知生活的不易，特别能理解
最基层老百姓的需要，也满怀感恩的心带
领企业积极回报社会献爱心。

在他的积极呼吁奔走下，江津福彩
连续7年为上大学的环卫工人子女进行
助学捐赠，截至2020年达108人次。同

时，他连续两年参加“冬日暖阳”活动，为
贫困山区留守儿童实现梦想。他坚持在
每年的传统节日开展困难环卫工人及社
区困难群众慰问活动，让他们感受到社会
的温暖。

自担任远达公司负责人以来，秦勇
创新思路、大胆探索，在不到4年的时间
里，企业员工由337人增至902人，作业
面积从815万平方米增至1800万平方
米，营业收入从3638万元增至10244万
元。企业形象及实力得到较大提升。公
司管护的滨江路荣获“中国人居环境范例
奖”“重庆园林市街”“重庆市最美街道”称
号，黄桷故道评为“重庆市最美步道”；公
司实施的“几江、鼎山城区主干道修复项
目”获得“重庆市市政工程金杯奖”；公司
先后荣获中国环境卫生协会“创新争优先
进单位”“重庆市五一劳动奖状”“重庆市
优秀卫生单位”“重庆市巾帼文明示范岗”

“重庆市十佳环卫作业企业”“重庆市园林
管护优秀企业”“江津区先进基层党组织”
等荣誉称号。

潘锋
图片由江津区远达市政工程有限公司提供

秦勇秦勇（（中中））在市政维修现场检查在市政维修现场检查

以下采矿许可证已经注销，特此公告。

采矿许可证注销公告

重庆市綦江区规划和自然资源局
2021年10月21日

序号

1

矿山名称

重庆蔓延运输有
限公司永城镇石
英砂采矿点

采矿许可证证号

C5002222011117120119983

注销时间

2021年
10月13日

采销〔2021〕（綦江）0001号

稳步增长，城乡收入比进一步缩小
●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26133元，同比增长11%

总体情况

●
●

●

第一产业同比增长8.3%，两年平均增长6.1%

八方面成绩单

数据来源：市统计局
国家统计局重庆调查总队

数据整理：记者夏元
制图/乔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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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产业第三产业
增加值增加值

1073110731..1313亿元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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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产业同比增长10.3%，两年平均

增长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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