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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强报刊

本报讯 （记者 王亚同）12月20日，重庆日报记者从市农业
农村委获悉，今年我市乡村旅游实现了快速发展，预计至今年底，全
市休闲农业和乡村旅游接待游客将突破2亿人次，综合旅游收入将
突破600亿元。

市农业农村委副主任高兴明介绍，今年全市农业农村系统坚持
把休闲农业与乡村旅游作为一大主导产业来抓，全市农村产业结构
调整、农旅融合和人居环境整治等大步提速，推动了乡村旅游全方
位提档升级。

通过优化粮经、产业等结构，当前我市粮经比优化至47∶53；加
快建立“溯源防伪标签”体系，全市实现认证“三品一标”产品总数达
3866个；推动农产品加工、优势资源精深加工，实施“互联网+农
业”，加快农文旅融合发展，成功申报创建国家级现代农业产业园2
个、国家级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先导区4个，国家级田园综合体1
个，20多个区县开展农旅融合试点，促进了全市休闲农业与乡村旅
游产业全面升级。

以沿高铁两线、江河两岸、高速两旁、城郊环线、旅游景区周边
等“五沿”区域为试点，示范统筹推进农村生活垃圾污水治理、“厕所
革命”、村容村貌提升、农业废弃物资源化利用。目前，全市90%以
上行政村生活垃圾实现有效治理，农村卫生厕所普及率达72.59%。

加强乡村休闲旅游宣传推广，全年召开13次巴渝醉美乡村新
闻发布会，累计发布600余条线路、2000余个休闲点，相关区县也
结合当地实际多形式、多元化开展宣传推介，形成了良好的产业发
展氛围。

2017年，重庆乡村旅游接待游客达1.7亿人次。预计到今年
底，2018年接待游客将突破2亿人次，综合旅游收入将突破600亿
元。目前，我市共创建全国休闲农业与乡村旅游示范县12个，全国
特色景观旅游名镇14个、名村7个。全市休闲农业与乡村旅游从
业人员达到130万人，吸纳农民就业100万人，带动33万贫困人口
脱贫增收。

重庆休闲农业与乡村旅游

预计今年接待游客
将突破 2 亿人次
综合旅游收入将超600亿元

本报讯 （记者 陈维灯）近日，重庆日报
记者从市生态环境局获悉，我市已分别建成服
务于市区（县）两级大气污染防治管理系统平
台、水污染防治管理系统平台。两个平台均由
大屏幕调度系统、PC工作系统和移动APP三
大部分组成，均具备会商调度、日常监管和现
场巡查等功能。

市生态环境局负责人介绍，大气污染防治
管理系统平台建立了“数据舱”和“路线图”，集
成仪表盘、热力图数据表、空间图等可视化形
式，实现按全市、区域（主城区、渝西地区、渝东
南地区、渝东北地区）、38个区县以及17个大
气污染国控质量监测站和54个大气污染市控
质量检测站不同层级的空气质量、污染因子、
首要污染物等数据分级、分层应用。目前，大
气污染防治管理系统平台信息数据上载应用
6万余次，市生态环境局通过平台下达任务
5000余项，推送“蓝天行动”6类数据3000
条，区县环保局通过移动端APP开展巡查
6000余次。

水污染防治管理系统平台则具备水质问
题清单、污染源清单，实现国家考核和市级考
核断面、饮用水源地等水质动态监管功能。该
平台还集成了37条重点河流数据，通过移动
APP对每条河流的基本情况、目标要求、水质
现状、问题清单、污染源分布、整治方案、工程
进展等情况均能动态呈现。截至目前，市生态
环境局通过平台下达任务3500余项，汇集共
享42个国家考核断面、105个实绩考核断面
等数据1万6千余条。

市生态环境局负责人介绍，目前两大平
台分别实现全市17个国控空气监测站和54
个市控空气监测站的数据自动入库；全市六
大水系、42个流域控制单元、主要重点次级
河流、400余个地表水监测断面、1500余个
饮用水源保护地基础数据，以及100多个工
业园区、7000 多个涉水工业企业、近 1500
个加油站、3万余家畜禽养殖场等数据处理
入库。

（相关报道见4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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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 周松）12月20日，
重庆市高级人民法院召开新闻发布会，
通报了一年来重庆法院推动扫黑除恶专
项斗争工作取得的成果。重庆日报记者
从会上获悉，截至12月20日，重庆各级

人民法院今年共受理涉黑涉恶案件142
件，涉及1028人，已审结86件592人。

据介绍，今年来重庆法院认真贯彻
落实中央决策部署和市委要求，依法严
厉打击了一批黑恶犯罪分子，形成良好
打击声势，同时坚守法治底线，确保黑恶
犯罪认定既不“拔高”也不“降低”。针对
黑恶犯罪案件审判要求高、审理难度大
等特点，市高法院专门组建审理黑恶犯

罪案件专门合议庭，各中、基层法院也选
派了“政治过硬、业务精通、纪律严明、作
风优良”的刑事审判骨干力量，专门或重
点审理涉黑恶犯罪案件。

在对黑恶势力坚决出重拳、下重手
的同时，重庆法院严把案件事实关、证据
关、程序关和法律适用关，确保扫黑除恶
专项斗争始终在法治的轨道内运行。对
黑恶势力犯罪的认定，坚决杜绝“拔高”

“降低”两种错误倾向，坚决避免“指标
化”“扩大化”“运动化”，确保每一件案件
都经得起法律、历史和人民的检验。

截至12月20日，重庆法院共受理涉
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一审案件5件 95
人，已审结2件53人，涉及罪名主要包括
组织、领导、参加黑社会性质组织，寻衅
滋事罪，敲诈勒索罪，聚众斗殴罪，故意
伤害罪，非法拘禁罪等。受理涉恶势力
犯罪一审案件137件933人，已审结84
件539人，涉及罪名主要包括聚众斗殴
罪、寻衅滋事罪、开设赌场罪、非法拘禁
罪、强迫交易罪、故意伤害罪等。现有3
件涉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一审案件和53
件涉恶势力犯罪一审案件正在审理中。

重庆法院依法严厉打击黑恶势力
今年共受理涉黑涉恶案件142件 涉及1028人

进行时扫黑除恶

“雷竹确实很适合在大足发展，未来
会成为大足的重要农林产业之一。”12月
10日，总部设在中国的第一个政府间国
际组织——国际竹籐组织的发起人之
一、81岁高龄的竺肇华先生来到大足区
雷竹产业基地，走田坎、爬山坡，实地考

察当地雷竹产业的发展，对大足雷竹产
业寄予了殷切的希望。

从无到有、从小到大，雷竹扎根大足
经历了艰辛的发展历程。如今，扎根大
足十年的雷竹，栽种面积已达2万余亩，
不仅培育出了一家上市公司，还带动了
十多个企业和业主、700余户散户种植，
雷竹成了林农们增收致富的新期盼。

技术攻关，克服雷竹“水土不服”

说起大足的雷竹，不得不提到已经
52岁的黄承平。2008年，他以浙江人特
有的市场嗅觉，看中了川渝雷笋消费市
场机遇，转让了老家的砖厂、笔厂，在跑
遍重庆各地后，选择大足种起了雷竹。

“对大足本地而言，雷竹算是‘外来

物种’，从竹子种下去，到进入丰产期，至
少要4年，这期间他吃了不少苦头。”曹加
敏是黄承平的副手，看到黄承平做产业
的那股干劲，她十分佩服。

曹加敏说，黄承平先后从浙江引入
了六七个品种，但都因“水土不服”，种植
不算成功，“竹子要么开花，要么不长，先
后失败四五次。” （下转3版）

培育一家上市公司，带动700余户散户种植——

扎根十年 雷竹成了大足林农“摇钱树”
本报记者 王翔

习近平同阿尔及利亚总统布特弗利卡就中阿建交60周年互致贺电
（据新华社）

连日来，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改革
开放40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在我市社
会各界持续引发热烈反响，激发出广大
干部群众将改革开放进行到底的巨大信
心和决心。大家表示，要以习近平总书
记重要讲话精神为指引，不忘初心，牢记
使命，坚定不移将改革开放进行到底，在
改革开放新征程上努力创造更大奇迹。

幸福生活来之不易,要
倍加珍惜

习近平总书记在讲话中指出，艰难
困苦，玉汝于成。40年来，我们解放思
想、实事求是，大胆地试、勇敢地改，干出
了一片新天地。我市广大干部群众对此

感同身受，大家表示：幸福生活来之不
易，一定要倍加珍惜。

“改革开放40年来，重庆科技事业快
速发展，创新能力持续增强，为经济社会
发展提供了强有力的科技支撑。”市科技
局党委书记、局长许洪斌表示，40年辉煌
成就振奋人心，我们将不忘初心，牢记使
命，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
话精神，大力实施以大数据智能化为引
领的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加快推动产业
技术创新，推进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
能同实体经济深度融合，不断深化科技
体制改革，加速创新主体培育，推进创新
平台建设，加快人才培养引进，为新时代
重庆改革开放提供动力支撑。

“改革开放40年来，重庆的文博事业
取得了长足发展。”市文物局局长幸军介
绍，1978年，重庆只有4家博物馆，而目
前已经达到100家。下一步重庆将量质
并举推动博物馆发展，进一步提升历史、
革命、抗战、工业、自然“五大博物馆群”
的内涵和品位，并吸引更多人走进博物
馆，感受重庆的历史文化。

涪陵区委书记周少政表示，涪陵全
区地区生产总值突破千亿大关，是改革
之初的668倍，从传统农业地区发展为
重庆重要的现代制造业基地，从依水而
生的江边小城发展为生态宜居的区域性
中心城市，老百姓的生产生活发生了翻
天覆地的变化。我们参与了风雨同舟、

披荆斩棘的改革历程，我们享受着民族
昌盛、国家富强的累累硕果。涪陵广大
干部群众将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将改革
开放进行到底。

重庆机场海关关员王伟表示，40年
改革开放，重庆江北机场海关也经历并
见证了改革的风云。从1994年成立的
重庆海关驻机场办事处至今，机场海关
监管的航线从最初的3条增加到80条；
年监管航班2千多架次到2万多架次；年
监管进出境旅客从十几万人次到300万
人次以上；年监管货运量不足1万吨到
10万吨……这一串串数字后面，是改革
开放带来的实实在在的进出境监管业务
的飞跃。 （下转3版）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改革开放40周年大会上的
重要讲话在我市社会各界持续引发热烈反响

坚定不移将改革开放进行到底
在新征程上努力创造更大奇迹

本报记者

12月20日，“我们一起读过——40年百姓生
活记忆”图书展在重庆图书馆开展。展览以“改
革 巨变 辉煌”为主题，通过138种图书讲述改革
开放以来重庆市民生活的变迁。

重庆图书馆有关负责人说，此次展览市民不
仅能看见很多老照片，还能通过翻阅桌上摆放的
图书，感受40年来人们在衣食住用行方面的巨大
变化。展览为期一个月，市民可免费参观。

图为12月20日，市民在重庆图书馆参观图
书展。

记者 黄琪奥 齐岚森 摄影报道

改革 巨变 辉煌

图书“讲述”
百姓生活变迁

移动支付覆盖
重庆主城620条公交线

明年底乘轨道扫码进出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