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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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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4月28日电 近日，中共中央办公
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创建示范活动管理办法
（试行）》，并发出通知，要求各地区各部门认真遵照
执行。

《创建示范活动管理办法（试行）》全文如下。

创建示范活动管理办法（试行）
（2022年4月20日中共中央批准 2022年4月

20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发布）

第一条 为了规范和加强创建示范活动管理，
深入改进作风，力戒形式主义，切实为基层减负，充
分发挥创建示范引领作用，根据有关规定，制定本
办法。

第二条 创建示范活动管理工作坚持和加强
党的领导，提高政治站位，增强“四个意识”、坚定

“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坚持以人民为中心
的发展思想，围绕中心、服务大局，立足新发展阶
段，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服务和融入
新发展格局，推动高质量发展；坚持统筹管理、合理
设置、严格审批、动态调整、注重实效的原则，严格
按照规定的条件、权限和程序进行。

第三条 本办法所称创建示范活动，是指各地
区各部门为提高政策落实水平，推动高质量发展，
对某项工作设置科学合理的考评指标体系，采取必
要的推动措施，动员组织相关地方或者单位开展创
建，通过评估、验收等方式，对符合标准的对象以通
报、命名、授牌等形式予以认定，总结推广经验做
法，发挥示范引领作用的活动。

年度考核、绩效考核、目标考核、责任制考核，
属于业务性质的资质评定、等级评定、技术考核，技
术示范、改革试点工作，以及以本单位内设机构为
对象开展的创建示范活动，不属于本办法规范的创
建示范活动。

第四条 中央和省级党的机关、人大机关、行
政机关、政协机关、监察机关、审判机关、检察机关
等党政机关和群团机关，市县级党委和政府，经批
准可以开展创建示范活动。市县级其他党政机关
和群团机关以及乡镇（街道）不得开展创建示范活
动。

社会组织可以受中央或者省级业务主管单位、
行业管理部门委托承办或者受邀参与相关行业领
域的创建示范活动。情况特殊的，可以由中央或者
省级业务主管单位、行业管理部门按照程序报批
后，以社会组织的名义开展创建示范活动。

（下转2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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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 戴娟）4月 27
日，市政协主席、璧南河市级河长王炯
率部分住渝全国政协委员和市、区
（县）政协委员前往璧山区，巡查璧南
河璧山段综合治理情况。王炯强调，
要认真落实第4号市级总河长令关于
查河要实、治河要实、管河要实专项行
动要求，查准问题，靶向施策，形成工
作合力，推动璧南河“一河一策”任务
更好落地落实，促进璧南河水质持续
稳定达标。

王炯一行来到璧南河一级支流芋

荷小河沟，听取河道整治情况介绍，了
解璧山区一级截污干管现状问题和改
建情况，还前往璧泉街道文星桥东桥
头查看雨水排放口整改落实情况。在
观音塘湿地公园入口处的状元桥，王
炯和委员们一起认真分析水质监测数
据的变化，并围绕进一步改善水质等
问题提出意见建议。

王炯指出，要深学笃用习近平生态
文明思想，贯彻落实好第4号市级总河
长令要求，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
确保专项行动取得实效。（下转2版）

王炯巡查璧南河璧山段综合治理情况时强调

群策群力 促进璧南河水质持续稳定达标

本报讯 （记者 王翔）4月 28
日，市委副书记、市长胡衡华主持召开
市政府第180次常务会议，审议《重庆
市深入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实施方
案》，研究物流保通保畅、“五一”期间
安全稳定等工作。

会议指出，深入打好污染防治攻
坚战，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
央作出的重大决策部署。全市上下要
深学笃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按照
市委、市政府工作安排，以实现减污降
碳协同增效为总抓手，以改善生态环
境质量为核心，以精准治污、科学治
污、依法治污为工作方针，统筹污染治
理、生态保护、应对气候变化，以更高
标准打好蓝天、碧水、净土保卫战，以
高水平保护推动高质量发展、创造高
品质生活，加快建设山清水秀美丽之
地。要坚持系统观念，处理好发展和
减排、整体和局部、长远目标和短期目

标、政府和市场的关系，更加注重生态
环境综合治理、系统治理、源头治理，
推进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修
复。要突出问题导向，集中攻克人民
群众反映强烈的突出生态环境问题，
提高整改质量，建立长效机制，以生态
环境保护实效造福于民，不断增强群
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要注重
绿色发展，以推动经济社会发展全面
绿色转型为引领，有序推进“双碳”工
作，构建绿色低碳循环发展的经济体
系，努力在推动长江经济带绿色发展
中发挥示范作用。

会议强调，交通物流是市场经济
的经脉，也是民生保障的重要支撑。
要认真落实党中央、国务院部署要求，
充分认识做好物流保通保畅工作的极
端重要性，统筹疫情防控和物流畅通
保供，全力以赴做好各项工作。

（下转2版）

市政府召开第180次常务会议
胡衡华主持

本报讯 4月28日，由重庆日报
主办的“大美重庆·就在家门口”全民
主题摄影活动在南岸区大鱼海棠公
园启动，200余名摄影师及摄影爱好
者参加，用镜头共同记录山水之城的
美丽。

近年来，市委、市政府深入实施城
市更新行动和“我为群众办实事”民生
项目，高起点规划、高标准建设、高水
平管理山城步道和城市公园，极大提
升重庆城市颜值和市民幸福感。重庆

日报·视觉重庆专门成立“大美重庆”
拍客团，联合全市摄影群体，开展“大
美重庆·就在家门口”全民主题拍摄活
动，记录展示重庆作为山水之城、美丽
之地的独特魅力，生动展现广大市民

的幸福感和获得感。
活动现场，来自渝中区、南岸区、

九龙坡区等主城各区摄影组织负责
人，带上画册、照片和电子设备，现场
推介本区的山城步道和城市公园。

当天，“大美重庆·就在家门口”线
上征稿也同步启动，征稿作品重点聚
焦近年来重庆建设提升的山城步道
和城市公园，包括重庆市范围内的街
巷步道、滨江步道、山林步道、体育文
化公园、滨江公园、坡坎崖公园、口袋
公园等。大赛设一等奖 1 名，奖金
6000元；二等奖3名，奖金2000元；
三等奖6名，奖金1000元；优秀奖60
名，奖金 200 元。投稿邮箱：sjc-
qtk@vip.163.com。 （赵丹丹）

“大美重庆·就在家门口”
全民主题拍摄活动启动

本报讯 （记者 夏元）4 月 28
日，两江新区悦来国际会展城高品质
生活示范区建设启幕。两江新区将依
托悦来生态本底，打造麓溪湖公园，推
进嘉陵滨江生态长廊建设。

去年发布的《重庆嘉陵滨江生态
长廊规划》，涉及两江新区嘉陵滨江生
态长廊岸线长34公里，其中礼嘉、悦
来片区有23公里。目前，该片区已建
成17公里的金海湾滨江公园，3.8公里
的悦来滨江公园，形成峡江风貌展示

区、坡谷水上森林区、滨水活动体验
区、工业花园记忆区等游憩区域，成为
市民休闲打卡地。

“悦来江湾是嘉陵江进入我市中
心城区最美的江段之一，江、山、湖交

融，滩、崖、丘陵错落，具有江、河、岸、
溪、谷、崖等特色景观。”两江新区管委
会人士介绍，目前新区正在悦来建设
麓溪湖公园示范区，规划了2100亩城
市绿地，特别是规划建设的原滩公园、

绿心公园、湿地公园、亲子公园将形成
叶脉般的公园链，与悦来独特的生态本
底交相辉映。接下来，悦来片区还将因
地制宜建设会展公园步道、礼悦连接道
滨江步道等，打造国际化、绿色化、智能
化、人文化的高品质现代城市样板。

两江新区相关负责人表示，新区
将高标准规划建设滨江生态长廊，加
快构建新区绿道、公园系统，形成绿色
生活服务圈，绘就一江碧水、两岸青山、
半城山水满城景的美丽城市画卷。

两江新区推进
嘉陵滨江生态长廊建设

山城步道 沟通人与城的“心路”

更多精彩内容

扫一扫
就看到

本报讯 （记者 李志峰 张凌
漪 见习记者 云钰）“五一”国际劳动
节即将来临，重庆日报记者走访发现，我
市大中小学纷纷开展了形式多样的劳动
教育活动，培养学生的劳动技能，引导学
生养成崇尚劳动、尊重劳动、热爱劳动的
价值观。

4月26日下午，江北区五宝镇校外
实践基地的水稻田里，小学生们挽起裤
腿，弯着腰，仔细地将一株株秧苗插进田
里，没过一会儿，脸上、手上、腿上都沾满
了泥。“以前以为插秧简单，没想到实际

操作起来却这么辛苦。”一名学生说，“通
过这次活动，我对‘粒粒皆辛苦’这句话
有了更深的体会。”

“发面时，加入蔬菜汁，可制作彩色
面团。”最近，重庆市渝北幼儿园的面点
达人朱师傅为“萌娃”们带来一堂特别的
公开课。压面团、搓长条……孩子们用
小手探索制作美食的趣味，不一会儿，双
色花卷、红糖馒头、美味包子等面点出
炉，轻咬一口，空气里满满的香甜味道。
孩子们与同伴、老师和长辈们分享劳动
成果，感受收获的快乐。 （下转2版）

我市大中小学开展
形式多样的劳动教育活动

4月27日，西南大学农学与生物科技学院组织学生开展水稻插秧生产劳动实
践活动。 特约摄影 秦廷富/视觉重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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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是人民的城市，要多打造市
民休闲观光、健身活动的地点，让人民
群众生活更方便、更丰富多彩。近年
来，市委、市政府牢记习近平总书记的
殷殷嘱托，高质量实施城市更新行动和

“我为群众办实事”民生项目，在市民家
门口因地就势规划、建设了一批高品质
的山城步道和城市公园，满足了广大群
众亲近自然、休闲游憩、健身锻炼等需
求，也让城市颜值更高、气质更佳。

步道建设是一项利民惠民工程。

步道不单单是一条道路，更是一条沟
通人与城的“心路”。只有始终秉持

“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充分考
虑步道的生态保障、文化创意、体育运
动、慢行交通等功能，不断提供多样
性、差异化、个性化的人本服务，才能
释放更多的活力与生机。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让城市融入大
自然，让居民望得见山、看得见水、记得
住乡愁。重庆历史人文资源丰富，在步
道建设中，既要有美丽景色，也要有文
化底色，让步道有起伏、有风景，有人
文、有故事。要注重文明传承，延续历
史文脉，让每一条步道都能讲出重庆故
事，更好展现重庆作为山水之城、美丽
之地的独特魅力，不断提升广大市民的
幸福感和获得感。 （相关报道见3版）

颠颠兔崽：
山城步道，一条通往历史的路。

晚上都在火锅店：
这是今年打卡的第四个城市步道

了。特别喜欢工作日的时候走这些旮
旯角角，每一次都惊叹！哇，原来还有
这个地方呀！
楠得跟你说：

北滨路沿江步道整个很平，专业
的塑胶跑道非常棒。
酱酱酱样子呀：

山城步道，90%摄影师都会爱上
的地方。

盛夏晚晴天：
感觉一下到了世外桃源，无束缚

感，心旷神怡。
品鉴人间美食：

每到夜晚，当你站在戴家巷的吊
脚楼上，欣赏重庆直辖市的夜景风光，
简直就是一绝，那种感觉，叫人拍手叫
好，大饱眼福。
tk_tina：

从这里开始，你就能体验到一个
虽然爬坡上坎但是真的移步换景的
路线！

网友留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