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讯 （记者 杨永芹）12月26日13时，九永高速
（九龙坡至永川）和万利高速（万州到湖北利川）重庆段将正
式建成通车，届时我市高速公路通车里程将突破3000公
里，达到3023公里，对外高速公路省际通道达到19个。这
是12月24日重庆日报记者从市交委获悉的。

据介绍，九永高速是我市第一条建成通车的射线扩能高速
公路、永川也由此成为我市第一个形成环线高速公路的区县，境
内由成渝、永江、九永高速部分路段组成，全长约56公里。

市交委称，针对成渝、渝遂、渝黔等高速公路进出城路
段常态化拥堵，除了九永高速外，目前我市已经开建了渝
长高速公路扩能和渝黔高速公路扩能（重庆段）项目。根
据我市交通基础设施建设提升战略行动方案，这两个项目
将于2020年建成通车。明年，我市将启动渝遂高速公路
扩能项目。

2019-2020年期间，我市还将启动渝武高速公路扩能
（渝北至合川段）、成渝高速公路扩能（永川至荣昌段）、渝湘
高速公路扩能（巴南至武隆段）等项目。

同时，我市将加快主要节点城区环线高速公路建设。
到2020年，我市将形成合川、黔江、潼南等城区高速公路环
线，加快万州、江津、铜梁、涪陵、南川、綦江等城区高速公路

环线建设。
根据我市交通基础设施建设提升战略行动方案，到

2020年，全市高速公路通车里程将达到3800公里，高速公
路网密度达到4.6公里/百平方公里，渝西地区各相邻区之

间实现高速公路1小时内直达，主城区至渝西地区以及万
州、黔江等重点地区至少有2条高速公路，渝东北地区和渝
东南地区之间在境内实现2条以上高速公路直连。

（相关报道见2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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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业和信息化部、中国民航局、中国航空工业集团公司并参
加AG600首次飞行任务的各参研参试单位和全体同志：

在大型灭火/水上救援水陆两栖飞机AG600首飞成功
之际，中共中央、国务院向参加AG600项目研制任务的全体
参研参试单位和人员，表示热烈的祝贺和亲切的慰问！

大型灭火/水上救援水陆两栖飞机AG600是我国首次
按照中国民航适航规章要求研制的大型特种用途飞机，是
国家应急救援体系建设急需的重大航空装备。它的首飞成
功，标志着我国航空工业特种用途飞机研制能力取得重大
突破，是继C919大型客机首飞成功后我国民用航空工业发
展的又一个重要里程碑。这是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
中央坚强领导下我国航空工业发展的最新成就，对于践行
新发展理念，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推进制造强国和科技
强国建设，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新时代要有新气象新作为。AG600首飞成功只是项目
研制中的关键一步，后续任务依然艰巨繁重。希望你们更
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高举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全面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以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不忘初心、牢
记使命，大力弘扬航空报国精神，勇攀科技高峰，加快我国
大型水陆两用飞行器研制进程，促进国家应急救援航空装
备体系建设发展，为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夺取新时代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
梦再立新功！

中共中央
国务院

2017年12月24日
（新华社北京12月24日电）

中共中央国务院对AG600首飞成功的贺电

新华社北京12月24日电 近
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
厅印发了《关于加强贫困村驻村工
作队选派管理工作的指导意见》，
并发出通知，要求各地区各部门结
合实际认真贯彻落实。

《关于加强贫困村驻村工作队
选派管理工作的指导意见》全文如
下。

为着力解决驻村帮扶中选人
不优、管理不严、作风不实、保障不
力等问题，更好发挥驻村工作队脱
贫攻坚生力军作用，现就加强贫困
村驻村工作队选派管理工作提出
如下指导意见。

一、总体要求

（一）指导思想。全面贯彻党
的十九大精神，以习近平新时代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认真
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关于脱贫攻坚
决策部署，紧紧围绕统筹推进“五
位一体”总体布局和协调推进“四
个全面”战略布局，牢固树立和贯
彻落实新发展理念，深入实施精准
扶贫精准脱贫，以实现贫困人口稳
定脱贫为目标，确保贫困村驻村工
作队选派精准、帮扶扎实、成效明
显、群众满意。

（二）基本原则
——坚持因村选派、分类施

策。根据贫困村实际需求精准选
派驻村工作队，做到务实管用。坚
持因村因户因人施策，把精准扶贫
精准脱贫成效作为衡量驻村工作
队绩效的基本依据。

——坚持县级统筹、全面覆
盖。县级党委和政府统筹整合各
方面驻村工作力量，根据派出单位
帮扶资源和驻村干部综合能力科
学组建驻村工作队，实现建档立卡
贫困村一村一队。驻村工作队队
长原则上由驻村第一书记兼任。

——坚持严格管理、有效激
励。加强驻村工作队日常管理，建
立完善管理制度，从严从实要求，
培养优良作风。健全保障激励机
制，鼓励支持干事创业、奋发有为。

——坚持聚焦攻坚、真帮实
扶。驻村工作队要坚持攻坚目标
和“两不愁、三保障”脱贫标准，将
资源力量集中用于帮助贫困村贫
困户稳定脱贫，用心、用情、用力做
好驻村帮扶工作。

二、规范人员选派

（一）精准选派。坚持因村选
人组队，把熟悉党群工作的干部派
到基层组织软弱涣散、战斗力不强
的贫困村，把熟悉经济工作的干部

派到产业基础薄弱、集体经济脆弱的贫困村，把熟悉社会工作的
干部派到矛盾纠纷突出、社会发育滞后的贫困村，充分发挥派出
单位和驻村干部自身优势，帮助贫困村解决脱贫攻坚面临的突出
困难和问题。

（二）优化结构。优先安排优秀年轻干部和后备干部参加驻
村帮扶。每个驻村工作队一般不少于3人，每期驻村时间不少于
2年。要把深度贫困地区贫困村和脱贫难度大的贫困村作为驻村
帮扶工作的重中之重。东西部扶贫协作和对口支援、中央单位定
点帮扶的对象在深度贫困地区的，要加大选派干部力度。

（三）配强干部。县级以上各级机关、国有企业、事业单位要
选派政治素质好、工作作风实、综合能力强、健康具备履职条件的
人员参加驻村帮扶工作。新选派的驻村工作队队长一般应为处
科级干部或处科级后备干部。干部驻村期间不承担原单位工作，
党员组织关系转接到所驻贫困村，确保全身心专职驻村帮扶。

（下转2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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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 黄乔）12月22日，市四届人大常委会举行
第八十三次主任会议，市人大常委会主任张轩主持会议。

会议听取了市政府关于《重庆市大气污染物和水污染物环境
保护税适用税额的方案（草案）》的汇报，听取了市人大财经委、常
委会预算工委就《关于预算审查前听取人大代表和社会各界意见
建议的实施意见（草案）》和《重庆市人大代表预算审查监督联络
员工作办法（草案）》的汇报。

会议还听取了市人大内司委关于《重庆市人大常委会对〈重
庆市高级人民法院关于全市司法体制改革情况的报告〉的审议意
见（送审稿）》《重庆市人大常委会对〈重庆市人民检察院关于推进
司法体制改革情况的报告〉的审议意见（送审稿）》的汇报，听取了
市人大常委会办公厅关于《重庆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专题
询问办法（草案）》和关于举行市四届人大常委会第四十三次会议
补充事项的汇报。

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郑洪、沈金强、夏祖相，秘书长龙华出席
会议。

市四届人大常委会
举行第八十三次主任会议

张轩主持会议

本报讯 （记者 李星婷）坚定文化
自信，传承中华文脉；吟诵巴渝古诗，滋养
精神世界。“重走古诗路 思君下渝州——

巴渝古诗词传承盛典”明晚将在重庆大学
虎溪校区学生活动中心举行。

今年6-10月，重庆日报推出了“重走
古诗路 思君下渝州——探寻重庆古诗地
图”全媒体系列报道，采访团队遍访全市
38个区县（自治县），挖掘史料，实地寻
访，讲述这些诗歌中蕴含的人文精神，推
出了36个整版共计16万字的报道，梳理
出近万首重庆古诗，报道引起了社会各界
广泛而热烈的反响。这是重庆第一次以
区域为视角对巴渝古诗进行全面梳理报

道，也是一项规模宏大的传统文化传播普
及工程。

今年10月，结合网络投票和专家评
审，评选出“重庆最美十大古诗”。它们是
（以诗人生辰为序）：《龙门峡》（陈子昂）、
《峨眉山月歌》（李白）、《早发白帝城》（李
白）、《登高》（杜甫）、《竹枝词四首·其一》
（白居易）、《离思五首·其四》（元稹）、《夜
雨寄北》（李商隐）、《武陵景》（寇准）、《竹
枝词》（黄庭坚）、《重庆府》（何明礼）。

（下转5版）

重走古诗路 思君下渝州

巴渝古诗词传承盛典26日上演
《思君下渝州——探寻重庆古诗地图》出版

新时代 新气象 新作为

一条18.8公里的村级公路，修了17年。
至今，还有100米没通。

这条路是从巫山县官阳场镇通往老鹰
村的村级公路。修了这么久，村民们对牵
头修路的刘典元却毫无怨言，反而说：“跟
着老刘干，我们不后悔！”

老刘，曾任官阳镇副镇长、老鹰村第一
书记、驻村工作队队长，一位有着31年党
龄的老党员。今年11月已退休的他，现在
还成天泡在平均海拔超过1700米的老鹰
村里，不肯下山。

时常，老伴打来电话：“这路你修了17
年，修得差不多了，你该歇歇了。”

老刘说，这条路一定要修通，他才甘心。
老鹰村位于官阳镇西北，接壤巫溪县

兰英乡，是巫山最偏远、条件最艰苦的贫困
村之一。不通公路，多年来村民进出只有

“毛毛路”。2001年，刘典元开始联系老鹰
村，为了摸清情况，他起早贪黑，用了整整
10天时间，才把全村10个组逐一走遍。

当年10月，刘典元请缨，和村干部一
起，带领村民为老鹰村修路。这一修，就是
17年。这条未完全打通的路，像老鹰村的
座座山峰，压得他经常彻夜难眠，“路不修
通，我这辈子都转不出这些山沟沟。”

转不出去的，还有老鹰村225户、740
名村民。

“做梦都想修条路出去，
老的等死了，年轻的等老了”

老鹰村村名，源于境内深逾500米、绵
延十几公里的老鹰沟。在2001年以前，这
里只有一条宽不足30厘米的“毛毛路”与

外界相通。
700多村民就散居在沟两侧的陡坡

上。他们靠种苞谷、洋芋、红苕填饱肚子，靠
种植党参、独活、云木香等中药材贴补家用。

“下沟、爬崖，再上坡、翻山、下坡……”
12月中旬，阴沉的天飘着雪花，74岁的黄
权明在象鼻子崖下驻足，讲述着进出老鹰
村的艰难，“清早天不亮出门，到官阳赶个
场，下半夜能回屋。”

在黄权明的记忆里，进出村子，印象最
深的是肩挑背扛那100多斤担子的重压和
翻山越岭的艰险，“滑到沟里，就算交待了。”

这样的经历，在老鹰村每个村民的心
里烙下了抹不去的“疤痕”。

村支书王远太曾在老鹰村雾溪阳坡村
校任教8年。孩子们的教材，就靠他从官阳
场镇背进山，“全校40多个学生的教材，太
重了，只有先背语文和数学课本，其它的过
两天再背。”

天蒙蒙亮时出山，孩子们倚在村校的木
门上，看着老师的背影逐渐模糊，往往到深
夜睡眼蒙胧时也等不到老师归来的消息。

和大多数村民相比，村主任郑芳雄出村要
轻松些，因为他养了几匹骡子。可2010年初，
两匹骡子却摔死在象鼻子崖下。

“做梦都想修条路出去，我们自己修了
200米，再也修不动了。”风冷，71岁的胡怀
玖猛嘬两口烟，叹了一口气，“老的等死了，
年轻的等老了，小的等走了，都觉得修这条
路是没指望了。”

隧道在山肚子里转圈，
修成了“9”字形

总有人不信邪。
2001 年，刘典元下定决心，要带领

大家修通从官阳场镇通往老鹰村的村级
公路。“我看了地形，觉得三五年肯定能
搞成。”

（下转4版）

一 条 未 修 完 的 路
——巫山老党员刘典元17年修路的故事

本报记者 张红梅 陈维灯

▲通往巫山老鹰村的道路十分险要。这条全
长18.8公里的村级公路，还有100米没有修通。

▲12月11日，巫山官阳镇老鹰村象鼻子崖，工人在开凿施工便道，他们希望在两个月
内打通这条路。 （本组图片均由记者谢智强摄）

▼12 月 11 日，刘典元骑着摩托车通过杜家
湾洞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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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永和万利高速明日通车
重庆高速公路通车里程突破3000公里

他，为了帮助村民脱
贫，主动请缨修路，一修就
是17年；

他，为了修路四处“化
缘”，交通局、农委、扶贫办
的门槛都快被他踏平了；

他，带领村民用钢钎
和铁锤挖隧道，打炮眼、填
炸药，甚至“连蒙带骗”请
来包工头接活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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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永高速示意图

（
市
交
委
供
图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