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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垫江县环保局会议室的墙上，挂
上了一张巨幅的“作战地图”。图上显示
的是垫江的河流水系，沿着这些河流水
系的走向，还用红色、绿色的小旗标注了

300多个点位。
这幅“作战地图”有什么用？300多

面小旗又代表着什么？
“这是我们同全县309个涉水污染

源‘交战’的地图，红、绿小旗分别代表着
尚未完成整治和已经完成整治的涉水污
染源。”垫江县环保局副局长罗斗明介
绍，今年以来，垫江县对县域内的河流水
系进行了摸底排查，共梳理出309个涉
水污染源，形成了这幅“作战地图”。

今年4月，地图上全是红色的小旗；

如今，地图上红色的小旗，仅剩下8面。

81个工业污染源已
全部治理完成

9月初，阴雨连绵，垫江县澄溪工业
园区外，打渔溪在此绕了个弯儿，向着长
寿区奔流而去。

澄溪工业园里，年产值近4亿元的重
庆兴发金冠化工有限公司正利用天然气
法生产二硫化碳和二甲基亚砜。

“每天产生的工业废水有100多吨，
全部接入公司自建的污水处理厂处理达
标后排放。”公司总经理聂志红告诉记
者，天然气法生产二硫化碳和二甲基亚
砜，其产生的废水中含有COD和氨氮，
主要采取化学氧化法和生化法并添加蔗
糖进行降解处理。该公司在2005年入
驻澄溪工业园区时，配套建设了污水处
理厂，近期又投入200多万元完成污水
处理工艺的改造升级。

（下转3版）

垫江对县域内河流水系进行摸底排查

挂图作战 集中整治309个涉水污染源
本报记者 陈维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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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在天津举行的第十三届全国运动会首次纳入群众体育
项目，设立了19个大项的群众比赛。我市体育爱好者参加了18
个大项的选拔，最终有126名佼佼者脱颖而出，晋级13个大项
的决赛，并在棋牌、龙舟、轮滑、羽毛球等项目中取得1金4银5
铜的不俗成绩。

正所谓有了普及才会有提高。据统计，目前我市经常参
加体育锻炼的人口比例达到 43.78%，国民体质抽样合格率达
到 92.7%。但不容忽视的是，体育场馆场地和设施依然不足，
分布不均衡，很多运动场地常常是人满为患；全市人均健身
场地面积为1.37平方米，低于全国1.57平方米的平均水平。

体育承载着国家强盛、民族振兴的梦想。要把人民作为发展
体育事业的主体，把满足人民健身需求、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作为
体育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落实全民健身国家战略，不断提高
人民健康水平。广泛开展全民健身运动，要重视从青少年抓起，
培养其伴随终身的体育爱好，还要进一步改善公共体育基础设施
条件，让每个人都能方便地找到舒适的健身场地，这样才能真正
让重庆动起来，让全民动起来，以全民健康促进全面小康。

让重庆动起来
让全民动起来

王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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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在深度贫困地区脱贫攻坚座谈会上的讲话》单行本出版

“我衷心希望厦门会晤为我们开启新
的合作之门、发展之门，迎来金砖合作第
二个‘金色十年’，开辟新兴市场国家和发
展中国家光明未来。”

——习近平

厦庇五洲客，门纳万顷涛。
2017年9月3日至5日，福建厦门，习

近平主席出席并主持金砖国家领导人第
九次会晤和新兴市场国家与发展中国家
对话会，出席金砖国家工商论坛开幕式。

主持大小范围会议、发表演讲致辞、
会晤与会外国领导人……站在新十年的
起点上，习近平主席立足金砖，放眼世界，
携手各方擘画共同发展进步的新蓝图。

一城如花半倚石，万点青山拥海来。
鹭岛为证，金砖合作在这里发出更加耀眼
的光芒，中国声音在世界舞台愈发响亮。

大国引领，凝聚金砖国家力量

这一次，世界将目光投向厦门，关注
金砖国家合作将书写怎样的新篇章。

4日清早，一道绚丽的彩虹横跨山海
之间。

形似巨轮的国际会议中心，迎宾长廊
如展翅飞翔的白鹭向前延伸。长长的红
毯两侧，英姿飒爽的礼兵昂首伫立。

习近平主席提前来到白鹭厅，迎接出
席金砖国家领导人会晤的四国来宾。

2017年新年伊始，习近平主席的信函
发往四国领导人手中，介绍主席国设想，由
此正式拉开金砖国家“中国年”的大幕。

十年风雨同舟，十年砥砺前行。论分
量、看成色，金砖国家合作对全球发展举
足轻重。

南非总统祖马、巴西总统特梅尔、俄
罗斯总统普京、印度总理莫迪如约而至，
习近平主席同远道而来的贵宾握手寒暄。

面对各国记者，5国领导人并肩站立。
“咱们手拉手！”习近平主席伸出双手示
意。照相机快门响起，定格这历史的瞬间。

凤凰厅内，5位领导人围圆桌落座。
圆桌中央，代表5国的彩色花瓣分外醒
目。习近平主席敲击木槌，宣布金砖国家
领导人第九次会晤开幕。

“‘交得其道，千里同好，固于胶漆，坚
于金石。’金砖合作之所以得到快速发展，
关键在于找准了合作之道。”习近平主席
的点睛之语，阐明了山海相隔的金砖国家
能够走到一起的合作基础。

回望来时路，启示新未来。在金砖国
家工商论坛开幕式上，习近平主席面向
1000多位中外工商界人士及相关国际组
织和机构代表发表主旨演讲，深刻揭示出
金砖合作发展的要义：

——平等相待、求同存异。金砖国家
不搞一言堂，凡事大家商量着来；

——务实创新、合作共赢。金砖国家不是碌碌无为的清谈馆，而是
知行合一的行动队；

——胸怀天下、立己达人。金砖合作理念得到越来越多理解和认
同，成为国际社会的一股正能量。

时针回拨到2013年初，南非德班，习近平就任国家主席后首次出席
金砖国家领导人会晤，全面阐述中国立场，提出金砖国家“一体化大市
场、多层次大流通、陆海空大联通、文化大交流”四大目标。

5年历程，步履坚实。在巴西福塔莱萨，倡导“开放、包容、合作、共
赢”的金砖精神；在俄罗斯乌法，提出构建金砖国家“四大伙伴关系”；在
印度果阿，宣示扩大和巩固金砖国家“朋友圈”。

一举一动，尽显中国作为。
《时间去哪儿了》，一部由金砖国家首次联合拍摄的电影即将在全球

上映。 （下转2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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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 陈国栋）9月6日，市长张国清主
持召开市政府第182次常务会议，审议并原则通过《重
庆市市长国际经济顾问团会议第十二届年会总体方
案》和《关于调整重点水源工程建设管理机制的实施方
案》。

会议指出，重庆市市长国际经济顾问团年会是我市
与世界500强企业友好交往和密切合作的高端平台，办
好该年会对提升重庆影响力，加快建成内陆国际物流枢
纽、口岸高地和内陆开放高地具有重要意义。第十二届
年会的主题为“重庆自贸试验区：探索、开放与创新”。
会议强调，要抓好宣传推介，加大对重庆各类开放平台、
发展环境、投资政策的宣传力度。要主动做好合作项目
的对接工作，吸引更多国际知名企业来重庆投资兴业。
要统筹细致安排好各项活动，让参会者充分感受重庆的
魅力与活力，实现共赢发展。

会议审议了《关于调整重点水源工程建设管理机制
的实施方案》，针对重点水源工程建设责权不匹配等问
题，调整了重点水源工程建设管理机制，厘清和明确了

重点水源工程建设责任边界。会议要求，要严格落实重
点水源工程建设管理改革要求，鼓励区县通过各种方式
积极拓展资金筹集渠道，强化协作配合，形成齐抓共管
推进重点水源工程建设的合力。

会议进一步学习传达了市委常委会议关于开展全
市交通建设“三年会战”工作的决策部署，对下一步工作
进行了细化安排，要求充分认识到加快交通建设是落实

“两点定位”的重大战略举措，切实抓好落实，快速启动
各项工作，尽快成立领导小组，筹建好铁建办，建立重点
项目指挥长制、项目负责制和定期调度制，做实做细各
项前期工作，全力以赴打赢交通建设“三年会战”。

会议研究了做好安全生产大检查有关工作，要求在
建立安全生产大检查工作责任制、严格安全监管执法、
强化问题隐患整改、开展专题整治、严肃追责问责等方
面加大力度，认真做好各项准备工作。

会议还研究了高等职业教育考试招生等有关事项。
市政府领导刘强、陈和平、刘桂平、屈谦等出席会

议。

市政府召开第182次常务会议

本报讯 （记者 廖雪梅）山城夜景又添新
光彩。记者9月6日从市城市照明管理局了解
到，经过近一年建设，嘉悦大桥、高家花园大桥
和大佛寺大桥的灯饰工程已基本建成，嘉华大
桥、渝澳大桥、石板坡长江大桥延伸段景观照明
设施补充也于日前完成，实现全面亮灯。

据悉，刚亮灯的3座桥梁和3段延伸段灯饰
系主城区桥梁景观照明提升第三期工程。主城
区桥梁景观照明提升一期工程建设始于2015

年，包括10座跨江大桥和15艘趸船灯饰工程建
设；二期工程涉及机场路（江北机场至红旗河沟
段）沿线跨线桥、立交桥、重要楼宇及江北机场、
龙头寺火车站等地景观照明提升项目，均已建
成投用。

三期工程以“大气雅致、科技领先”为原则，
所选灯饰以暖白光和暖黄光为主，着力营造宁
静、悦目、活力、祥和的城市夜景。

本组图片由记者谢智强、罗斌、崔力摄

（据新华社）

山城夜景又添新光彩

主城三座大桥灯饰工程启用

大佛寺大桥

双门镇江

本报讯 （记者 王伟）9月3日，央视大型城市文化
旅游品牌竞演节目《魅力中国城》推出城市宣传推介片
《厉害了，我的国》。入围《魅力中国城》竞演节目32强的合
川区成为节目主角之一，展现了一个魅力十足的合川形象。

《魅力中国城》是中央电视台2017年度重点节目，
由央视财经频道等联合制作，旨在利用主流媒体平台，

呈现中国城市的旅游资源和文化特色，助力城市发展，
助推社会经济转型。该节目于今年4月正式启动，围
绕城市建设、旅游发展、人文资源等方面设置了遴选标
准。最终，全国16个省份的80多个报名城市中，仅有
32个被确定为竞演城市。

（下转2版）

合川跻身《魅力中国城》32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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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市首条公交优先车道
12日正式投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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寻找重庆文化新地标
主题宣传活动启幕

9月14-17日，第六届重庆文博会将在重庆悦来国
际博览中心举行。本报将首次以“文化＋”形式，推出

“重庆文化新地标 绘就发展新地图”大型主题宣传。
此次主题宣传，本报将以全新视角探寻重庆文

化新地标，围绕“文化＋旅游”“文化＋产业创新”“文
化＋厚重人文”“文化＋绿色发展”等主题，及时报道
各区县在五大发展理念引领下，进一步深化文化体
制改革，推动特色文化产业发展等方面的亮点、举
措。用鲜活、丰富的文字配合生动、直观的图片，聚
焦各区县在文化建设方面的新成果。

联系电话：023-63907707
邮箱：cqrb168@163.com

习近平向2017中国－阿拉伯国家博览会致贺信

新华社北京9月6日电 国家主席习近平6日应约同美国
总统特朗普通电话。

习近平指出，当前，中美各领域交往与合作继续推进。两国
外交安全团队和经济团队保持密切沟通，双方正在筹备首轮中美
社会和人文对话、执法及网络安全对话。中方重视总统先生年内
对中国的国事访问，希望双方团队共同努力，确保访问取得成功。

特朗普表示，我同习近平主席保持密切沟通、就重大国际
和地区问题加强协调十分重要。我期待着年内对中国进行国
事访问并同习主席再次会晤。

两国元首重点就当前朝鲜半岛局势交换了看法。习近平
强调，中方坚定不移致力于实现朝鲜半岛无核化，维护国际核
不扩散体系。同时，我们始终坚持维护朝鲜半岛和平稳定，坚
持通过对话协商解决问题。要坚持和平解决的大方向，解决朝
鲜半岛核问题，归根结底要靠对话谈判、综合施策，积极探寻长
久解决之道。

特朗普表示，美方对当前朝鲜半岛形势的发展深感关切，
重视中方在解决朝核问题上的重要作用，愿加强同中方的沟
通，尽早找到解决朝鲜半岛核问题的办法。

习近平应约同美国总统特朗普通电话

不到不到3636平方米的地面上停放平方米的地面上停放
1616辆车辆车，，这是怎么这是怎么做到的做到的？？

立体车库的创新秘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