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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强报刊

新 华 社 北 京 10 月 17 日 电
在第五个国家扶贫日到来之际，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
军委主席习近平对脱贫攻坚工作
作出重要指示强调，改革开放的
40年，是我国逐步消除贫困的40
年。40年的接续奋斗，让7亿多
人口摆脱了贫困，创造了人类减
贫史上的奇迹。现在，中华民族
千百年来存在的绝对贫困问题，
就要历史性地得到解决，脱贫攻
坚进入最为关键的阶段。

习近平指出，行百里者半九
十，越到紧要关头，越要坚定必胜
的信念，越要有一鼓作气攻城拔寨
的决心。只要各地区各部门切实
担起责任、真抓实干，只要贫困地
区广大干部群众继续奋发进取、埋
头苦干，只要全党全国各族人民万
众一心、咬定目标加油干，就一定
能如期打赢脱贫攻坚这场硬仗。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
院总理李克强作出批示指出，各
地区各部门要以习近平新时代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
认真贯彻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
署，结合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加大
精准脱贫力度，特别要加强对深
度贫困地区脱贫的支持，针对特
殊贫困人口采取更有力的帮扶
措施。严格资金监管，完善扶贫
考核评估和督察巡查。把扶贫
和扶志、扶智结合起来，更有效
激发贫困地区贫困人口脱贫内
生动力，确保完成今年再减少
1000 万以上贫困人口的任务，
确保到2020年我国现行标准下
农村贫困人口实现脱贫，解决区
域性整体贫困。

全国脱贫攻坚奖表彰大会暨
先进事迹报告会17日上午在京举
行。会议传达学习了习近平重要
指示和李克强批示。中共中央政
治局委员、国务院扶贫开发领导
小组组长胡春华出席会议并讲
话。他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
总书记关于扶贫工作的重要论
述，发挥扶贫脱贫先进典型示范
带动作用，大力弘扬不忘初心、勇
于担当的攻坚精神，扶贫济困、守
望相助的大爱精神，自力更生、开
拓进取的奋斗精神，敢想敢干、勇
于探索的首创精神，实行最广泛
的社会动员，为打赢脱贫攻坚战
营造浓厚氛围、凝聚强大合力。

会议对99名获奖个人和40
个获奖单位进行表彰。刘洪、王喜
玲、张渠伟、徐冬梅、黄振荣、闻彬
军等获奖代表作先进事迹报告。

2018年全国脱贫攻坚奖获
奖代表、国务院扶贫开发领导小
组成员、承担定点扶贫任务的在
京中央单位有关负责同志出席会
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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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 罗静雯）10月17日，市长唐良智
主持召开市政府第27次常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降低
制造业企业成本若干政策措施》。

会议指出，进一步降低制造业企业成本，是全面贯
彻落实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党的十
九大精神，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促进实体经济高质
量发展的重要举措。我市将推出优化供地降低成本、科
学降低社保成本、有效降低运输成本、落实税收优惠政
策、合力降低能源成本、降低企业采购成本、降低企业融
资成本、支持智能化改造升级降低企业运营成本、降低
制度性交易成本、建立降本长效机制等10项政策措施，
切实减轻制造业企业负担。

会议强调，要认真贯彻国家有关文件精神，按照陈
敏尔书记要求，坚持问题导向，注重精准施策，不求包罗
万象，但求务实管用，真正有效降低制造业企业生产经
营成本。要坚持远近结合、标本兼治，一方面及时出台
有针对性的政策措施，另一方面着力深化体制机制改
革、营造良好发展环境。要鼓励和引导企业加快转型升

级步伐，发现和培育新增长点，压缩和淘汰落后产能，推
动新旧发展动能接续转换。要强化企业内部挖潜增效，
引导企业采取提升全员劳动生产率、提高管理水平、加
快技术创新等措施降低内部成本。要将降低企业成本
与提高供给质量有机结合，进一步增加制造业产品和服
务有效供给，增强全市制造业竞争力。

会议审议通过了《重庆市主城区“两江四岸”治理提
升实施方案》。会议强调，“两江四岸”是重庆城市发展的
主轴，“两江四岸”治理提升是城市提升行动计划的重大
专项。要增强“主轴”意识，以对历史和未来负责的态度，
按照“干五年、看十年、谋划三十年”的总体思路，围绕打
造“山清水秀生态带、立体城市景观带、便捷共享游憩带、
人文荟萃风貌带”的目标定位，大力实施“两江四岸”治理
提升重大专项，努力实现“一年有变化、两年出靓点、三年
见成效、四年出形象、五年大变样”，使“两江四岸”成为展
示重庆“山水之城·美丽之地”城市品牌的靓丽名片。

会议还研究了粮食安全行政首长责任制考核等工
作。

市政府召开第27次常务会议
唐良智主持

习近平会见俄罗斯总统办公厅主任瓦伊诺
（据新华社）

本报讯 经中共中央批准，陈雍同志不再
担任中共重庆市委常委、委员、市纪委书记，另
有任用。

中共中央批准
陈雍同志不再担任
中共重庆市委常委、
委员、市纪委书记

本报讯 经中共中央批准，任学锋同志任
中共重庆市委委员、常委、副书记。

中共中央批准
任学锋同志任中共重庆
市委委员、常委、副书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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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 杨帆 张珺）10月
17日，在第五个国家扶贫日之际，市委
书记陈敏尔，市委副书记、市长唐良智会
见了我市扶贫开发工作先进代表。陈敏
尔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
关于扶贫的重要论述，大力学习弘扬优
秀扶贫干部崇高精神，广泛动员各方力
量投身脱贫攻坚事业，团结一致、沉心静
气，大力度高质量打赢打好脱贫攻坚战。

市领导王赋、李明清参加会见。
陈敏尔、唐良智与杨志刚、徐磊、李

晓东、韦荣、陈洪森、刘刚、刘晗、冯玲、令
狐克军、王全超、柳学清、黄华杰、仲文
弟、谭建兰、王建力等扶贫开发工作先进
代表和家属一一握手、亲切交谈，代表市
委、市政府向受到表彰的先进集体和先
进个人表示热烈祝贺，向奋战在脱贫攻

坚一线的广大扶贫干部致以诚挚问候。
忠县金鸡镇傅坝村原第一书记、驻

村工作队队长杨骅全身心投入扶贫工
作，倒在了他热爱的岗位上。杨骅同志
的父亲杨志刚翻出与儿子的微信聊天记
录和工作照片，里面记录着他平时对儿
子说的话：要听党话、跟党走，全心全意
为人民服务，不怕困难挑战，不搞形式主
义。杨骅牢记父亲的教导，用实际行动
践行了共产党员的庄严承诺。杨志刚回
忆起杨骅在扶贫一线敬业奉献的点点滴
滴，简单的话语，感人的事迹，感染着在
场每一个人。

陈敏尔动情地说，杨骅同志全身心
扑在工作中，他是为脱贫攻坚事业倒下
的，他的生命定格在全心全意为人民服
务上。父子俩的微信聊天记录，饱含着

家国大爱、公仆情怀和优良家风，充满
了正能量，感动了万千人。杨骅同志是
我市脱贫攻坚战线的时代楷模，杨志刚
同志一家传承着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
体现出共产党人的忠诚担当。

陈敏尔指出，当前全市脱贫攻坚取
得重要阶段性进展，这是以习近平同志
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的结果，是全
市上下奋力拼搏的结果，也凝聚着广大
扶贫干部的艰辛努力。这次受到表彰
的扶贫开发工作先进集体和先进个人
就是其中的代表。你们有很多动人故
事和出色成绩，大家都是好样的，为你
们点赞。希望受表彰同志珍惜荣誉、再
接再厉，在各自岗位上创造新的业绩。
各级党委、政府要多关心爱护扶贫干
部，帮助他们解决工作生活中的困难。

陈敏尔强调，伟大时代呼唤伟大精
神，崇高事业需要榜样引领。全市上下
要向优秀扶贫干部学习，学习他们践行
宗旨、心系群众的民生情怀，学习他们扎
根基层、苦干实干的优良作风，学习他们
淡泊名利、无私奉献的高尚情操。扶贫
更要扶志。要深入挖掘、大力宣传脱贫
攻坚中涌现出来的先进典型，用榜样的
力量、精神的力量激励贫困地区广大干
部群众艰苦奋斗，靠辛勤劳动早日改变
贫困落后面貌。要大力弘扬中华民族扶
贫济困的传统美德，广泛动员社会各方
力量投身脱贫攻坚，团结一致、沉心静
气，大力度高质量打赢打好脱贫攻坚战，
不负习近平总书记殷殷嘱托，不负全市
人民殷切期望。

市相关部门负责人参加会见。

陈敏尔唐良智会见扶贫开发工作先进代表

大力学习弘扬优秀扶贫干部崇高精神
广泛动员各方力量投身脱贫攻坚事业

本报讯 （首席记者 陈钧 实习生 唐璨）10月17日，重庆
日报记者从“2018中国（重庆）国际创新物流与交通运输博览会”（简
称物博会）与第九届全球物流企业发展峰会上获悉，中新（重庆）战
略性互联互通示范项目正式启动近3年来，中新双方已在金融、航
空、物流运输、信息通信技术等领域签约135个务实合作项目，总金
额达219亿美元。

17日，来自全球物流行业全产业链的近2000家客商云集重庆，
以面对面直接对话的方式，通过万余轮次的“一对一洽谈”，最大程度
地拓展行业人脉、积累资源，促进相互了解。

“现代物流业是现代服务业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推动实体业
发展不可或缺的方面。”市政府相关负责人表示，重庆是西部大开
发的重要战略支点、“一带一路”和长江经济带的联结点，在国家区
域发展和对外开放格局中具有独特而重要的作用。近年来，重庆
立足内陆，面向国际，着力打造内陆物流枢纽，全面推进对接“一带
一路”的中新互联互通陆海新通道建设，进一步加强重庆与世界的
互联互通。

“作为中新示范项目合作的重要领域之一，通过物流峰会和物博
会的召开，我市将加快推进物流大通道建设，推动物流产业发展、物流
智能化。”中新（重庆）战略性互联互通项目管理局局长韩宝昌介绍，截
至10月16日，在中新示范项目框架下，重庆已陆续出台60项创新举
措，累计签约项目135个，总金额219亿美元。

据介绍，物流峰会暨物博会由重庆市贸促会、中新示范项目管理
局、重庆市物流办联合主办，包括大通道成果展、智慧物流与智能交通
展、多式联运展、交通运输与物流设备展、冷链物流展、物流信息化与
货运物流服务展等多项内容。

中新（重庆）示范项目
已签约135个合作项目

总金额达219亿美元

潮起东方万象新
——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团结带领全党全军

全国各族人民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大精神纪实

10月16日，深秋，巫溪县上磺镇平
溪村凉风乍起，吹得人缩紧了身子，裹紧
了衣服。但62岁的残疾老人何福发心
里却是暖洋洋的，看着自家猪场的100
来头生猪一天比一天肥实，想着到了年
关就能变成现钱，他打心眼里高兴。

党的十九大以来，我市吹响脱贫攻
坚的“冲锋号”，聚焦深度贫困，把脱贫质
量放在首位，巴渝大地上演了一个个生
动、鲜活、感人的脱贫故事。

贫困人口从165.9万人降至25.5万
人，贫困发生率从7.1%降至1.27%，两者
的减幅均达到80%以上。成绩的背后，
市委市政府、各级各部门、广大贫困群
众，是如何书写这份答卷的？

完善顶层设计
确保如期实现脱贫攻坚目标

攻坚中之坚，一年多前，党中央为脱贫
攻坚战向深度贫困进军发出“总动员令”。

我市全面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决策
部署，强化责任担当，夯实主题责任，完
善顶层设计，全面充实扶贫力量：

市委书记、市长担任市扶贫开发领
导小组“双组长”，4位市领导担任副组
长，成员单位增加至43个；

市领导身先士卒、靠前指挥，常态化

开展调研指导、督查巡查；
市级各部门立足本职、主动作为，全

力推动行业精准扶贫，全面助推深度贫
困地区脱贫攻坚；

贫困区县坚持以脱贫攻坚统揽经济
社会发展全局。

……
全市上下切实把责任扛在肩上、工

作抓在手上，形成了一级抓一级、层层抓
落实的工作格局。

我市实事求是调整脱贫摘帽指导计
划：到2017年底，开州、云阳、巫山3个
区县脱贫摘帽，到2018年底，石柱、奉节
2个县脱贫摘帽；到2019年底，城口、彭
水、酉阳、巫溪4个县脱贫摘帽；确保到
2020年，实现现行标准下农村贫困人
口、贫困村全部脱贫，贫困区县全部摘
帽，解决区域性整体贫困。

围绕调整后的脱贫目标，我市打出政
策组合拳，先后出台《关于深化脱贫攻坚

的意见》《重庆市精准脱贫攻坚战实施方
案》等系列文件，全面整合政策、资金、干部
等各类资源，健全财政、金融、社会等多渠
道投入体系。党的十九大以来，落实市级
以上财政专项扶贫资金近200亿元，统筹
整合使用涉农资金303.7亿元，筹集各类
社会资金近100亿元。选派驻村工作队
2915个、第一书记1688人、驻村工作队员
1.9万人，落实结对帮扶干部20余万人，实
现结对帮扶全覆盖。 （下转4版）

从数据变化看脱贫攻坚新答卷
本报记者 颜安

党的十九大以来，我市大力推进“四好农村路”建设，为广大农民脱贫致富奔小康提供更好的保障。图为万盛经开区黑山镇
乡村公路。 特约摄影 曹永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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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主席和挪威民众友好交往的佳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