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谱写全面振兴新篇章
——沿着总书记的足迹之辽宁篇

面对新使命新任务，必须有新举措
新作为。

“深入推动产业优化升级”“深入推
动城市更新提升”“深入推动乡村振兴”

“深入推动文化繁荣发展”……市第六次
党代会报告提出今后五年工作的重点举
措，让重庆未来发展有了更明晰的奋斗
目标。我市社会各界纷纷表示，要立足
本职工作，脚踏实地不懈奋斗，相信我们
的生活一定会一年更比一年好！

酉阳县何家岩村驻村第一
书记周继荣：

延伸“花田贡米”产业
链，推动农文旅融合发展

5月29日，酉阳土家族苗族自治县
花田乡何家岩村“花田贡米”种植基地，
村民们正忙着插秧。层层叠叠的梯田吸
引不少摄影爱好者来此采风。

“党代会报告提出，要‘加快发展乡村
产业，贯通产加销，融合农文旅，完善利益
联结机制，让农民有活干、有钱赚’，这让
我们村延伸‘花田贡米’产业链信心更
足。”何家岩村驻村第一书记周继荣说。

花田乡是我市17个市级乡村振兴重
点帮扶乡镇之一。何家岩村位于花田乡
万亩梯田核心区，被誉为“贡米之乡”。
近年来，何家岩村立足核心梯田资源优
势，发展种植“花田贡米”的高山梯田，目
前种植规模已有6000余亩。

围绕“花田贡米”，何家岩村打造了
360度临崖全景梯田景观，不断延伸其产
业链，推动全村农文旅融合发展。全村
建起了20余家农家乐，村民们不仅种地

赚钱，还在家门口吃上“旅游饭”。周继
荣介绍，未来何家岩村将围绕“花田贡
米”梯田以及生态草原、赏星基地、民族
村寨等景点，申报国家4A级景区，从而
进一步推动全村农文旅融合发展，让群
众的日子越过越红火。

沙坪坝区委宣传部副部长
李海庭：

实施“三大计划”，全面
提升文化软实力

5月29日，市民张萍与儿子走进位于
三峡广场的红岩城市书房，免费借阅《红
岩》《红岩家书》等书籍，度过一段充满书
香的周末时光。

“党代会报告提到，要‘深入推动文
化繁荣发展，持续抓好文化强市建设’，

这让我们宣传文化战线工作者深受鼓
舞。我们肩上的担子更重了，干工作的
方向更清晰了，完成使命任务的信心也
更足了！”沙坪坝区委宣传部副部长李海
庭说。

作为文化强区，沙坪坝区向来重视
文化建设，红岩城市书房就是生动例
证。目前全区已建成9个红岩城市书房，
藏书近6万册，每年直接服务读者20万
余人次。

沙坪坝区将加快建设“四个示范
区”，其中在建设“文化传承示范区”进程
中，将大力实施“文化保护、文化惠民、文
旅融合发展”三大计划，竭力抓好“红岩
精神绽放风采、历史文脉赓续传承、精品
力作推陈出新、群众文化丰富多彩、文旅
融合深度推进、文化软实力全面提升”六
个方面、26项重点任务； （下转2版）

脚踏实地奋斗 创造幸福生活
——我市社会各界热议市第六次党代会报告

首趟中缅新通道（重庆—临沧—缅甸）
国际铁路班列5月23日从重庆果园港鱼嘴
车站缓缓驶出，将以公铁联运方式抵达缅甸
曼德勒，较传统路径节约20天左右，物流成
本降低20%左右。

这是西部陆海新通道建设的最新进展之
一。今年以来，在新冠肺炎疫情冲击等复杂严
峻形势下，西部陆海新通道建设却跑出“加速
度”——

4月21日，陆海新通道中老铁路（甘肃敦
煌—万象—曼谷）首发；4月2日，陆海新通道
中缅印（重庆—缅甸仰光—印度洋）班列首发；
3月26日，陆海新通道中越（重庆果园港—越
南河内）班列首发……

“今年以来，陆海新通道实现首发班列20
余趟，拓展出重庆、宁夏、甘肃、湖南等地与老
挝、越南、缅甸、马来西亚、泰国等东盟国家间
的多条物流新线路。”西部陆海新通道物流和
运营组织中心主任刘玮说。

西部陆海新通道是由西部省份与东盟国
家合作打造的国际陆海贸易新通道，以重庆为
运营中心，各西部省区市为关键节点，利用铁
路、海运、公路等运输方式，向南通达世界各
地，比经东部地区出海所需时间大幅缩短。

“2017年通道开行之初仅有1条线路，如
今运行线路迅速拓展，已拓展至107个国家
（地区）的319个港口。”刘玮说，今年1至4月
重庆经陆海新通道运输3.7万标箱，货值63亿
元，分别同比增长12%和22.2%。

这条新通道何以亮点频出？陆海新通道
高度契合西部地区与沿线国家的开放发展需
求——对内，破解西部地区国际物流难题，助
推我国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对外，为沿线国
家（地区）创造发展新机遇，维护全球供应链稳
定。

今年初，一批宁夏枸杞原浆首次搭乘陆海
新通道铁海联运班列，向南抵达广西钦州港，
再经海运成功出口到加拿大，比传统江海联运
线路节约30多天。

“走出去”的不只是宁夏枸杞原浆。在位
于重庆解放碑商圈的陆海新通道国际消费中
心，汇聚着拥有统一“陆海优品”品牌的特色商
品，包括甘肃百合、新疆坚果、广西螺蛳粉、贵
州茶叶等。

“曾经‘藏在深闺人未识’的特色产品，沿
着这条快捷的新通道走向世界，并正在成为
当地外贸新增长点。”陆海新通道运营有限公
司董事长王渝培说。

依托陆海新通道，西部企业也可以更深
入地融入全球产业格局。在陆海新通道的支
持下，重庆小康工业集团在印尼投资1.5亿美
元，建立汽车制造基地。疫情发生后，陆海新通道又提供了稳定
高效的供应链保障。

集团进出口公司总经理张兴燕算了一笔账：“从重庆到雅加
达，通过传统江海联运需要30多天，而陆海新通道将物流时间控
制在20天以内，提高了运输效率，降低了运营成本。”

陆海新通道也助推高质量内循环体系的形成，契合建设全国
统一大市场要求。内蒙古、陕西的煤炭经陆海新通道运至重庆等
地，缓解电煤缺口；青海的纯碱经陆海新通道运至广西支持玻璃
产业；广西的玻璃又经陆海新通道运至川渝支持汽车产业……

推动西部地区开放发展的同时，陆海新通道也为沿线国家
（地区）拓展出发展新机遇。

依托陆海新通道，泰国糯米、马来西亚榴莲、越南巴沙鱼、柬
埔寨香蕉等东南亚特色产品更为快捷地进入中国市场。

“以前，老挝的大米等农产品运到重庆、四川等地，至少需要
20多天。”长期从事中老贸易的民生国际货物运输代理有限公司
经理吴杨说，如今货物搭乘陆海新通道中老班列，从老挝到重庆
只需4天。

在此基础上，我国正依托陆海新通道，与柬埔寨探索打造“运
贸产”一体化香蕉供应链；与马来西亚推动形成陆海新通道马来
西亚供应链资源中心等。

“未来，西部省区市将进一步夯实建设合力，优化运输组织，
完善沿线基础设施，巩固枢纽体系，优化营商环境，壮大通道经
济。”刘玮说。 新华社记者 王金涛 赵宇飞

（新华社重庆5月29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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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老祖宗留下的文化遗产精心守护好”
习近平的文化情怀

本报讯 （记者 陈国栋）5月29日
下午，中国共产党重庆市第六次代表大
会主席团举行第五次会议。陈敏尔同志

主持会议。
会议听取了重庆市出席党的二十

大代表，第六届市委委员、市纪委委员

预选计票结果的报告，通过了重庆市出
席党的二十大代表正式候选人名单，第
六届市委委员、市纪委委员正式候选人名

单，提交大会进行正式选举。会议还通过
了第六届市委候补委员预选候选人名
单。

市第六次党代会主席团举行第五次会议
陈敏尔主持

本报讯 （记者 陈国栋）5月29日
上午，中国共产党重庆市第六次代表大
会主席团举行第四次会议。陈敏尔同志
主持会议。

会议听取了各代表团讨论大会选举
办法（草案）的情况汇报，通过了大会选举
办法；听取了各代表团酝酿重庆市出席党
的二十大代表候选人预备人选，第六届市

委委员、候补委员和市纪委委员候选人预
备人选的情况汇报，通过了重庆市出席党
的二十大代表预选候选人名单，第六届市
委委员和市纪委委员预选候选人名单。

会议还通过了大会选举监票人、总
监票人名单；审议通过了五届市委报告
的决议（草案）、五届市纪委工作报告的
决议（草案），提交各代表团审议。

市第六次党代会主席团举行第四次会议
陈敏尔主持

近年来，重庆因地制宜建成一批小游园，
利用可利用的空间为城市“补缺提质”。城市
空间与绿色生态相互交融，不断延展的城市
绿地，让市民享有更多的绿色福利、生态福
祉。

图为垫江牡丹湖公园，满目翠绿令人赏
心悦目（摄于5月12日）。

记者 齐岚森 摄/视觉重庆

城市与生态交融
奏响绿色乐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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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才是第一资源”“加快建设全国
重要人才高地”“让‘近者悦、远者来’成
为重庆科技、人才事业发展的响亮招
牌”……市第六次党代会报告中，关于人
才的表述被多次提起。人才话题年年
讲，今年代表们提及的频率格外高。

科技创新需要人才，补链、强链需要
人才，乡村振兴需要人才。重庆需要热
衷创新的科技人才，也需要身怀绝活的
职业技能人才；需要远道而来的外地人
才，也需要巴渝大地培养的本土人才。
乘风破浪的重庆，从未像今天这样渴求
人才，也从未像现在这样出台了如此多
的措施引才留才：“重庆英才计划”，“塔
基”“塔尖”人才政策17项服务保障，人
才项目经费“包干制”……一系列诚意满
满的措施，给在重庆干事创业的人才，吃
下了一颗定心丸。

聚天下英才而用之，需要实现人才
与事业的互相成全。重庆有优良的自然
禀赋，深厚的产业基础，齐全的工业门
类，“不吹壳子”的干事氛围，坦诚透明的
人才政策，是人才奉献价值、成就梦想的
绝佳舞台。对人才而言，来重庆，就对
了！

过去的五年，重庆的高质量发展之
路越走越宽广；未来的五年，重庆仍将坚
定不移推动高质量发展。行稳致远的重
庆，将吸引更多人才奔涌而来，而人才汇
聚成的磅礴力量，将让重庆与人才实现
真正的“双向奔赴”。

让人才与重庆
“双向奔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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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均单价从7万多元提升至15万元以上

“重庆造”汽车叫好又叫座

导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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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部（重庆）科学城推出“五个一”促进高校
毕业生就业，让他们——

“学”在大学城“就”在科学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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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友谊勋章”获得者伊莎白曾在璧山著书育人、
建设乡村，日前，川渝作家为她著书并举行分享会，
107岁的她也“回”到了璧山——

她用一生爱中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