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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记者 郑明达 冯歆然

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
复兴，也为人类谋进步、为世界谋大同。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深
刻把握新时代中国和世界发展大势，在
对外工作上进行一系列重大理论和实
践创新。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思想特别是习近平外交思想为
指引，中国外交牢牢把握服务民族复
兴、促进人类进步这条主线，高举和平、
发展、合作、共赢的旗帜，在世界大变局
中开创新局、在世界乱局中化危为机，
我国国际影响力、感召力、塑造力显著
提升。

为人类前途命运指引方向

2015年9月，纽约联合国总部，第
70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

习近平主席发表重要讲话，鲜明指
出要继承和弘扬联合国宪章的宗旨和
原则，构建以合作共赢为核心的新型国
际关系，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

从2013年在莫斯科国际关系学
院，到2017年在日内瓦万国宫，再到
2019年在北京举行的亚洲文明对话大
会……习近平主席在一系列重大国际
场合深入阐释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
念。

高票通过！2021年11月，“人类
命运共同体”写入第76届联合国大会
裁军与国际安全委员会“不首先在外空
部署武器”决议。这是联大决议连续5
年写入“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

从写入党的十九大报告，载入中国
共产党章程和国家宪法，到多次写入联
合国、上海合作组织等多边机制重要文
件……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成为
新时代中国对外工作的总目标，得到国
际社会日益广泛的认同与支持。

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不是以
一种制度代替另一种制度，不是以一种
文明代替另一种文明，而是不同社会制
度、不同意识形态、不同历史文化、不同
发展水平的国家在国际事务中利益共
生、权利共享、责任共担，形成共建美好
世界的最大公约数。

2022年9月，中亚，习近平主席对
哈萨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进行国事访
问。

其间，习近平主席分别同两国元首
就在双边层面启动践行命运共同体理
念达成重要共识。

从哈萨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到
印度尼西亚、巴基斯坦，再到柬埔寨、老
挝……如今，越来越多的国家同中国构
建命运共同体，中国倡议的世界意义和
实践伟力日益彰显。

“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对世界和人
类作出的贡献，不仅在于创造了多少物
质，还在于提出了什么理念。”希腊前总
统帕夫洛普洛斯如是评价。第71届联
合国大会主席彼得·汤姆森指出，构建
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人类在这个星球
上的唯一未来”。

走出一条国与国交往新路径

推动建设相互尊重、公平正义、合
作共赢的新型国际关系，这是习近平主
席为“国际关系向何处去”给出的中国
答案。

新时代，中国高举和平、发展、合
作、共赢的旗帜，推进和完善全方位、多
层次、立体化的外交布局，积极发展全
球伙伴关系。

在运筹大国关系方面，中国致力于
推进大国协调与合作，构建总体稳定、
均衡发展的大国关系框架：推进中俄新
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明确提出

“相互尊重、和平共处、合作共赢”的中
美关系三点原则，打造中欧和平、增长、
改革、文明四大伙伴关系。

在周边外交方面，召开新中国成立
以来首次周边外交工作座谈会，按照亲
诚惠容理念和与邻为善、以邻为伴的周
边外交方针深化同周边国家关系，稳定
周边战略依托，打造周边命运共同体。

在同发展中国家交往方面，从非洲
到中东，从拉美到太平洋岛国，众多发
展中国家都流传着习近平主席同大家
平等交往、共谋发展的佳话。中国秉持
正确义利观和真实亲诚理念加强同广
大发展中国家团结合作，整体合作机制
实现全覆盖。

这些年，习近平主席先后40多次
出访，足迹遍及世界五大洲，在国内外
主持和出席一系列重大多边外交活动，
接待访华国际政要数百位，同各国社会
各界保持广泛接触，引领中国特色大国
外交不断开创新局面。

如今，中国已同181个国家建立外
交关系，同110多个国家和国际组织建
立不同形式的伙伴关系。正如习近平
主席所言：“我们的朋友遍天下！”

谱写开放合作的时代篇章

2022年1月，全球疫情延宕反复、世
界经济复苏不确定性加剧之时，习近平
主席出席2022年世界经济论坛视频会
议，发表演讲强调：“经济全球化是时代
潮流。大江奔腾向海，总会遇到逆流，
但任何逆流都阻挡不了大江东去。”

以开放促合作、以合作谋发展，中
国致力于推动构建开放型世界经济，为
迷茫困顿的世界注入强大信心与动力。

2013年金秋，习近平主席在出访
期间，先后提出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
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重大倡议。

“在‘一带一路’建设国际合作框架
内，各方秉持共商、共建、共享原则，携
手应对世界经济面临的挑战，开创发展
新机遇，谋求发展新动力，拓展发展新
空间，实现优势互补、互利共赢，不断朝
着人类命运共同体方向迈进。这是我
提出这一倡议的初衷，也是希望通过这
一倡议实现的最高目标。”习近平主席
深刻指出。

2021年12月3日，老挝全国上下
洋溢着节日般的喜庆。当天，中老铁路
正式开通运营。

中老铁路北起中国昆明，南至老挝
万象，全长1035公里。作为两国共建

“一带一路”的旗舰项目，这条铁路的开
通，让老挝由“陆锁国”变为“陆联国”的
梦想终于成真。

共建“一带一路”倡议源于中国，但
机会和成果属于世界。

9年来，共建“一带一路”取得了实
打实、沉甸甸的成就：雅万高铁、瓜达尔
港等一大批基础设施项目扎实推进，

“六廊六路多国多港”的互联互通架构
基本形成；因为“一带一路”，马尔代夫
有了第一座跨海大桥，白俄罗斯有了自
己的轿车制造业，塞尔维亚斯梅代雷沃
钢厂重现辉煌……

最新数据显示，中国已同140多个
国家、30多个国际组织签署了200多
份合作文件。共建“一带一路”，已经成
为当今世界深受欢迎的国际公共产品
和国际合作平台，成为推动构建人类命
运共同体的重要实践平台。

贡献全球治理的中国方案

随着国际力量对比深刻调整，全球
性挑战日益增多，加强全球治理、推动
治理体系变革成为大势所趋。

坚持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观，
坚持全球事务由各国人民商量着办，中

国积极推进全球治理规则民主化。
这是积极参与全球治理体系改革

和建设的主动作为——
从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中的份额

和投票权跃居第三位，到发起成立亚投
行、新开发银行，设立丝路基金，再到
人民币正式纳入特别提款权货币篮
子……中国已从全球金融体系的普通
参与者，转变为公共产品的提供者和变
革的“发动机”。

这是以天下为己任的情怀和胸
襟——

中国在《巴黎协定》达成、生效、落
实过程中发挥重要作用；支持《生物多
样性公约》《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
等多边议程；率先发布《中国落实2030
年可持续发展议程国别方案》；多次提
出共建清洁美丽世界的国际主张，提出
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构建碳达
峰、碳中和“1+N”政策体系……

2016年9月，钱塘江畔，大潮涌动。
在二十国集团领导人杭州峰会上，

习近平主席全面阐释中国的全球经济
治理观。发展，在此次峰会上第一次被
置于全球宏观政策框架突出位置。

从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北京会议
到二十国集团领导人杭州峰会，从上合
组织青岛峰会到金砖国家领导人会晤，
从“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到中
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从博鳌亚洲论坛
到亚洲文明对话大会、北京世园会，从
中国共产党与世界政党领导人峰会到
《生物多样性公约》第十五次缔约方大
会第一阶段会议……一场场主场外交，
记录着中国推动完善全球治理、推动构
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不凡历程。

从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到共建
“一带一路”；从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
到提出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
从深化国际经济合作、促进共同发展，
到支持世界抗疫、打造人类卫生健康共
同体……一项项倡议主张，一个个实际
行动，彰显中国作为世界和平建设者、
全球发展贡献者、国际秩序维护者的作
为和担当。

登高望远天地阔，纵横捭阖自从
容。

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
坚强领导下，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站在历
史正确的一边，站在人类进步的一边，
必将不断开创新局面、开辟新境界，为
人类文明进步和世界和平发展作出新
的更大贡献。

（新华社北京9月25日电）

服务民族复兴 促进人类进步
——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特色大国外交全方位开展

本报讯 （记者 陈国栋）9月25
日，全市中小学党建工作和基础教育大
会召开。市委副书记、市委教育工作领
导小组组长李明清出席会议并讲话。他
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认真落实习近平
总书记关于基础教育工作的重要论述，
扎实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按照市委、
市政府要求，坚持和加强党对教育工作
的全面领导，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
深化基础教育改革创新，奋力书写重庆
基础教育现代化新篇章。市政府副市
长熊雪主持会议。

李明清强调，要把习近平总书记关
于基础教育的重要论述作为新时代基
础教育改革发展的根本遵循和行动指
南，站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
到“两个维护”的政治高度，全面系统
学、深入思考悟、联系实际谋，不断提高

谋划推动中小学党建工作和基础教育
事业发展的能力水平。

李明清强调，要不断加强和改进中
小学校党的建设，站稳政治立场、提升
政治能力、维护政治生态，贯彻落实中
小学校党组织领导的校长负责制，持续
增强基层党组织战斗堡垒作用，以高质
量党建引领保障中小学校高质量发
展。要认真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突
出基础教育民生导向，坚持优先发展，
加大投入力度，深化改革创新，促进教
育公平，提升服务供给水平，完善教育
评价机制，加强教师队伍建设，办好人
民满意的基础教育。要充分汇聚推动基
础教育事业发展的合力，加强组织领导、
考核督导和宣传引导，营造良好氛围，齐
心协力推动基础教育事业创新发展。

李明清还就抓好校园常态化疫情
防控、校园安全稳定等工作提出要求。

李明清在全市中小学党建工作和基础教育大会上强调

加强党的领导 深化改革创新
奋力书写重庆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新篇章

（上接1版）
重庆敢于担当、积极作为，成为推

动陆海新通道发展的“组织者”。
2019年，国家发改委印发《西部陆

海新通道总体规划》，明确以重庆为通
道的运营组织中心，服务通道建设，促
进通道共商共建共享。

重庆再接再厉，不断健全陆海新通
道物流体系。

今年3月底，满载着汽油机、发动
机、轮胎、打印纸等产品的陆海新通道
国际铁路联运班列，从两江新区果园港
铁路专用线驶出，向越南河内驶去。

这是陆海新通道首次以果园港为
起点，开行直达越南河内的陆海新通道
铁路班列，进一步夯实了鱼嘴站作为陆
海新通道重要始发点的地位。

鱼嘴站只是重庆为陆海新通道打
造的众多始发站点之一。截至今年9
月，重庆建成了由团结村集装箱中心
站、鱼嘴站、小南垭站、涪陵西站、洛碛
站、秀山站组成的始发节点体系。

以此为基础，重庆在陆海新通道上，
形成了以中心城区和江津为主枢纽，以
万州、涪陵为辅枢纽，以黔江、长寿、合
川、綦江、永川等为重要节点的“一主两
辅多节点”枢纽体系，辐射重庆全域。

零配件、化工原料、日用百货、农副
产品……重庆各区县的特色产品，加速
向陆海新通道各枢纽与节点汇聚。丰
富的货源品类，也让重庆陆海新通道的
开行规模，在沿线省区市中持续领先、
引领发展。

今年1—8月，重庆经陆海新通道
运输93494标箱，同比增长31.17%，货
值超169亿元，同比增长47.73%。其
中，开行铁联班列近1600列，占通道沿
线铁联班列总量的26%。截至8月底，
重庆经陆海新通道累计运输约36万标
箱，运输货值约646亿元。

重庆还在持续推动陆海新通道与
中欧班列（渝新欧）、长江黄金水道的联
动发展，统筹铁公水空多种运输模式，
推动“一带”和“一路”及长江经济带的
无缝衔接，让重庆位于“一带一路”和长
江经济带的联结点的定位更加凸显，让

“三个作用”的发挥更加有力。

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

通道沿线省区市合作不断扩大

截至8月29日下午，陆海新通道

铁海联运班列累计开行数量达到2万
班，标志通道迈向规模化运行。

放眼全球，一条国际物流大通道从
诞生到形成规模化，往往需要7—8年，
而陆海新通道用了不到5年。

高速发展的背后，是通道沿线省区
市通力协作。

5年来，陆海新通道沿线各省区市
秉承合作理念，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
使，结合自身基底，不断为陆海新通道
发展赋能添彩——

广西加快通道基础设施和运输能
力建设，如今，北部湾门户港已具备20
万吨级集装箱船通航和30万吨级油轮
靠泊能力，综合吞吐能力近3亿吨。

甘肃在重庆的帮助下，将本地的苹
果、洋葱等农产品和纯碱、铝材等运至
沿线地区，进一步扩大了通道的辐射带
动力。

宁夏建设区域物流分拨中心和货
物集散中心，推动东南亚和西部陆海新
通道沿线地区的优势产品在宁夏集散
分拨，塑造通道在西北地区的重要节
点。

海南以洋浦港为基础，将其集装箱
吞吐能力从160万标箱提升至220万
标箱，积极打造通道的国际航运枢纽。

……
一枝独秀不是春，百花齐放春满

园。5年来，各省区市步调一致，相向
而行，共同为陆海新通道建设交出令人
赞叹的答卷。

开行规模上，通道累计运输货物标
箱超过100万标箱，货值超过1300亿
元，品类达 640余种，运输网络覆盖
113个国家和地区的335个港口，来回
程比例接近1∶1，基本实现双向运输平
衡。

省际协作上，通道已形成西部所有
省区市、海南省、广东省湛江市、湖南省
怀化市携手的“13+2”共建格局。同
时，在重庆牵头统筹推动下，今年内，通
道的跨区域运营平台有望实现“13+2”
全覆盖。

品牌塑造上，“陆海优品”于2021
年成立，新疆葡萄干、西藏牛肉干、青海
黑枸杞、湖南怀化魔芋干、宁夏枸杞原
浆、贵州遵义红茶等沿线省区市的特色
产品汇聚一堂，以共同品牌，通过线
上+线下方式向境内外分销。

更让人欣喜的是，以陆海新通道为
“媒”，沿线省区市的合作频率变得更

高、合作氛围变得更浓。
以重庆和广西为例。自陆海新通

道开通后，两地作为通道的内陆枢纽和
主出海口，交往日益密切，合作领域快
速延伸，在会展方面也相互支持。

去年，第三届西洽会期间，广西以
“主宾省”身份来重庆布展并举行经贸
交流活动。今年9月，重庆也首次以

“主宾省”身份，参展在广西举办的第
19届东盟博览会，参展规模和企业数
量为历届之最。

百尺竿头，待更进一步。陆海新通
道的合作范围还将持续扩大。

目前，国内已有更多省区市向陆海
新通道伸出橄榄枝并付诸行动。今年
8月9日，河北省首发了陆海新通道的
京津冀班列，推动了京津冀与西部省区
市加速互联互通；湖南、安徽、河南等省
区市也正积极与重庆对接，希望尽早参
与共建陆海新通道，分享开放合作新机
遇。

深度服务国内国际双循环

为“一带一路”合作交往
架设重要桥梁

泰国林查班、缅甸仰光、印度孟
买、哈萨克斯坦阿拉木图……今年以
来，陆海新通道加速扩大辐射版图，近
10个“一带一路”沿线的城市成为新
晋目的地。

作为通道的运营组织中心，重庆积
极发挥陆海新通道载体作用，以“一域
服务全局”的理念，深度服务“一带一
路”建设。仅今年7月，重庆就与泰国、
缅甸、老挝三地开展了不同程度的合
作。

重庆市中新项目管理局、重庆江津
区与泰国国家石油公司签署一揽子涉
及陆海新通道发展的合作协议。后者
将把产品在重庆集散分拨，也将支持重
庆工业制品及轻工业产品、电商产品、
化肥等销往泰国市场。

缅甸驻重庆总领事馆正式开馆。
现场，重庆市文化旅游委和缅甸国家饭
店与旅游部综合司交换合作备忘录文
本，缅甸推广中心成功揭牌，4个重庆
与缅甸合作项目集中进行签约。

老挝组织代表团来渝，开展了一系
列活动，包括举办中国(重庆)—老挝经
贸合作交流会，为中国进出口商品集散
分拨中心、陆海新通道运营老挝有限公

司等项目揭牌，与重庆集中签约一批项
目等。

类似案例，重庆近几年可谓比比皆
是，也直接推动东盟成为重庆最大的贸
易合作伙伴。今年上半年，重庆与“一
带一路”沿线国家经贸合作密切，分别
实现进口1322.7亿元、出口1153.2亿
元，分别增长11.6%、10.1%。

陆海新通道的其他沿线省区市，也
在积极借助通道，畅通国内国际双循
环，融入“一带一路”建设。

广西在百色市打造了中国—东盟
农产品交易中心。依托陆海新通道，百
色将逐步构建“立足广西、辐射全国、链
接东盟”的物流网络，形成果蔬专列物
流分拨中心。

通过陆海新通道铁海联运班列，陕
西将神木的聚氯乙烯树脂运至越南，时
间较以前节省10天左右，成本每吨减
少500—600元。

新疆发挥陆海新通道的冷链物流
优势，将吐鲁番的哈密瓜、葡萄等水果，
运到了泰国曼谷市场，运输时间缩短至
8天左右。

怀化开工建设“国际陆港”，目标是
通过对接陆海新通道，打造成国家中西
部地区面向东盟的货运集结中心、湖南
省对外开放的重要平台、陆海新通道战
略门户城市的重要载体。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也积
极参与陆海新通道的建设，其中以越
南、印尼、泰国三国为主要代表。数据
显示，5年来，三国通过陆海新通道进
出口货物，分别占通道总货值的62%、
12%和6%。

值得一提的是，2021年5月，第三
届西洽会上，印尼、越南、老挝等国家，
与中国西部地区12个省区市、海南省、
广东省湛江市联合发布“陆海新通道国
际合作（重庆）倡议”，欢迎各方一起共
建陆海新通道，进一步突出陆海新通道
的互联互通效应。

5年时间，陆海新通道已成为推动
“一带一路”合作交往的重要桥梁。

大鹏一日同风起，扶摇直上九万
里。

随着更多国家、地区、企业加入陆
海新通道“朋友圈”，这条通道将发出更
大的能量，推动全球供应链、产业链、价
值链加速重构，成为深度服务沿线国家
与地区，乃至全球经济的国际经贸走
廊。

（上接1版）带头走好群众路线，发挥自
身优势，深入调查研究，把广大党员群
众的心声和建议收集起来、反映上来，
为党中央决策提供科学依据。

党的二十大，承担着认真总结过去5
年工作，全面总结新时代以来以习近平
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团结带领全党全
国各族人民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取得的重大成就和宝贵经验，制定
行动纲领和大政方针，选举新一届中央
领导集体的重大使命。大会期间，代表
们将听取和审查中央委员会的报告、审
查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的报告，反映广
大党员群众的意见和要求，讨论并决定
党的重大问题，选举新一届中央委员会
和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每一位代表
都要以强烈的政治责任感和历史使命
感，以饱满的热情和昂扬的精神状态，
认真参加各项议程，正确行使民主权

利，依法按章办事，务实建言献策，为大
会圆满成功做出应有贡献。大会之后，
代表们要带头学习宣传党的二十大精
神，积极引导党员群众把思想和行动统
一到二十大精神上来，统一到贯彻落实
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扎实有效做好各
项工作上来，切实发挥好代表作用。

同心向党盼盛会，奋楫扬帆启新
程。我们坚信，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
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经过全体代表共
同努力，党的二十大一定能开成一次团
结的大会、胜利的大会、奋进的大会，为
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
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汇聚起磅礴力量，
把中国发展进步的命运牢牢掌握在自
己手中，奋力谱写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
代化国家崭新篇章！

（人民日报 9 月 26 日评论员文章
新华社北京9月25日电）

（上接1版）调研中，胡衡华还考察了忠
州博物馆和忠州展览馆。

丰都县重庆恒都农业集团是从事
牛肉精深加工的农业龙头企业，带动了
当地产业发展。胡衡华详细了解肉牛
养殖、精深加工等，希望企业进一步提
升品牌知名度和影响力，加快上市步
伐，借助资本市场发展壮大，为乡村振
兴作出更大贡献。重庆金籁科技公司
是一家从事电感、变压器、线圈研发制
造的国家高新技术企业。胡衡华了解
企业项目建设情况和产品应用，他强
调，要用好以商招商、产业链招商等方
式，延伸产业链条，推动产业集聚发
展。枣丰协作农业高新技术产业园是
鲁渝协作项目，已初步形成了现代农业
产业体系。胡衡华与基地负责人交流，
了解种苗快繁、农业实用技术培训等情
况，希望企业加强新技术推广应用，发
挥在种苗快繁等方面优势，不断取得更

多创新成果。
调研中，胡衡华听取城口县、忠县、

丰都县城市规划建设情况汇报，对三地
近年来经济社会发展取得的成绩给予
肯定。他强调，要大力发展特色优势产
业，把产业发展、促进就业、群众增收有
机结合起来，全力支持企业发展，推动
农业“接二连三”，加快提升绿色制造产
业能级。要用好渝东北丰富的文化、旅
游资源，进一步完善旅游基础设施，加
强区域协同发展，持续做靓“大三峡”文
旅品牌。要加强生态环境保护，扎实推
进山水林田湖草沙系统保护和修复，筑
牢长江上游重要生态屏障。要毫不放
松抓好疫情防控，从严从实从细做好安
全生产、信访稳定等工作，持续保障和
改善民生，为党的二十大胜利召开营造
良好氛围。

城口县、忠县、丰都县，市有关部门
负责人参加。

（上接1版）根据新冠肺炎疫情联防联
控需要，制定静态管理下的社区应急志
愿服务工作方案，组建闭环小区内志愿
队伍，指导 62700 名应急志愿者在
1943个闭环小区内开展生活物资搬运
派发、维护核酸检测秩序、生活垃圾转
运、特殊病人照顾等工作，做到防疫于
未然。

万州区还广泛发动群众参与文明
实践志愿服务队伍。各文明实践所、站
建好用好志愿服务分队、小队，各级党
组织主要领导分别担任分队或小队队
长，通过党员干部率先行动，先进典型、
文化能人、网格长、楼栋长等带头动员，
广大群众就近就便参与，基层志愿队伍
持续壮大，实现了从“人人看”到“人人
干”的蜕变。当前，全区注册志愿者超
过14.4万人，志愿服务队伍超过960
支，在职党员文明实践志愿服务活动参

与率超过89%。
结婚到底应不应该要彩礼？近日，

在甘宁镇永胜村箭楼院子内，开展了一
场由万州区民政局、甘宁镇新时代文明
实践所主办的“倡导文明婚俗·培育文
明新风”主题活动。6名村民围绕“结
婚收不收彩礼”展开激烈辩论，围观的
村民听得津津有味，文明婚俗新风在你
来我往的唇枪舌战中深入人心。

据了解，围绕开展实践科学理论、
宣传宣讲党的政策、培育践行主流价
值、丰富活跃文化生活、开展移风易俗
等五大主题，万州文明实践中心、所、站
按“一月一主题”制定文明实践项目清
单，各志愿服务队伍按照“受众分众化、
项目多样化、地点便民化”要求，广泛开
展“理论直通车”“老屋院子讲堂”“土家
龙门阵”“乡村夜话”等活动7600余场
次，惠及群众23万余人。

近日，内环快速路沙坪坝段拓宽改造工程有序推进。该工程为市级重点项目，
全长5480米，起点接西环立交，终点接高家花园大桥南桥头，拟将现有双向6车道
加应急停车带拓宽为双向10车道。目前已完成整个项目工程量的约80%，预计年
内实现主线通车，届时该段通行能力将提升1/3以上。

记者 张锦辉 摄/视觉重庆

内环快速沙坪坝段拓宽改造工程年内通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