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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明实践润巴渝

新华社北京 9 月 22 日电 在第五
个“中国农民丰收节”到来之际，中共
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
习近平代表党中央，向全国广大农民和
工作在“三农”战线上的同志们致以节

日的祝贺和诚挚的慰问。
习近平指出，今年，我们克服去年

北方罕见秋雨秋汛、冬小麦大面积晚
播、局地发生新冠肺炎疫情影响，应对
南方局部严重高温干旱挑战，实现夏

粮、早稻增产，粮食生产有望再获丰收。
习近平强调，各级党委和政府要深

入贯彻党中央关于“三农”工作的大政
方针和决策部署，强化粮食安全保障，
稳住农业基本盘，巩固拓展好脱贫攻坚

成果，扎实推进乡村振兴，推动实现农
村更富裕、生活更幸福、乡村更美丽。
全国广大农民要积极投身加快农业农
村现代化的实践，让日子越过越红火、
生活更上一层楼！

在第五个“中国农民丰收节”到来之际

习近平向全国广大农民和工作在“三农”
战线上的同志们致以节日祝贺和诚挚慰问
强调扎实推进乡村振兴 推动实现农村更富裕生活更幸福乡村更美丽

□新华社记者

9月23日，秋分，我国将迎来第五个中国农
民丰收节。放眼长城内外、大江南北，稻浪随风
起伏，玉米长势喜人，田野上铺展着丰收的图景。

粮稳天下安。习近平总书记今年在四川考
察粮食生产时指出：“我们有信心、有底气把中国
人的饭碗牢牢端在自己手中。”在今年新冠肺炎
疫情、乌克兰危机、极端天气频发等背景下，我国
夏粮实现增产，秋粮克服多重挑战，丰收有基础、
有希望。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
中央把粮食安全作为治国理政的头等大事，提出
确保谷物基本自给、口粮绝对安全的新粮食安全
观，牢牢把住粮食安全主动权，带领亿万人民走
出了一条中国特色粮食安全之路。

“始终绷紧粮食安全这根弦”

今年粮食问题备受关注。国际粮价高位波
动，农资价格大幅上涨；去年秋汛造成我国三分
之一的冬小麦晚播、长势复杂。粮食压舱石能否
稳得住，直接关系经济基本盘。

今年全国两会期间，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在
粮食安全这个问题上不能有丝毫麻痹大意，不能
认为进入工业化，吃饭问题就可有可无，也不要
指望依靠国际市场来解决。要未雨绸缪，始终绷
紧粮食安全这根弦，始终坚持以我为主、立足国
内、确保产能、适度进口、科技支撑。

14亿多人口要吃饭，这是中国最大的国情。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三次出席中

央农村工作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对“三农”工作
和粮食生产、粮食安全作出一系列重要指示。

2013年12月召开的中央农村工作会议上，
习近平总书记围绕“三农”工作阐释了五方面重
大问题，将“确保我国粮食安全”放在首位，强调

“我国是个人口众多的大国，解决好吃饭问题始
终是治国理政的头等大事”。

2017年12月召开的中央农村工作会议上，
习近平总书记围绕实施乡村振兴战略作出重要
部署，强调深化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走质量
兴农之路。

2020年12月召开的中央农村工作会议上，
习近平总书记围绕新发展阶段“三农”工作作出
重要部署。在牢牢把住粮食安全主动权方面，总
书记指出：“我反复强调，粮食多一点少一点是战
术问题，粮食安全是战略问题。今年应对新冠肺炎疫情，粮食和重要农副产品供
给充裕功不可没，充分印证了这一点。”

……
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从2013年至2022年，连续

10个中央一号文件全面部署“三农”工作，围绕抓好粮食生产和粮食安全采取了
一系列举措。

粮食生产根本在耕地，命脉在水利，出路在科技，动力在政策。
为做好今年粮食生产，落实中央决策部署，中央财政分三批累计下达补贴资

金400亿元，缓解农资价格上涨带来的种粮增支影响；农业科技服务人员分赴田
间地头，推动小麦促弱转壮；农业农村、水利、应急、气象等部门加强会商和预警、
因地制宜抗旱减灾…… （下转2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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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陈维灯

9月 20日，秋雨淅淅沥沥，铜梁
区少云镇少云村寨子坡上，施工人员
正在抓紧搭建支架、安装光伏板。这
是铜梁与厦门海辰储能科技股份有
限公司(下称“海辰储能”)共建的少云
村红色“零碳”美丽乡村项目光伏发
电场。

与传统光伏发电场不同的是，该
项目同时配备了由海辰储能提供的总
容量为2000千瓦/3665千瓦时的13
台储能设备，既能发电还能储能。

少云村红色“零碳”美丽乡村项目
只是铜梁积极开发新型储能产品应用
场景，合理利用低碳绿色能源，推动新
型储能产业发展的一个缩影。

一体化充电站
集五大功能于一体

9月14日，秋高气爽。
铜梁城区玉泉一体化充电站内，

一辆辆新能源车正在充电。电能就来
自于屋顶——总面积为2000平方米
的光伏发电板。

玉泉一体化充电站，是海辰储能
今年5月签约入驻铜梁后，携手国网
铜梁供电公司联合开发建设的首个大

型化学储能设备应用场景。
“我们有三大应用场景，分别是电

源侧、电网侧和用户侧。”厦门海辰储
能发展公司总经理顾志华介绍说，接
下来公司将把这三大应用场景从示范
项目开始做起，逐步落地生根，然后再
辐射到整个重庆以及西南片区，最后
推广到全国。

国网铜梁供电公司副总经理吴彬
介绍，该站集“光伏、储能、充电、检测、
换电”五大功能于一体，可同时为24
辆常规新能源汽车充电，最大输出功
率为80kwh。

“铜梁正致力于打造以海辰储能
为龙头的新型储能产业集群，全力扶
持储能产业发展，积极开发新型储能
产品应用场景，努力培育新的经济增
长点。”铜梁区经信委相关负责人介
绍，当前，铜梁与海辰储能正加快建设
储能锂电池生产基地和研发中心项
目，2024年之前投产，致力于打造“全
球储能产业第一品牌”。

该项目也是落户重庆的首个锂电
化学储能整装项目，对丰富、完善全市
工业体系，推进全市新能源产业高质
量发展具有重要作用。

“光储一体化”低碳办公楼
省电35%

不久前，国网铜梁供电公司高新
区供电服务中心“光储一体化”低碳办
公楼宇投入使用。

什么是“光储一体化”呢？
记者看到，在高新区供电服务中

心楼顶，光伏发电设施整齐排列，装机
容量达到20千瓦，同时办公楼下配置
了一台由海辰储能提供的10千瓦储
能设备，两者共同形成“光储一体化”
系统。

在“光储一体化”系统中，光伏发
电自发自用产生直接经济效益，富裕
部分存入储能系统提高光伏自用率，
节省电费支出；同时依据分时电价机
制，储能系统通过能量转移，在低谷电
价时间段充电，在高峰电价时间段放
电，利用峰谷价差进行套利，实现利益
最优，同时降低电网负荷，促进电网削
峰填谷、平衡负荷。

“高新区供电服务中心办公楼工
作日上班时段用电负荷较大，待工作
人员下班后用电负荷明显下降，即电
价低谷时段中心配变基本处于空置运
行状态。” （下转7版）

铜梁：推动新型储能产业发展走进区县看发展⑨

□本报记者 陈维灯

“公德说来很容易，难在随时都注
意；点点滴滴来做起，严格要求我们自
己……”秋夜凉爽，大足区龙水镇高坡
村一块坝子上，伴随着两支竹筷敲击
瓷盘的清脆响声，双桥经开区文化图
书馆工作人员组成的“大足小宣”宣讲
队正在宣讲《人人要有公德心》，引导
群众讲公德、睦邻里，讲文明、树新风。

近年来，大足区新时代文明实践

中心坚持“建好阵地是基础、常态活动
是关键、思想提升是目的”的工作思
路，大力倡导文明实践服务项目“一所
一品”，结合石刻文化、革命文化、重汽
文化、五金文化打造出特色文明实践
活动30个；打造“大足小宣”、蓝天救
援、萤火虫服务、文明实践周周演、婚
俗改革、美石美刻等你来等服务品牌7
个，累计开展各类文明实践活动3000
余场次，覆盖群众25万人次。

特别是“大足小宣”文明宣讲品
牌，组织招募了350名志愿者深入各
个实践所（站）开展理论、科技、政策、
法律、健康、典型和文化宣讲活动
1000余场，覆盖群众10万余人。

大足区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负
责人表示，乡村文化阵地是组织农村
党员群众深入学习习近平新时代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关键平台，是
开展新时代文明实践活动的重要组

成部分。
大足区委宣传部结合群众生产生

活实际，组织专业队伍进社区、进村、
进小区开展“大足小宣”文明宣讲、“一
村（社区）一场戏”文艺惠民演出等活
动，持续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传
播社会正能量，实现了新时代文明实
践与文化惠民的良好互动，群众满意
度、获得感和幸福指数不断提升。

（下转9版）

“大足小宣”让文明宣讲进村入户

新时代改革强军的伟大实践
——党中央和习主席领导指挥深化国防和军队改革综述

本报讯 （记者 陈国栋）继续实
施延期还本付息纾困政策、持续优化
中小微企业的金融服务……9月 21
日，我市举行共建江北嘴金融党建先
行区“党建引领促发展 银企对接稳
大盘”专项活动。活动现场集中发布
金融助企纾困稳大盘“十条措施”，启
动党建引领融资助企创新试点工作，
举行党建引领银企对接集中签约活
动，持续为西部金融中心核心承载区
建设注入新动能。

活动由江北区委和重庆银保监局
党委联合举办。党建引领融资助企创
新试点工作，指的是将正常经营市场主
体的党建工作纳入融资授信评价体系，
分类对已建党组织和未建党组织的市
场主体进行评价。在具体操作上，组织
部门等结合企业提供、党建指导员实地
采集和政府机构数据归集等方式，收集
企业党建工作开展情况，建立“党建助
企融资”数据库，对参评企业进行综合
评价，出具初审意见开展企业党建评
级。结合综合评价等次，银行分类给予
优先放贷、提高授信额度、降低贷款利

率、开辟审批绿色通道等优惠政策。
活动现场，60家企业与20余家

银行进行了授信签约，总授信额度达
172亿元，签约企业涵盖科技型、绿色
型、外贸型、消费型、制造业、中小微等
各类别市场主体。

“本次银企对接活动既是江北区
委、重庆银保监局党委、驻区银行机构
党委稳增长稳市场主体、推动银企精
准对接的具体举措，也是党建引领金
融政策在江北落地、更好满足实体经
济融资需求的创新方式。”江北区委组
织部相关负责人说。

为深入贯彻党中央、国务院关于
“疫情要防住、经济要稳住、发展要安
全”要求，全面落实市委、市政府和中
国银保监会有关部署，江北区委、重庆
银保监局党委集中发布金融助企纾困
稳大盘“十条措施”，针对受疫情影响
的制造业、科创企业、外资外贸、货运
物流、中小微企业等市场主体，精准制
定金融助企纾困的政策措施，引导银
行业保险业全力以赴稳住经济大盘。

（下转9版）

党建引领促发展 银企对接稳大盘

共建江北嘴金融党建先行区专项活动举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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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天蓝地绿水清的美丽家园
——党的十八大以来推进生态文明建设述评

2012年至2021年

重庆固定资产投资年均增长1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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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22日，重庆卓越工程师学院在
两江新区揭牌开学，迎来首批171名学
生。这是全国首批国家卓越工程师学
院，也是西部首个卓越工程师学院。

学院占地261亩，由重庆大学与两
江新区、明月湖国际智能产业科创基地
三方共建，将通过“本—硕—博”一体化
的培养体系和产学交替的培养模式，培
养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智能制造等关
键领域急需高层次人才。

图为重庆卓越工程师学院。
记者 李志峰 郑宇 摄影报道/

视觉重庆 （相关报道见7版）

重庆卓越工程师学院
揭牌迎新

停水超过24小时要组织应急供水
《重庆市城市供水节水条例》12月1日开始施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