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讯 （记者 周雨）12月28日上午10时25
分，首趟满载五金机电产品的国际陆海贸易新通道江
津班列，从江津新建成的珞璜铁路综合物流枢纽缓缓
驶出。这批货物将直通广西北部湾港，再转海运分拨
至东盟各港口。这标志着国际陆海贸易新通道江津
班列正式开通运行。

珞璜铁路综合物流枢纽的货场占地面积达1500
亩，共建成到发线15条、货物线13条，并有6公里的铁
路专线与珞璜长江枢纽港连接，设计年到发货量2000
万吨，可与珞璜长江枢纽港就地实现江铁无缝联运。

珞璜铁路综合物流枢纽的建成投用，为江津积极
融入国际陆海贸易新通道、搭建“综保区+交通枢纽+
口岸+分拨中心”的复合型开放平台，打开了重要开
放通道。

今年 7月，重庆江津综合保税区实现封关运
行，成为我市继两路寸滩保税港区和西永综合保税
区之后的第三个海关特殊监管区域。该保税区紧
邻珞璜铁路综合物流枢纽，市政府将其定位为“重
庆西北向和南向大通道的重要开放引擎和加工贸
易基地”。

为开通国际陆海贸易新通道江津班列，今年10
月以来，江津多次前往广西北部湾各地积极考察对
接，先后与广西防城港市、凭祥市签署了缔结友好城
市协议,加快推进冷链建设等跨区域合作。

（下转9版）

国际陆海贸易新通道再添“新员”

江津-北部湾港班列正式开通运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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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 罗静雯）12月 28
日，重庆轨道交通环线东北半环和四号
线一期开通试运营。市委副书记、市长
唐良智来到轨道交通环线海峡路站，现
场调研轨道交通规划建设运营情况。

唐良智仔细观看重庆轨道交通已建
成线路、新开通线路、在建线路、线网规
划编制及运营情况的展板，认真听取有
关情况汇报。他说，要加快轨道交通建
设，推进轨道交通加速成网，为市民提供
更加方便快捷的出行服务。

唐良智登上轨道交通环线试运营列
车，实地察看车内设施情况，听取乘车市
民对轨道交通建设的建议，分享他们对
新线路开通的喜悦。唐良智向轨道交通
建设运营单位干部职工表示慰问，勉励
他们继续攻坚克难、苦干实干，保建设、
保运营、保畅通、保安全，为推动轨道交
通提速提质作出更大贡献。

唐良智在调研时强调，要深入贯彻
习近平总书记对重庆提出的“两点”定
位、“两地”“两高”目标和“四个扎实”要
求，认真落实市委、市政府工作部署，进
一步加快轨道交通建设。要强化以轨道
交通引领城市发展格局，结合新一轮总
体规划编制要求，优化完善轨道交通线
网规划方案，按照“中心加密、两槽加速、
两翼联通、外围辐射”的思路，增加轨道
线网密度，优化城市功能布局，加快形成
网络城市群。要促进高铁、市域铁路、城
市轨道“三铁融合”，构建重庆全域“一张

网、多模式、全覆盖”的轨道交通体系，推
动我市轨道交通建设“走出去”，形成区
域整体协调联动、融合发展的良好格
局。要加快建设进度，围绕城市轨道交
通到2022年实现运营和在建规模达850
公里以上的目标，压实各方责任，优先安
排枢纽节点工程，全面推进续建线路，抓
紧开工第三期建设规划70公里线路，推
动项目按期落地实施。要强化运营管
理，健全应急体系，加强隐患排查，提升
服务水平，推进线路、站点提质增效，让
老百姓行得方便、行得安全。

据了解，轨道交通环线东北半环和
四号线一期全长49公里，串联起沙坪坝
区、江北区、渝北区、南岸区等区域，加强
了城市东部组团与主城核心区域的联
系。线路开通试运营后，我市轨道交通
运营线路达到8条（段）、运营里程达到
313公里，将有效缓解交通拥堵，对促进
主城区整体发展、连接主城组团及交通
枢纽发挥重要作用。

副市长陆克华，中国中车集团公司副
总经理贾世瑞，中国铁建股份有限公司副
总裁李宁、总经济师孙公新等参加调研。

重庆轨道交通环线东北半环和四号线一期开通试运营
唐良智现场调研轨道交通规划建设运营情况

本报讯 （记者 杨帆 张珺）12月
28日，市委常委会召开会议，学习贯彻中
央政治局民主生活会和中央政治局会议
精神，听取党的十九大以来我市贯彻落
实中央八项规定精神情况汇报。

市委书记陈敏尔主持会议并讲话。
市委副书记、市长唐良智，市委常委出席
会议。市人大常委会、市政协党组主要负
责同志，市人大常委会、市政府、市政协、
市高法院、市检察院负责同志列席会议。

会议指出，中央政治局召开民主生
活会，为各级领导班子开好民主生活会
树立了标杆、作出了示范。习近平总书
记发表的重要讲话，总揽全局、立意高
远、语重心长，既是全面加强党的建设的
工作遵循，又是党员领导干部加强自身
建设的思想引领。我们要认真学习、坚
决贯彻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深刻领会
把握贯彻落实中央八项规定精神的新要
求，不断巩固拓展整治“四风”成果，推动
党风、政风、社风进一步好转。深刻领会

把握贯彻执行民主集中制的新要求，充
分发扬民主、善于正确集中，把民主集中
制的优势转变成政治优势、组织优势、制
度优势、工作优势。深刻领会把握保持
斗争精神、增强斗争本领的新要求，敢于
斗争、善于斗争，牢牢掌握斗争主动权。

会议强调，要认真对照习近平总书
记重要讲话精神，切实加强领导班子建
设，市委常委会要发挥好示范作用。要
带头学懂弄通做实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思想，做到系统学、跟进学、
联系实际学，把科学理论落实到推动重
庆改革发展各项工作中去。带头坚决做
到“两个维护”，树牢“四个意识”，坚定

“四个自信”，自觉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
同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保持高
度一致，兑现市委“三个确保”政治承诺。
带头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紧紧围绕
总书记对重庆提出的重要指示要求，勇于
担当作为，善于攻坚克难，履行好党和人
民赋予的政治责任。带头加强作风建设，

坚决防止和克服形式主义、官僚主义。
要以中央政治局民主生活会为标杆，高
质量开好2018年度民主生活会。

会议指出，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
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和加强
政法工作，作出一系列重要部署。要进
一步提高政治站位，充分认识《中国共产
党政法工作条例》出台实施的重要意义，
始终坚持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坚决听
从党中央指挥，坚决贯彻党中央决策部
署，确保政法工作沿着正确方向前进。
全市各级党委要加强对政法工作的领
导，党委政法委要发挥牵头抓总、统筹协
调、督办落实等作用，政法机关党组（党
委）要加强对本单位政法工作的领导，确
保《条例》得到全面贯彻落实。

会议强调，党的十九大以来，我市持
之以恒落实中央八项规定精神，驰而不
息推动作风建设，大力营造风清气正的
良好政治生态。全市各级各部门要以永
远在路上的执着，推进作风建设不松劲、

不停步、再出发。保持战略定力，发扬钉
钉子精神，在常和长、严和实、深和细上
下功夫。聚焦突出问题，紧盯脱贫攻坚、
生态环保、服务民营企业等重点领域，深
入开展形式主义、官僚主义集中整治，坚
决防止不良风气反弹回潮。坚持动真碰
硬，精准运用监督执纪“四种形态”，深入
开展“以案四说”警示教育，扎紧织密制
度笼子。

会议还听取了2018年市委党内法
规制度建设情况汇报。会议强调，要认
真贯彻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求，以党章
为根本遵循，不断提高党的工作和党的
建设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水平。要坚
持战略导向，加强系统谋划，注重立改废
释，形成内容科学、程序严密、配套完备、
运行有效的党内法规制度体系。要提高
执行效果，抓住“关键少数”，加强学习教
育，搞好监督检查，确保各项法规制度有
效执行。

市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列席会议。

市委常委会召开会议
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政治局

民主生活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
陈敏尔主持并讲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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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来自浙江省的一个村庄，15
年前，我每天都要拎着满满的一桶
脏水走到很远的地方去倒污水。当
时，我家厨房没有排污水管，村里没
有垃圾箱，河道受污染，又黑又臭。
今天，习近平主席亲自推动的‘千村
示范、万村整治’工程使我们村庄变
成一张靓丽的明信片。”

美国纽约曼哈顿，当地时间
2018年9月26日晚，站在联合国的
颁奖台上，浙江安吉县农民裘丽琴
用质朴的语言讲述了日常生活的故
事，引起全场热烈掌声。

这背后，是世界上最大发展中
国家万千农民携手共建美丽家园的
生态变革。

15年前，习近平同志在浙江亲
自推动“千村示范、万村整治”工
程。15年来，他一直牵挂关怀并多
次指示推动这项工程。15年后，联
合国环境规划署将年度“地球卫士
奖”中的“激励与行动奖”颁给这项
工程。

从实践中萌发并不断发展丰富
的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不仅为绘
就新时代乡村振兴画卷、建设美丽
中国提供坚强指引，还跨越山和海，
推动中国成为全球生态文明建设的
重要参与者、贡献者、引领者。

（一）山川新风
离开喧嚣的都市，行在浙江秀

水明山之间，一个个小村庄镶嵌其
中。走进这些小村庄，仿佛走进了

“万花筒”——
安吉鲁家村，野山茶、蔬菜果

园、药材等18个家庭农场星罗棋布，
一列颇具童话气息的彩色小火车穿
梭其中，将农场串联起来供游人品
味农趣；

绍兴棠棣村，无地不种花，无人
不卖花，当地村民兰花种得尤其好，
市场更是遍布全国，村民们腰包鼓，
人们笑脸也像花儿一样；

开化杨村村，很多家庭养殖香
猪，但村里整洁干净，还创造性打造
出一个“猪宝宝文化乐园”，将养殖
和旅游融合开发；

……
然而，时光回溯到15年前，浙江

的农村则是另一番情景。
经济发展多年领先，浙江也率

先面临环境污染带来的阵痛，农村
建设和社会发展明显滞后，有新房
无新村、“室内现代化、室外脏乱

差”、“垃圾无处去、污水到处流”的现象普遍存在……
2002年10月12日，习近平同志调任浙江，立刻开启了马不停

蹄的调研，在一个个村庄里，他察民情、听民声，农村环境问题成为
他关注的重点——

不蓝的天、不清的水、不绿的山，折射的是不平衡、不协调、不可
持续的发展模式，本质问题是没有处理好发展和环境保护的关系。

从什么样的切口，破解这道生态与发展的双重考题？
2003年6月，在习近平同志的直接推动下，浙江启动“千村示

范、万村整治”工程，开启了以改善农村生态环境、提高农民生活质
量为核心的村庄整治建设大行动。 （下转6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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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 周尤）2019年元旦春节临近，为巩固
拓展落实中央八项规定精神成果，持之以恒正风肃纪，12月
28日，市纪委监委下发通知，严明纪律要求，驰而不息纠正

“四风”，营造风清气正节日氛围。
通知要求，各级党委（党组）要牢固树立“四个意识”，

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认真落实市委“三个确保”政治承
诺，切实履行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坚持把加强作风建
设作为重大政治任务，下大气力解决“四风”问题，在整治
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上下更大功夫，对享乐主义、奢靡之风
紧盯不放、寸步不让，以永远在路上的坚韧执着打好作风
建设攻坚战、持久战。各级纪检监察机关要以实际行动践
行“两个维护”，切实履行监督第一职责，保持工作强度、高
压态势，强化监督执纪问责，以钉钉子精神推动中央八项
规定精神落地生根。

通知强调九方面纪律要求：严禁在落实扶贫惠民政策、

帮扶救助、维护社会稳定、安全生产责任等工作中发生形式
主义、官僚主义问题；严禁违规用公款购买赠送节礼；严禁
违规收送礼品、礼金等；严禁违规公款吃喝或违规接受管理
服务对象宴请、出入私人会所、参加“一桌餐”等；严禁违规
发放津补贴、奖金或福利；严禁公款旅游；严禁公车私用、私
车公养或私借下属单位、服务对象的车辆使用；严禁违规操
办婚丧喜庆事宜等；严禁参与赌博。

通知要求，各级纪检监察机关要切实履行监督责任，
往深里抓、实里做，一刻不停歇地推动作风建设向纵深发
展。要把节日期间的正风肃纪工作与日常监督结合起
来，着眼于解决节日期间易发多发的问题建章立制，深化
标本兼治。要与整治群众身边腐败和作风问题结合起来，
对一些群众关注的重点案件加快办理进度，依规依纪依法
办结并以适当方式公布办理结果，维护群众利益，回应社会
关切。 （下转9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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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纪委监委再次严明纪律敲响廉洁警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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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 吴刚）12月28日，重庆金科集团举行庆典仪
式，正式宣布2018年实现千亿元销售规模。至此，重庆首家千亿元
级民营企业诞生。

金科成立于1998年，主营业务为地产开发，2006年，金科开启
多元化战略，2007年实施跨区域发展，逐步走向全国市场，2011年
在深交所上市。根据克而瑞发布的历年数据，从2014年至2016
年，金科的销售规模分别是288亿元、293亿元和455.2亿元。

2017年后，金科发展速度明显加快，当年实现销售规模500亿
元；今年前11个月，金科实现销售规模1075.1亿元。

业内人士认为，金科得以快速发展，除了良好的外部环境外，创
新是主要的内生动力。以管理创新为例，近年来，金科通过流程管
理、授权管理、制度管理、分级管理等创新方法，充分授权给能力更
强的联席总裁和各级分管高层，提升了管理效率，充分调动了员工
的工作主动性。

按照规划，2020年，金科将实现销售规模2000亿元。据悉，实
现这一目标，除了地产业务外，主要是科技产业投资运营。目前，金
科已经在重庆、山西、成都、长沙、济南等8个省市，实际落地近10个
科技产业项目，园区总产值超过500亿元。

（相关报道见5版）

金科迈入千亿级民企行列
2018年实现销售规模超1000亿元 重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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