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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 8 月 6 日电 中央军委办公厅日前印发《通
知》，要求解放军和武警部队认真组织《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
四卷学习使用。

《通知》指出，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思想，是一项长期的政治任务。要将《习近平谈治国理
政》第四卷与第一卷、第二卷、第三卷作为一个整体，组织官兵
读原著学原文、悟原理知原义，深刻领会“两个确立”的决定性
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贯彻
军委主席负责制，坚决听从党中央、中央军委和习主席指挥。

《通知》强调，要把《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四卷纳入党委

理论学习中心组学习、领导干部理论轮训、部队思想政治教
育和院校政治理论教学，坚持全面系统学、及时跟进学、深入
思考学、联系实际学，深入领会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思想的重大意义、科学体系、精神实质和实践要求，深刻
体悟贯穿其中的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要在全面学习
的基础上，突出学好习近平强军思想，深入学习《习近平论强
军兴军》、《习近平论强军兴军（二）》、《习近平论强军兴军
（三）》和《习近平强军思想学习纲要》，全面领会思想体系和
精髓要义，牢固确立习近平强军思想在国防和军队建设中的
指导地位。 （下转2版）

中央军委办公厅印发《通知》要求解放军和武警部队

认真组织学习《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四卷

□本报记者 杨铌紫 实习生 周渝文

“又快又稳，为中国速度点赞！”8月6日下午1点58
分，随着首趟列车从江津圣泉寺站开出，重庆首条市域（郊）
铁路江跳线正式通车。当日，不少市民从江津圣泉寺站出
发体验首趟列车，28分钟就到达了大渡口跳磴站。

江跳线全长28.22公里，起于重庆轨道交通5号线跳磴
站，止于江津圣泉寺站，全线新建石林寺站、九龙园站、双福
站、享堂站、江津高铁站、圣泉寺站6座车站。在跳磴站，江
跳线和5号线可实现不出站同台换乘。

当日下午1点过，记者看到已有不少市民在圣泉寺站
外排队等待进站。“我就住在附近的小区，开车过来几分钟，
停车也方便。”市民王贵均带着14岁的女儿专程赶来乘坐
首趟列车，父女俩准备坐到跳磴站再返回江津，“现在江跳
线开通了，从江津到中心城区比坐公交车便捷多了。”

65岁的何邦琼和老伴带着5岁的孙子特意来体验首趟
车。“以前我们要先从江津坐车到西彭，再转车到毛线沟，差
不多1个半小时才能进城。”何邦琼说，以后想进城说走就
走，再也不用多次转车了。

临近发车时间，乘客们有序过安检进站，都期待着体验
首趟列车。

列车行驶过程中，一群中老年乘客特别打眼，他们或兴
奋地唱歌、拍照，或欣赏窗外的美景互相分享喜悦。“盼了这
么久，终于通车了，就算太阳再大也挡不住我们坐车的热
情！”49岁的兰兴利激动地说，江跳线刚开始修建时她就和
邻居们约好了，通车首日一定要来坐一坐。

“这比自己开车安逸得多。”50岁的冷崇秀每个月都要
从江津开车到沙坪坝看望女儿，不堵车的情况下至少要1个
小时左右，这次江跳线通车，女儿专门为她办理了一张轨道
交通卡，“自己开车太累了，女儿让我以后都直接坐这条线
去看她，我觉得坐起平稳又舒适。”

“哎呀，这么快就到了呀！好快哟！”28分钟后，列车平
稳驶进跳磴站，乘客感慨道，“不到半小时就到了中心城区，
以前想都不敢想。”

市民周先生下车后步行到对面站台换乘5号线。他
说，正好要去西南医院办事，不用出站就可以坐5号线到重
庆西站再换乘环线，特别方便，“开车的话耗时又费钱，怎么
算都是坐江跳线划得来。”

据了解，江跳线的运营服务时间为早上6点30分至
晚上8点30分，运营时长14小时。早晚高峰时段，每小
时开行6对列车，平均发车间隔10分钟；平峰时段，每小
时开行4对列车，平均发车间隔15分钟。

江跳线昨日正式通车，市民点赞——

平稳舒适便捷，28分钟即到中心城区

本报讯 （记者 杨铌紫 实习生 周渝文）夏
季高温，如何为乘客提供人性化、高品质的服务？8
月6日，重庆交通开投轨道集团发布消息，从8月7
日起，重庆地铁环线和单轨3号线推出“强冷”“弱
冷”车厢，乘客可根据自身需求选择车厢。

根据轨道交通行业标准和重庆实际情况，目前
轨道交通列车夏季制冷模式下的设定温度为26℃。

为给乘客提供舒适的环境，重庆轨道集团首
次在地铁环线和单轨 3号线列车上推出“强冷”

“弱冷”车厢。两条线的车厢空调制冷温度根据外
部环境、客流规律以及乘客反馈的实际情况进行
调整。

“强冷”车厢的制冷设定温度为25℃，“弱冷”车
厢的制冷设定温度为27℃。乘客可根据自己情况选

择温度适宜的车厢。
其中，环线6编组列车的1—12号站台门为“强

冷”车厢，13—24号站台门为“弱冷”车厢。3号线6
编组的1、2、3节车厢，8编组的1、2、3、4节车厢为

“强冷”车厢；6编组的4、5、6节车厢，8编组的5、6、
7、8节车厢为“弱冷”车厢。

乘客如何快速找到“强冷”“弱冷”车厢？据介
绍，环线和3号线所有车站的站台门张贴有“强冷”

“弱冷”车厢的提醒标识，乘客还可通过车厢两端的
LED显示屏确定自己所处位置是“强冷”还是“弱冷”
车厢。

重庆轨道集团还将在其他线路推出“强冷”“弱
冷”车厢，目前正在对相应线路列车进行程序修改、
功能调试。

同车不同温 服务更贴心

轨道环线和3号线今起推出“强冷”“弱冷”车厢

本报讯 （记者 张莎 实习生 王懿瑶）记者8月6日从市
民政局获悉，为切实保障好困难群众基本生活，我市已为城乡低保
对象、特困人员每人增发一次性生活补贴，增发标准为城市低保对
象127元、农村低保对象100元，特困人员165元。

近日，按照民政部、财政部相关精神，市民政局、市财政局联合制
发《关于切实做好困难群众基本生活保障工作的通知》，以“五个强
化”筑牢困难群众基本生活兜底保障防线，已为城乡低保对象、特困
人员每人增发一次性生活补贴。

此外，我市还要求简化疫情防控期间困难群众基本生活保障调
查方式，严格落实“单人保”“渐退制度”“刚性支出扣减”等政策，确保
困难群众基本生活保障到位。截至目前，我市共保障低保对象78.63
万人、特困供养人员17.7万人，对1900名低收入人员实施“单人
保”，为4400名符合条件的困难人员实行低保渐退。

在强化困难群众临时救助方面，我市要求对符合条件的受疫情
影响无法返岗复工、连续三个月无收入来源、生活困难且失业保险政
策无法覆盖的农民工等未参保失业人员，未纳入低保范围的，经本人
申请发放一次性临时救助金，发放标准由各区县根据救助保障需求
和疫情影响情况确定。同时，全面落实“先行救助”“分级审批”政策
规定，提高中高风险区域乡镇（街道）备用金下拨额度和审批额度，疫
情严重地区可由社区（村）直接实施临时救助。截至目前，全市共实
施临时救助4.72万人次，支出资金1.64亿元，其中对受疫情影响困
难群众实施临时救助2215人次，发放资金699万元。

重庆已为城乡低保对象和
特困人员增发生活补贴

□本报记者 黄光红 见习记者 贺子桓

啤酒、咖啡、美食、茶饮、文创产品……8月5日，入夜
的重庆灯火辉煌，江北嘴重庆大剧院广场上，青年城市夜
生活主题互动展活动现场，诸多商品吸引着不少人前来咨
询、选购。偌大的广场上，消费者来来往往，热闹非凡。

当晚，为期3个月的“2022不夜重庆生活节”正式拉开序
幕。这场展销活动，让人们看到了重庆夜间经济的十足活力。

今年以来，在疫情反反复复的形势下，重庆夜间经济曾
一度受到影响。重庆日报记者连日来调查发现，进入7月
以来，重庆各夜市街区又逐渐恢复了往日的律动，夜间经济

重新焕发出勃勃生机。
渝北区龙塔街道紫薇路，7月28日晚7点，在一家披萨

店门口的座椅上，刚刚下班的张女士正在给朋友们拍照。
“我觉得这家店特别有异域风情，不光有网红美食，还很适
合跟朋友拍照散心。”记者看到，店内坐满了食客，收银台前
排起了队。

在紫薇路，店面各具特色，且都人气满满。“目前，紫
薇路特色示范街区已入驻上百户商家，月均客流量达20
万人次，月营业额超千万元。”龙塔街道相关负责人告诉记
者，曾经的汽修、摩配一条街，已成为一个集烟火气和文艺
气于一体的消费新地标。

作为重庆知名夜间消费地标的江北区大九街，近期人

气也颇为旺盛。8月3日晚上8点过，大九街变得比白天更
热闹。大九街网红餐饮店“周三的情书”店长石女士透露，
今年上半年，受疫情影响，该店客流量下滑较大。但近期，
客流量逐渐回升。与疫情前相比，虽然客流量还差了一点，
但总体来说恢复得还不错。

8月4日晚8点，入夜的重庆，灯光璀璨，夜景错落有
致，甚是迷人。记者在重庆朝天门来福士47楼看到，前往
水晶连廊探索舱·观景台欣赏夜景的游客排起了长龙。记
者站在位于250米高空的观景台，犹如身处云端。凭栏向
下眺望，可见长江、嘉陵江两江交汇奇观，大桥横跨江面，单
轨列车沿嘉陵江岸穿行，鳞次栉比的高楼，城市脉动尽收
眼底。 （下转2版）

重庆夜间经济焕发勃勃生机

□申国华

重庆江津的一家工厂内，绿油油的鲜花椒“九叶青”正被员工
精细分拣、加工、打包……得益于1000万元“花椒贷”的及时发放，
该企业生产热火朝天。

一棵花椒树，惠及千万家。无论是扩大生产规模，还是新技术引
进，都需要大量资金。聚焦县域经济发展，创新金融服务，是助力乡
村振兴的重要手段之一。在此背景下，政府部门与金融单位紧贴农
业发展实际，联合开发涉农金融产品，显得非常必要、非常及时。

解决融资难，要义是精准。开发涉农金融产品，不能搞大水
漫灌、大而化之，而是要做到因时制宜、因地制宜，对症下药、靶向
治疗，把产品设置得更加科学、更加合理。把有限的资金用到刀
刃上，让有限的资金发挥出最大效益，取得最好效果。重庆根据
各区县产业发展实际，有针对性地开发“花椒贷”“榨菜贷”“柑橘
贷”等涉农金融产品，就是有益的尝试。

“花椒贷”里藏着的富民妙招，便是把困扰产业发展的痛点搞
清楚，把农民的“急难愁盼”弄明白，根据地方经济发展现状，精准
设置金融产品，科学规划服务内容，让金融活水精准滴灌“三农”，
打造服务“三农”新样板。

“花椒贷”里的富民妙招

8 月 5 日，南岸区广阳湾大
桥施工现场，中铁职工正冒着酷
暑加紧进行主桥墩钢筋捆扎。

近段时间，重庆连晴高温，
广阳湾大桥和广阳大道施工现
场一派火热的工作场景，建设者
们在做好防暑降温措施的情况
下，坚守岗位，保障该项目进度
稳步推进。

特约摄影 钟志兵／视觉重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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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罗芸

7月29日，沙坪坝区童家桥街道红岩党群服务中心。
窗外，热浪滚滚；室内，童家桥街道杨家山运动场改建方案的协

商十分热烈——这也是今年沙坪坝区政协童家桥街道委员组开展的
“渝事好商量”首场基层协商。

协商伊始，沙坪坝区政协童家桥街道委员组组长卿斌文，展示了
杨家山运动场目前的状况。该运动场位于童家桥街道五灵观社区，
面积8000平方米，原为康明斯发动机有限公司自用体育场。去年，
康明斯公司将杨家山体育场无偿移交给交童家桥街道使用。

“这个运动场周边居住了8000余名居民。但因为运动设施老
旧，没有发挥运动场应有的作用。”看到照片上杂草丛生、地面破碎的
运动场，五灵观社区居民代表陈凌说。针对改建方案，陈凌收集到不
少年轻人的想法：最好设置室内、至少是能遮阳避雨的空间，方便大
家风雨无阻地锻炼；运动设施最好智慧一些，可以及时记录并反馈健
身效果。

“不能忘记老年人的健身需求。”居民代表赵燕泠说，在运动场设
计时，应该为老年人保留适当的健身空间与项目，并增设休闲座椅。

“运动场周边老旧居民小区停车位本就紧张。运动场修好后，会
吸引更多的人流，很可能会进一步加剧车位紧张程度。”居住在运动
场附近的居民檀春耕表示担忧。

运动场与文物保护单位“四一图书馆”毗邻，与网红打卡点、川外
小铁路只隔一片小斜坡。既有“地利”之便，又有歌乐山·磁器口文化
旅游区创建国家AAAAA级旅游景区的“天时”，沙坪坝区政协委
员、重庆红岩联线文化发展管理中心研究部工作人员王浩建议，可将
运动场与周边文旅资源结合起来，建设影视基地、红岩书吧等，为文
体旅融合发展探路。

“作为一项惠民措施，不仅要怎么建，还应考虑到如何管。”西南
政法大学基建后勤管理处副处长张超，对运动场整治好后如何“造
血”提出建议：通过引进专业运营管理机构，配套物业管理、小卖部经
营等服务，创造健身中心消费点。 （下转2版）

沙区童家桥街道“渝事好商量”——

老旧运动场如何“焕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