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踏雪寻梅
迎新年

新 年 将 至 。 12 月 30
日，游客在南川区生态大观
园梅花园里踏雪赏梅。当
日，该园红梅花傲雪绽放，
暗香浮动，吸引众多游客前
来赏景。

特约摄影 瞿明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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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面发力、多点突破、蹄疾步稳、纵深
推进”——庆祝改革开放40周年大会上，
习近平总书记用16个字描绘了新时代全
面深化改革的壮阔图景。

回望历史，总有一些关键节点值得铭
记。

40年前，在党和国家面临何去何从的
重大历史关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作出
把党和国家工作中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
来、实行改革开放的历史性决策。

5 年前，国内外环境发生极为广泛
而深刻的变化，改革又到了一个新的重
要关头。面对新形势新任务，党的十八
届三中全会作出全面深化改革重大战略
决策。

闯急流、涉险滩、立柱梁、破藩篱，5年
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以巨大
的政治勇气和智慧，着力增强改革系统性、
整体性、协同性，着力抓好重大制度创新，
着力提升人民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
感，推动党和国家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
生历史性变革。

夯基垒台、积厚成势，主要
领域改革主体框架基本确立

2018年11月，上海市委、市政府召开
机构改革动员会，明确机构改革任务书，对
全面推进改革进行动员部署。

至此，我国31个省份机构改革方案全
部“出炉”，意味着党和国家机构改革重大

部署全面进入“施工期”。
深化党和国家机构改革，既是一项涉

及全局的顶层设计，又是一项着眼长远的
制度安排，更是一项系统性、整体性、协同
性要求极高的浩大工程。

更加注重顶层设计和系统配套，是全
面深化改革的鲜明特色。

5年来，全面深化改革夯基垒台、立柱
架梁。

2018年11月14日，中央深改委第五
次会议审议通过了《海南省创新驱动发展
战略实施方案》等5个直接涉及海南的改
革方案，从税收、财政、旅游、消费等方面出
台了“一揽子政策”。

这是党中央着眼我国改革开放和社会
主义现代化建设全局，为深化海南改革开
放作出的顶层设计。

不谋全局者，不足谋一域。
习近平总书记在部署全面深化改革之

初就深刻指出，全面深化改革是关系党和
国家事业发展全局的重大战略部署，不是
某个领域某个方面的单项改革。

5年来，一系列事关全局的改革举措
相继推出，形成大潮奔涌之势：

深化国有文化单位改革，统筹推进中
华文化走出去的工作格局；部署开展脱贫
攻坚战，统筹推进城乡教育一体化，公立医
院综合改革全面推开；建立“军委－战区－
部队”作战指挥体系和“军委－军种－部
队”领导管理体系，实现我军力量体系整体
性、革命性重塑……

从以经济体制改革为主到全面深化经
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体制和党的
建设制度改革，5年来，习近平总书记亲自
主持召开40次中央深改领导小组会议、5
次中央深改委会议，审议通过400多个重
要改革文件，推出1932个改革方案，主要
领域改革主体框架基本确立。

5年来，全面深化改革着眼长远、谋定
未来。

2016年8月，中央深改领导小组会议
审议通过《关于完善农村土地所有权承包
权经营权分置办法的意见》，目标直指农村
土地所有权制度与当前农村经济社会发展
新形势不适应的难题，成为破解农村土地
问题、释放农村活力的再一次重大制度创
新。

紧随其后的《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
完善产权保护制度依法保护产权的意见》，
将“有恒产者有恒心”写进中央文件，让各
类市场主体投资创业吃下了期盼多年的

“定心丸”。
改革开放之初，以“红手印”为鲜明标

识的农村土地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改革，
释放了中国农村蕴藏的无限活力。过去5
年，关于“产权”二字的重大改革，也必将产
生深远影响。

深化考试招生制度改革、完善干部人
事制度、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短短5年，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
中央“以功成不必在我”的胸怀和眼界，引
领重大改革向着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

现代化的目标扎实迈进。
5年来，全面深化改革系统集成、协同

推进。
如果说过去30多年的改革更多的是

边试边改、各个击破，那么过去5年的全面
深化改革则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任何
一个领域的改革都会牵动其他领域，需要
密切配合。

2016年底，习近平总书记对上海自贸
试验区建设作出重要指示，对其深化改革
系统集成的成功经验给予肯定。

上海自贸区之所以爆发出前所未有的
经济活力，一个重要原因就在于结合自身
条件，在负面清单管理模式、商事登记制
度、贸易便利化等方面推出了系列配套改
革举措，环环相扣、协同推进，形成了改革
强大合力。

从一个领域内各项改革措施的相互配
套，到相关领域改革的统筹协调；从抓改革
措施出台，到抓改革项目落地；从科学把握
改革时机、力度、节奏，到处理好改革发展
稳定的关系……

5年来，习近平总书记亲自担任中央
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组长、中央全面深
化改革委员会主任，将改革的总体设计、统
筹协调、整体推进、督促落实抓在手中，把
党的十八届三中、四中、五中、六中全会和
十九大部署的改革任务一体谋划，使全面
深化改革翻过一山又一山、一浪更比一浪
高。

（下转2版）

创造新的更大奇迹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召开五周年述评

新华社记者 张晓松 罗争光 安蓓 胡浩

本报讯 （记者 周尤）记者从市政府获悉，明天上午，
重庆人民广场将举行隆重的升国旗仪式,欢庆2019年新年
到来。

升旗仪式将于1月1日上午7点40分开始，广大市民和
游客可到广场观看。升国旗时，现场观礼者请自觉遵守广场
秩序，面向国旗肃立致敬；军人、公安人员行军礼，少先队员
行队礼，其他人员行注目礼。

重庆人民广场
明日举行升国旗仪式

本报讯 （记者 赵迎昭）12月30日，
重庆日报记者获悉，“2019年重庆跨年夜
——央视记者带您水陆空赏两江夜景”活
动将于31日晚8时举行。届时，央视记者
将兵分三路直播重庆跨年夜夜景，重庆璀
璨夜景将展现在全国观众面前。

重庆夜景是重庆旅游的一张国际名
片。本次直播活动由中央电视台、市委

宣传部等主办。央视记者将在直播中带
领观众从水陆空三个角度接力式观赏重
庆跨年盛景，呈现重庆独特的地理和人
文之美，展示重庆开展“文明在行动·满

意在重庆”工作成效，增强重庆旅游吸引
力。

直播活动的三条线路为：千厮门大桥
—洪崖洞—解放碑（20:00-21:30）；长江索

道渝中站—长江索道南岸站—长江索道渝
中站（21:30-22:30）；朝天门码头—两江游
—朝天门码头（22:30-23:10）。最后，直播
将来到解放碑，与前来跨年的人潮汇合，迎
接2019年的到来。

观众可通过央视新闻官方微博、央视
新闻APP等方式观看直播，或通过上游新
闻、华龙网等观看转播。

今晚8时 央视水陆空直播重庆璀璨夜景

改革开放40年来，我们党带领人民绘就了一幅波澜壮阔、
气势恢宏的历史画卷。其中，一些点睛之笔，随着时间的推移
更显其重大而深远的意义。如果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拉开
了改革开放的时代大幕，十八届三中全会则是新时代改革再
出发的顶层设计，是40年改革开放进程中的重要里程碑。

从时代背景来看，十八届三中全会召开之前，改革到了
一个新的重要关头。一方面，“容易的、皆大欢喜的改革已经
完成了，好吃的肉都吃掉了，剩下的都是难啃的硬骨头”，改
革进入了攻坚期和深水区；另一方面，在改革问题上，党内
外、国内外都很关注，全党上下和社会各方面期待很高。正
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强调“改
革开放的旗帜必须继续高高举起”，号召以更大的政治勇气

和智慧、更有力的措施和办法推进改革。十八届三中全会的
召开，正是我们党坚定不移高举改革开放大旗的重要宣示。

从历史意义来看，十八届三中全会的召开，标志着我们
党的改革方略步入全新高度、改革开放进入全新境界。“完
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
理能力现代化”，全会提出的全面深化改革总目标，体现着

“推进所有领域改革”的非凡勇气。“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
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全会提出的这一重大理
论观点，标志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进入了一个新阶
段。15个领域，336项重大举措，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
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涉及范围之广、力度
之大都是前所未有的。 （下转2版）

新时代改革再出发的重要里程碑
——写在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召开五周年之际

人民日报评论员

2018 年春节期间，重庆日报记者曾
跟随重庆大学电气工程学院教授蒋兴良
来到湖南雪峰山，连续推出《蒋兴良为研
究电网覆冰积雪，在湖南雪峰山度过8个
春节：“只有在山上，我心里才踏实”》等
报道。

岁末，又到严冬季节，这恰是蒋兴良
团队抢时间做电网覆冰试验的最佳时
机。记者再次跟随前往雪峰山，近距离
感受和记录该团队为研究电网覆冰这个
世界级难题，在冰雪中的坚韧和拼搏。

湖南省怀化市雪峰山，道路覆冰后车辆无法上山，蒋兴
良教授带领团队成员一起徒步到试验基地。

特约摄影 龙帆

2版刊登

中共重庆市委办公厅、重庆市人民
政府办公厅印发《关于做好 2019 年
元旦春节期间有关工作的通知》

元旦假期记者走基层①

12月28日，湖南省怀化市雪峰山。
下午，天渐渐暗了下来。上山的路浓雾弥漫，两三米外就

看不见东西……重庆日报记者随重庆大学电气工程学院蒋兴
良教授等人，在大雪还未完全封山之前，前往重庆大学位于雪
峰山的野外覆冰试验基地。

太平洋暖湿气流和西伯利亚寒冷气流在峡口相遇，每年
11月至次年3月为覆冰期，雨雾天气超过200天……海拔
1500米的雪峰山，气候极为恶劣多变。为研究电网覆冰的
规律、防御及解决方法，蒋兴良带领团队在这里建起全球首
个野外（自然）覆冰试验基地。

2018年春节，记者曾经在雪峰山蹲点一周。遗憾的是，
当时基地并未覆冰。连日来，全国大范围降温降雪，记者随
蒋兴良团队，再次前往雪峰山。

每到覆冰时期，只能徒步上山

“20斤挂面、20斤肉、两只鸡……”12月28日下午3点
多，记者随蒋兴良一行抵达雪峰山脚下的塘湾镇。

“只能在镇上买东西带上山去。”蒋兴良又买了一堆白
菜。

雪峰山的独特之处在于，山脚与山顶的气候截然不同。
此时，大雾越来越浓。送我们上山的司机老易说：“我尽量
开，到不能再开的地方，你们得走上去。”

车行约1/3的路程后，便有雪花飘落，路面也开始变得
有些打滑。在进入半山腰的雪峰山森林公园大门后，前方是
一段上坡的大弯道，从基地下来接应我们的朱灵等人已经到
了。鞋底套上专用的冰爪，一行人带着行李补给走路上山。

这里距离基地五六公里。在重庆大学电气工程学院读
博士的韩兴波说，电气工程学院的硕士、博士每年冬天都会
来基地两三次，蒋老师每年则会走10多次山路，上雪峰山。

（下转3版）

脚蹬冰爪鞋
再上雪峰山
本报记者 李星婷（发自湖南）

本报讯 （首席记者 彭瑜）2018年，
重庆实现化肥、农药使用量双下降！12月
29日，记者从市农业农村委获悉，据初步
统计，今年全市化肥、农药使用量比上年减
少0.5%以上，我市化肥、农药使用总量呈
持续下降趋势。

化肥、农药使用量下降突出体现在果
业。奉节县白帝镇的孙开洲今年种植的
880亩脐橙喜获丰收，产量达到75万公
斤。孙开洲乐开怀：“过去光购买化肥农药
一年就要 15 万元，产果只有 10 万多公
斤。如今采用有机肥和生物杀虫技术，化

肥、农药使用量减少了，果子品质提高了，
每公斤售价比去年增加了2至4元。”

我市目前柑橘种植面积达340万亩，
其中80%位于三峡库区，化肥、农药的减量
对保护长江生态环境至关重要。近年来，
奉节县围绕脐橙实施有机肥替代化肥项
目，用抗药性捕食螨投放柑橘果园杀虫，农
药用量大幅减少，果子品质更佳。在2017
第三届中国果业品牌大会上，“奉节脐橙”
品牌价值被评为全国橙类第一。

梁平区是粮食生产基地，水稻种植面
积43.6万亩。近年来，梁平开展水稻绿色
高质高效创建，用有机肥逐步替代化肥，通

过太阳能杀虫灯、黄色粘虫板等物理诱杀
方法减少农药使用。今年，梁平化肥、农药
使用量较上年减少2%。

李平凡在梁平区安胜镇种植了600亩
有机稻，他不用化肥、农药，建了7亩蛙池
养稻蛙捕虫，种植300亩紫云英做绿肥。

“品质好了，每公斤大米能卖到36元，比一
般大米价格高30元左右。”李平凡说。

潼南区是重庆主城最大的蔬菜保供
基地，种植面积95万亩。全区化肥使用
量由过去的3.36万吨减少到今年的3.31
万吨，农药使用量从 315 吨降到 311.96
吨，从无公害到绿色，从绿色到有机，“潼

南绿”蔬菜不断升级，效益也越来越好。
市农业农村委负责人表示，我市在农

业发展中，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长
江经济带建设的重要讲话精神，走生态
优先、绿色发展之路，把修复长江生态环
境摆在压倒性位置，使母亲河永葆生机
活力。据统计，2017年，全市化肥使用量
95.5万吨，比2016年下降0.73%；农药使
用量1.75万吨，比2016年下降0.57%，单
位耕地面积化肥、农药使用量均低于全
国平均水平，农业面源污染得到有效控
制，为三峡库区生态环境改善提供了有力
支持。

重庆化肥农药用量呈下降趋势
农业面源污染得到有效控制，为三峡库区生态环境改善提供了有力支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