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深秋，南川区石墙镇楼岭村，连绵成片
的刺黑竹像一块绿色的绸缎，成群的土鸡
在林下奔走觅食，构成了一幅生动的图画。

楼岭村地势陡峭崎岖，依山而居的村
民常年以传统农耕谋生，村里没有特色产
业。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后，该村因地制宜
种上了根系发达的笋竹，与松树林形成混
交林，走上生态发展的路子。不少村民摇
身变成了“股东”，村集体经济也改变了多
年“零收入”的窘境。

怎样在乡村振兴战略中走出自己的
特色？南川通过细致调研后，确定“十个
一”重点任务并付诸实施，实现了人才全
覆盖、产业新升级、环境有改善，农民户
均增收1000元以上，乡村振兴战略取得
良好开局。

一幅任务分解作战图
“乡村振兴是乡村全面的振兴，其涉及

广泛，内涵丰富，需要从自身实际出发，不
断研究将这项工作做实做细。”南川区委书
记丁中平说。

南川集大农村、大山区、小城市于一
体，城乡之间、南北之间发展差距较大，具
有典型的城乡二元结构特征，“三农”工作
任务艰巨繁重。经过仔细调研后，该区结
合自身资源禀赋、产业优势，以问题为导
向，制定了一幅乡村振兴战略的作战图。

重庆日报记者看到，这幅作战图包括
“1+1+3+5+X”的战略布局，“1+1+3+X”
的作战规划以及“十个一”的重点战役。

其中，“十个一”是该区将乡村振兴战
略落地的重点内容，包括强健一支队伍、培
养一项技能、盘活一分土地、培植一份产
业、夯实一个基础、吸附一股力量、整治一
片环境、涵养一地新风、运行一套机制、内
化一个信念等。

“强健一支队伍”主要着眼推进乡村组
织振兴，充分发挥党委政府的组织领导职
能，充分发挥基层干部和农民群众的积极
性，形成推动乡村振兴的强大合力；

“培养一项技能”主要着眼于推进乡村
人才振兴，通过大力培育新型职业农民、加
强农村专业人才队伍建设，破解人才瓶颈
制约。

（下转2版）

挂图作战 南川乡村振兴开局良好
本报记者 颜安 陈薪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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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强报刊

本报讯 重庆市政协原副主席、副省（部）长级退
休干部张国忠同志因病于2018年10月23日逝世，
享年92岁。

张国忠，男，汉族，民建会员，重庆南岸人，1926
年6月生，1952年10月参加工作，1953年2月加入
民建。

张国忠同志1952年10月至1956年3月任重庆
市南岸区工商联主任委员；1956年3月至1960年2
月任民建四川省重庆市委宣传教育处副处长；1960
年2月至1979年8月任四川省重庆市工商联业务辅
导处副处长；1979年8月至1988年12月任四川省重
庆市工商联副秘书长、副主委、常务副主委；1988年
12月至1993年 4月任四川省工商联副主任委员；
1993年4月至1997年6月任四川省重庆市政协副主
席；1997年6月至2003年1月任重庆市政协副主席；
2003年1月退休。

张国忠同志送别活动定于2018年10月25日上
午10时在重庆市石桥铺殡仪馆举行。

张国忠同志逝世

新华社上海 10 月 24 日电 中共中央
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日
前对自由贸易试验区建设作出重要指示指
出，建设自由贸易试验区是党中央在新时
代推进改革开放的一项战略举措，在我国
改革开放进程中具有里程碑意义。5年来，
各自由贸易试验区认真贯彻党中央决策部
署，锐意进取，勇于突破，工作取得重大进
展，一大批制度创新成果推广至全国，发挥
了全面深化改革的试验田作用。

习近平强调，面向未来，要在深入总结
评估的基础上，继续解放思想、积极探索，
加强统筹谋划和改革创新，不断提高自由
贸易试验区发展水平，形成更多可复制可
推广的制度创新成果，把自由贸易试验区
建设成为新时代改革开放的新高地，为实
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
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贡献更大力量。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
克强作出批示指出，5年来，有关地方和部

门密切配合，推动自贸试验区在改革开放
的“深水区”积极探索创新，勇于攻坚克难，
在多方面取得重大进展，成绩应予充分肯
定。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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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坚持新发展理念，更大力度推动自贸
试验区改革开放创新。要着眼解决深层次
矛盾和结构性问题，强化改革统筹谋划和
系统集成，继续狠抓制度创新，加快形成发
展和竞争新优势。积累更多可在更大范围

乃至全国复制推广的经验，进一步发挥改
革开放“排头兵”的示范引领作用。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
韩正24日出席自由贸易试验区建设五周年
座谈会并讲话。韩正表示，建设自贸试验
区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在新形
势下全面深化改革、扩大对外开放的一项
战略举措。5年来，在党中央、国务院坚强
领导下，有关地区和部门共同努力，自贸试
验区建设取得重大进展。 （下转2版）

习近平对自由贸易试验区建设作出重要指示强调

继续解放思想积极探索 加强统筹谋划改革创新
把自由贸易试验区建设成为新时代改革开放新高地

李克强作出批示 韩正出席自由贸易试验区建设五周年座谈会并讲话

“种紫薯比种红薯强多了，订单农业真是好！”10月18
日，秀山土家族苗族自治县兰桥镇红卫居委会武陵生活馆
内，贫困户冉金花接过馆主杨胜勇递过来的数千元分红及
工资，喜不自禁。

去年，“80后”的杨胜勇动员冉金花等130名贫困户
以土地或产业扶贫资金入股，种植了300余亩紫薯，发展
起订单农业项目。今年，在秀山县物流园的对口帮扶下，
70万斤订单农业产品有望全部实现线上销售，贫困户亩
均收入将达3000元。

“在广大农村，一个个生动的脱贫案例证明，产业增
收是脱贫攻坚的主要途径和长久之策，要聚力把产业扶
贫作为稳定脱贫的根本之策。”市农业农村委相关负责
人说。

今年来，我市建立完善了“人才向产业靠拢、政策向产
业聚焦、资金向产业倾斜”的扶贫方式，汇聚起八方之力助
推产业扶贫。

聚财力——加快培育扶贫重点特色产业

去年底，我市尚有22.47万名贫困人口，其中产业扶
贫对象8.88万人，占39.52%。如何加快培育扶贫主导产
业，帮助贫困户依靠产业脱贫致富？

一方面，我市聚力统筹规划，坚持把产业扶贫与培育
区域主导产业统筹谋划，把帮助贫困户脱贫与解决片区贫
困统筹推进，把当期脱贫与长期增收致富统筹结合，抓近
谋远。

（下转2版）

聚力，让产业扶贫
更有活力

本报记者 汤艳娟 实习生 毛双

本报讯 （记者 杨永芹）10月24日，
来自市发改委消息称，23日，国家发展和改
革委员会正式批复渝湘高铁重庆至黔江段
可行性研究报告，为项目近期开工奠定坚
实基础。

据介绍，渝湘高铁重庆至黔江段项目
是我市交通建设“三年行动计划”发布以
来，重庆高铁建设第一个取得国家批复的
项目。渝湘高铁重庆至黔江段是国家中长
期铁路网规划厦渝通道的重要组成部分，
是成渝城市群至海西经济区最便捷高效的
客运通道，也是我市“米”字型高铁网重要
的组成部分。

渝湘高铁重庆至黔江段项目线路全长
268公里，等级为高速铁路，设计速度350
公里/小时，全线设重庆、重庆东、巴南、南
川、水江、武隆、彭水、黔江8个车站，总投

资535亿元，预计2024年建成通车。届
时，重庆到黔江坐高铁不到1小时。

“项目建设对进一步完善全市高速铁路
网布局，加强沿线区县和主城经济联系、人
员往来，促进沿线旅游资源转化为经济资
源，提升重庆对周边地区辐射带动作用等，
具有积极意义。”市发改委相关负责人表示。

据介绍，项目建成后，将加快重庆融入
“一带一路”和长江经济带发展，完善长江
经济带综合立体交通运输体系，推动重庆
内陆开放高地建设。

渝湘高铁重庆至黔江段将于近期开工
预计2024年建成通车,届时重庆到黔江不到1小时

在涪陵拍摄的
渝怀铁路涪秀二线
重点工程——乌江
右线大桥（10 月 23
日无人机拍摄）。

10月23日，由
中铁四局承建的渝
怀铁路涪秀二线重
点工程——乌江右
线大桥主跨成功合
龙，标志着大桥主
体工程全部顺利结
束。乌江右线大桥
项目全程460.1米，
主跨 192 米，跨越
乌江和 319 国道。
在两年多的建设过
程中，施工人员攻
克了“不等高墩”

“不对称边跨”“边
跨入隧”等多个技
术难题。

新 华 社 记 者
王全超 摄

渝怀铁路涪秀二线重点工程——

乌江右线大桥主跨成功合龙

重庆至黔江段线路全长268公里
等级为高速铁路，设计速度350公里/小时

渝湘高铁重庆至黔江段
沿线设8个站

据新华社北京 10 月 24 日电 （记者 申铖 胡璐）
24日，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六次会议审议了《国务
院关于2017年度国有资产管理情况的综合报告》和《国
务院关于2017年度金融企业国有资产的专项报告》。
这是国务院首次向全国人大常委会报告国有资产“家
底”，向全体人民交出一份涵盖各级各类国有资产的

“明白账”。
国有资产是全体人民共同的宝贵财富。党的十八届

三中全会提出，要加强人大国有资产监督职能。去年12
月，中共中央印发了关于建立国务院向全国人大常委会报
告国有资产管理情况制度的意见，部署建立国务院向全国
人大常委会报告国有资产管理情况制度，这是党中央加强
人大国有资产监督职能的重要决策部署，是党和国家加强
国有资产管理和治理的重要基础工作。

此次提请审议的综合报告全口径、全覆盖地摸清了国
有资产“家底”。根据报告，2017年，全国国有企业（不含
金融企业）资产总额共183.5万亿元，国有金融企业资产
总额共241万亿元，全国行政事业单位国有资产总额共
30万亿元。 （相关报道见9版）

国务院首次向全国人大
常委会报告国有资产“家底”

本报讯 （记者 吴
刚）在改革开放40周年
之际，为展示民营企业家
风采，大力弘扬优秀企业
家精神，鼓励广大非公有
制经济人士“不忘创业初
心，接力改革伟业”，中央
统战部、全国工商联决定
推荐宣传改革开放40年
百名杰出民营企业家。
10月 24日，全国工商联
发布“改革开放40年百
名杰出民营企业家”名
单。

重庆有4位民营企业
家进入该名单，分别是重
庆力帆汽车有限公司董事
长尹明善、重庆宗申产业
集团董事长兼总裁左宗
申、陶然居饮食文化集团
董事长严琦、隆鑫控股有
限公司董事局主席涂建
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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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优秀传统文化与
时代精神交相辉映”

——《百家讲坛》特别节目
《平“语”近人——习近平总书记
用典》引发社会畅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