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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1月3日电 2022年1月3日，国家主席习近
平分别同哈萨克斯坦首任总统纳扎尔巴耶夫、总统托卡耶夫
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30周年。

习近平在致纳扎尔巴耶夫的贺电中指出，建交30年来，
中哈关系与时俱进，开拓创新，始终保持蓬勃发展势头，成为
邻国间睦邻友好、互利共赢的典范。纳扎尔巴耶夫首任总统
坚定奉行对华友好政策，为推动两国关系发展、深化共建“一
带一路”合作作出卓越贡献，我对此高度评价。

习近平强调，纳扎尔巴耶夫首任总统是我的老朋友，我珍
视同纳扎尔巴耶夫首任总统建立的良好工作关系和深厚个人

友谊。我高度重视中哈关系发展，愿同纳扎尔巴耶夫首任总
统一道努力，推动中哈永久全面战略伙伴关系行稳致远，造福
两国和两国人民。

习近平在致托卡耶夫的贺电中指出，中哈互为友好邻邦
和永久全面战略伙伴。建交30年来，两国关系始终保持高水
平运行，政治互信不断深化，各层级交流日益密切，共建“一带
一路”合作成果丰硕，给两国人民带来实实在在的好处。

习近平强调，中方将一如既往支持哈萨克斯坦走符合本
国国情的发展道路。

（下转4版）

习近平分别同哈萨克斯坦首任总统纳扎尔巴耶夫、
总统托卡耶夫就中哈建交 30 周年互致贺电

□新华社记者

文化如水，浸润无声，连接着一个民族
的过去、现在和未来。

穿越历史的烟云，一个真理昭示天
下——

一个民族的复兴需要强大的物质力量，
也需要强大的精神力量。没有高度的文化
自信，没有文化的繁荣兴盛，就没有中华民
族伟大复兴。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以高瞻
远瞩的战略眼光、清醒勇毅的历史自觉、深
沉坚定的文化自信，融汇古今、联通中外，在
波澜壮阔的伟大实践中唤醒激活、弘扬光大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使之焕发出勃勃生机活
力。

五千年文脉绵延不绝，一百载奋斗生生
不息。气势磅礴的复兴气象，积淀起前所未
有的自信自强，化作中华儿女内心更深沉、
更持久的力量，照亮古老民族奋勇前进的伟
大征程！

以史鉴今资政治国

2021年7月1日，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周年大会，习近平总书记发表重要讲
话。100面红旗迎风飘扬，100响礼炮声震
寰宇，100步正步震撼人心，“请党放心、强
国有我”的誓言久久回荡……

礼序乾坤、乐和天地。承自古老礼乐文
化的庆典，仿佛一种隐喻——只有涵养过辉
煌灿烂的文明，一个民族才能砥砺复兴的壮
志；只有身处于风雷激荡的时代，一种文明
才能焕发生命的光彩。

2021年岁末年终，北京京西宾馆，中央
经济工作会议举国关注。

习近平总书记在会上深刻指出，“坚持
正确政绩观，敬畏历史、敬畏文化、敬畏生
态，慎重决策、慎重用权”。

一个定调新一年中国经济发展航向的
重要会议，习近平总书记以3个“敬畏”告诫
与会同志，对历史与文化的重视发人深省。

“打铁必须自身硬”！
党的十八大以来，一场力度、广度、深度

空前的反腐败斗争在神州大地纵横涤荡。
全面从严治党，成为新时代中国共产党治国
理政的鲜明特征。

巡视，便是其中浓墨重彩的一环。
“中央巡视组是中央直接派的，要当好

‘钦差大臣’，善于发现问题，发挥震慑力”；
“中央给了巡视组尚方宝剑，是‘钦差大

臣’，是‘八府巡按’，就要尽职履责”；
“‘不能动摇山岳，震慑州县，为不任

职’。巡视就是要形成震慑。”
习近平总书记深邃的思考、形象的阐

释，闪现着中华民族历史文化的鲜明逻辑，
为巡视工作赋予全新的时代内涵。

“凡将立国，制度不可不察也。”千百年
前，记载商鞅变法理论的《商君书》留下箴
言。

今天，秉持“制度优势是一个国家的最
大优势”，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在党的历史
上首次系统描绘和部署中国之治“制度图

谱”，筑牢中国长治久安的制度根基。
“以战止战、以武止戈”。习近平总书

记提出“能战方能止战，准备打才可能不必
打，越不能打越可能挨打”这一战争与和平
的辩证法，以改革强军战略，引领新中国成
立以来最为广泛、最为深刻的国防和军队
改革。

2013年11月，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
此时，中国处于民族复兴的关键时期，

世界处于百年变局演变的重要阶段。深化
改革的路怎么走？

问题与挑战，清晰而紧迫。
古人云：“不谋万世者，不足谋一时；不

谋全局者，不足谋一域。”
“全面深化改革是关系党和国家事业发

展全局的重大战略部署，不是某个领域某个
方面的单项改革。”习近平总书记就《中共中
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
向全会作说明，将古老智慧诠释出新的时代
内涵。

（下转4版）

贯通中华文脉 照亮复兴之路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激活中华文化的历史性贡献述评

据新华社北京1月3日电 为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
记重要讲话精神，保护好长江文物和文化遗产，大力传承弘扬
长江文化，推动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国家
文化公园建设工作领导小组近日印发通知，部署启动长江国
家文化公园建设，要求各相关部门和地区结合实际抓好贯彻
落实。

建设国家文化公园，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作
出的重大决策部署，是推动新时代文化繁荣发展的重大文化
工程。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国家文化公园建设，作出系列
重要指示批示，部署出台相关重要政策文件，为中国特色国家
文化公园建设指明了目标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在党中央
的坚强领导下，在国家文化公园建设工作领导小组的统筹指
导下，各地区各方面扎实推进工作，长城、大运河、长征、黄河
国家文化公园建设取得显著成效。一批标志性建设项目相继
实施，一批重点基础工程建设陆续展开，一批重点建设区示范
先行，中央和地方投入力度不断加大，沿线文物和文化资源家
底不断夯实，保护状况持续改善，展览展示水平极大提升。

长江在中华文明的起源发展中发挥了极为重要的作用，
是中华文明多元一体格局的标志性象征，很大程度上丰富了
中华文明的文化多样性。据了解，长江国家文化公园的建设
范围综合考虑长江干流区域和长江经济带区域，涉及上海、江
苏、浙江、安徽、江西、湖北、湖南、重庆、四川、贵州、云南、西
藏、青海13个省区市。下一步，国家文化公园建设工作领导
小组将继续加强统筹协调，中央有关部门牵头建立工作机制，
制定建设实施方案和建设保护规划，指导相关省份编制分省
份规划，精心组织、协同推进、有序实施，着力形成布局合理、
特色鲜明、功能衔接、开放共享的建设格局，确保长江国家文
化公园建设高质量推进。

长江国家文化公园建设启动
涉及重庆、四川等13个省区市

□本报记者 廖雪梅

刷卡进电梯，十几秒钟就能到家，再也
不用辛苦爬楼。

“如今想上楼就上楼，想下楼就下楼。
太方便了！”1月2日，家住北碚区朝阳街道
新房子社区、60多岁的张天凤对记者感慨
道。

张天凤所在的新房子社区，是个典型的
“老破小”社区，60岁以上老人在住户中超过
一半。因为出行不便，过去，张天凤们轻易
不出门，被称为“悬空老人”。

2020年，新房子社区在北碚区住房城
乡建委的支持下，引导居民加装电梯。老人

爬楼难、爬楼累问题，得以彻底解决。
新房子社区的变化，是我市深入推进

“我为群众办实事”实践活动，以城镇老旧小
区改造提升城市居住品质、提高居民生活质
量的生动注解。市住房城乡建委人士介绍，
我市从 2018 年启动老旧小区改造试点，
2020年全面推广实施，截至目前全市累计
开工改造老旧小区2673个，惠及居民68万
户。

新风貌：
昔日破旧的小区成为游客打卡地

“枣子岚垭片区美，旧貌换颜赛仙境，蝶
变网红打卡地，渝中旧改数先例……”

在渝中区枣子岚垭小区，不少居民都会吟
唱这首打油诗。诗的作者，是这里的居民王庆
华。以前的她，对枣子岚垭小区没有什么好印

象：“下雨天地上污水横流。到了夏天，到处是
蚊虫，家里再闷再热，根本不敢开窗。”

枣子岚垭老旧小区改造项目设计师、重
庆市设计院研创中心副主任余水介绍，枣子
岚垭小区是极具山城特色的老旧小区，它建
在山坡上，上下高差40米，一条空中步道是
当地居民主要的出行通道。小区大部分公
共空间都被用来解决高差问题，公共空间
少、空中步道破旧，居民为此烦恼不已。

2020年11月，枣子岚垭片区老旧小区
改造工程启动。设计师们重点在改善出行
条件、拓展公共空间上作文章，实施了一系
列“微改造”工程——居民楼前原是杂草丛
生的空地，他们在空地的地面上浇筑了红黄
相间的透水沥青混凝土，从视觉上延长了休
闲空间；空地一侧，修了儿童游乐设施；再往
下方的空地，被打理出来修了慈孝文化园；
对空中步道不仅换上了防滑地面材料，还加
装了路灯，居民从空中步道步行一分钟左右
就能到达枣子岚垭正街……

枣子岚垭小区改造后变得漂亮了，也更
好耍了。“我们这里现在成了知名的旅游打
卡地。上个月碰到几个外地人，我当了回临
时导游，带他们在附近转了一圈，大家都竖
起了大拇指。”王庆华笑着说。

从老旧小区改造中受益的不只是枣子
岚垭小区。市住房城乡建委相关负责人介
绍，我市采用“菜单式”调查、一对一入户、院
坝会等形式，摸清群众改造意愿，发动群众
参与老旧小区改造； （下转4版）

万“巷”更新 老旧小区变美居民生活更甜【编者按】
城镇老旧小区改造是重大民生

工程。重庆结合党史学习教育“我为
群众办实事”实践活动，从群众最关
心、最迫切的需求着手，以高质量的
城镇老旧小区改造工作推动群众居
住环境提升。截至目前，全市累计开
工改造老旧小区2673个，惠及居民68
万户，近200万群众从中受益。

随着老旧小区改造项目的推进，
广大市民的生活发生了哪些变化？
本报今起推出“城镇老旧小区改造答
卷”系列报道，关注老旧小区改造给
市民带来的获得感、幸福感。

□本报记者 罗芸

2021年12月24日，通过石柱土家族自治县桥头镇“乡
村振兴积分银行”，十几位积分排名靠前的农户获得免费体检
卡或更低利率贷款。随着更多支持力量的不断加入，目前该
县有1.3万余名农民通过积分账户享受到更多“真金白银”的
实惠。

2018年脱贫攻坚关键时期，石柱推出“乡风文明积分银
行”。该“银行”不存钱，而是鼓励农民以“善举换积分”，将爱
党爱国、爱村爱家，以及乐于助人、整洁环境、文明习惯等行
为，兑换成相应分值，存入以家庭为单位的账户。

“积分相当于钱，能换不少东西！”西沱镇西山村热心公益
的村民张成茂，用30积分换了个不锈钢盆。拥有积分账户的
农民，可以像他一样到村镇“积分超市”，将攒下的积分兑换成
锅碗瓢盆等生活用品。 （下转4版）

石柱升级“积分银行”助力乡村振兴

村民从“站着看”变“努力干”

石柱桥头镇桥头村乡村振兴文明积分兑换大会现场（摄
于2021年12月1日）。 首席记者 龙帆 摄/视觉重庆

2021年12月30日，积雪和云雾掩映着黔江区五福岭风力发电场。
该风电场是黔江区首个风电场项目，位于海拔1500多米的五福岭，为集中式风电场，

总投资6.5亿元，总装机容量为80MW，共安装23台单机风力发电机组，年发电量为1.6亿
度，已于日前并网发电。该项目将为当地构建以新能源为主体的新型电力系统奠定基础。

特约摄影 杨敏/视觉重庆

黔江首个高山风电场
并网发电

城镇老旧小区改造答卷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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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 李珩）2021年12月30日，市医保局有
关负责人对《关于调整城乡居民住院报销比例的通知》进行了
解读。按照《通知》，从2022年1月1日起，我市城乡居民住
院报销比例提高。

“此次调整，旨在在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进一步巩固
住院待遇保障水平。”该负责人表示。

具体来看，居民医保一档参保人员住院政策范围内费用
在基本医保起付标准以上至支付限额以下的部分，由统筹基
金按以下比例支付：一档参保人在三级医疗机构报销比例由
原来的40%提高到50%；在二级医疗机构报销比例由65%提
高到70%。

二档参保人在二级医疗机构报销比例由72%提高到
75%；在三级医疗机构报销比例由50%提高到55%。

未成年人在上述基础上相应提高5个百分点。
参保人员在一个自然年度内发生的符合我市城乡居民大

病保险报销的自付费用首次或累计超过起付标准以上的，由
大病保险按比例支付。

2022年1月1日起

重庆城乡居民住院报销比例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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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
跑出“加速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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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个核武器国家领导人
关于防止核战争与避免
军备竞赛的联合声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