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犟牛、疯子、拼命三郎、带着药罐下乡的大学教
师……这些都是外界给重庆师范大学附属城口实
验中学校长傅长波贴上的标签。

脱贫攻坚战打响后，重庆师范大学对口帮助城
口。2016年6月，投资3亿元的重庆师范大学附属
城口实验中学正式招生。两年多来，这所学校为城
口带来了什么变化？傅长波校长都做了些什么？
重庆日报记者近日专赴城口进行了采访。

5版“重报深度”

一位校长的“教育扶贫”故事

6版“重报观察”

我市主城区公交车保有量仅占机动车的0.6%，
却承担着约45%的机动车分担率、日均500万人次
的出行任务。

去年，我市建成具有重庆特点的公交优先道
105.4公里。优先道投入使用后，效果显著，为市民
出行带来便利，但也存在一些问题。如何让公交优
先道更优化更快捷？重庆日报记者进行了调查。

公交优先道都说好
如何更优更好有讲究

■以产业振兴为发力
点，调整优化粮经结构，大力
发展特色高效农林经济作
物，培育长效扶贫产业。

■建立更有效的利益
联结机制，让产业带动贫
困户增收。

■将扶贫与扶志、扶智
相结合，激发贫困户内生动
力，让大家有心劲广泛地参
与到扶贫项目中。

3版刊登人民日报社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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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ONGQING DAILY 同心建言资政 同向凝聚共识
——热烈祝贺全国政协十三届二次会议开幕

新华社北京3月2日电 全国政协十三届二次会议将于
3月3日下午3时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开幕。

开幕会上，2000多名全国政协委员将听取和审议政
协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会工作报告和政协全国委员会常
务委员会关于政协十三届一次会议以来提案工作情况的
报告。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所属各广播电台、电视台将对开幕会
汪洋作全国政协常委会工作报告进行现场直播；中央重点新
闻网站将对开幕会作实时报道。

3日下午，十三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各代表团召开会议，
推选团长、副团长；审议大会主席团和秘书长名单草案；审议
大会议程草案。

政协十三届二次会议今日下午3时开幕

2月27日上午10点，丰都县三建乡。
因场镇滑坡避险搬迁的临时乡政府

所在地，一间活动板房内，一场蹲点“促
改督战”发现问题交办会正在举行。该
县人大、农委、扶贫办、森林经营所等机
关部门负责人，以及三建乡干部、村干
部、驻乡驻村工作队等共计100多人悉
数到场。

针对中央脱贫攻坚专项巡视反馈意
见和市领导蹲点“促改督战”专项行动发
现的问题，丰都县共细化整改任务79条
208项。当天交办的是今年年底前必须
完成的25项，其中，涉及产业发展的17
项。在交办会上，相关部门纷纷立下“军
令状”，承诺一定在规定的期限内保质保
量完成整改。

一年之计在于春！眼下正值春耕备
耕大忙时节，连日来，重庆日报记者在我
市多个区县采访时发现，各区县正围绕
中央第四巡视组反馈的脱贫攻坚专项巡
视情况和市领导蹲点调研“促改督战”要
求，结合整改内容提前谋划、尽早布局，
以期全面提升产业扶贫质量，全力做好
巡视“后半篇文章”。

因地制宜调整产业结构
培育长效扶贫产业

2月26日，石柱县中益乡华溪村金溪组塝上（小地名）的一块
坡地里，20多位村民正在种植中药材黄精。挖坑、播种、填土、夯
实……大家干得热火朝天。这些村民来自村集体服务外包的劳
务队，他们今年1月上岗后，在短短1个多月的时间里，已种植黄
精200多亩，比起过去由村干部组织村民务工，工作效率提高了
近一倍。

华溪村村支书王祥生告诉记者，华溪村原有耕地3049.8亩，
60%以上未得到有效利用，剩下的40%几乎全部种植着“三大坨”
（土豆、红苕、苞谷），粮经比高达9∶1，是典型的“温饱型”产业结构。
2017年11月，华溪村以村集体股份经济合作社和部分村民出资共
同入股的模式，注册成立了石柱县中益旅游开发股份有限公司，将全
村1200亩可利用耕地进行了整体流转，全部发展中药材、经果、康养
旅游等产业，以此带动全村产业结构向“小康型”转型，从而将粮经比
调整为1:9。

全村土地整体流转后带来了大量用工岗位，但也带来了新的问
题。王祥生说，由于农村劳动力不足、农民专业性不够强等原因，在
一定程度上制约了特色产业的“落地生根”。 （下转2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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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月2日，重庆日报报业集团的全媒体记者正在采访全国人大代表。当日，重报集
团两会报道北京全媒体新闻中心投入运行。 记者 巨建兵 摄

3月2日，住渝全国政协委员余国东趁候机的空隙打开笔记本电脑修改完善自己
的提案建议。 记者 万难 摄

本报北京电 （记者 颜若雯）3月
2日，重庆日报报业集团2019年全国两
会报道北京全媒体新闻中心投入运行。
未来两周，40余名全媒体记者将用全天
候、全媒体方式为广大读者奉上丰盛的
全国两会新闻“大餐”。

围绕全国两会，重报集团全媒体
将陆续推出系列访谈，开设“重报圆桌

会”“热点聚焦”“追梦路上”等栏目，充
分展现重庆代表团全国人大代表和住

渝全国政协委员在京共商国是的风
采，传递两会好声音。

重报集团全媒体中央厨房将统筹全
部媒体资源，将以文字、视频、图片、音
频、H5、VR等形式，推出系列融媒体产
品，全方位呈现报道内容。广大读者和
用户可以通过重庆日报、都市传媒、上游
新闻、华龙网、新重庆客户端等报、网、
端、微、数字屏，24小时及时了解全国两
会新闻，还可实时参与互动。

重报集团两会报道北京全媒体新闻中心投入运行

40余名全媒体记者实时报道两会盛况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是划时代的，开
启了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历史
新时期。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也是划时代
的，开启了全面深化改革、系统整体设计推
进改革的新时代，开创了我国改革开放的
全新局面。”

2019年新年伊始，习近平总书记在中
央深改委第6次会议上作出重大论断，在
中国改革开放的恢宏画卷上标注出全面深
化改革的崭新时代方位。

历史性事件一经实践检验，往往更加
彰显其划时代的伟大意义。

5年多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
央以巨大的政治勇气和强烈的责任担当，全
面深化改革、扩大对外开放，推动党和国家
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以
新的发展奇迹掀开改革开放新的历史篇章。

（一）
“这一年，我们隆重庆祝改革开放

40周年，对党和国家机构进行了系统
性、整体性、重构性的改革，推出100多
项重要改革举措，举办首届中国国际
进口博览会，启动建设海南自由贸易
试验区。世界看到了改革开放的中国
加速度，看到了将改革开放进行到底
的中国决心。我们改革的脚步不会停
滞，开放的大门只会越开越大。”

刚刚过去的2018年，全面深化改革推
进到第5个年头。

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站在更
高起点，相继推出一系列具有重大历史意
义和现实意义的改革举措，全面深化改革

沿着既定方向蹄疾步稳、一往无前。
这是一个波澜壮阔的时代，也是一个

具有特殊历史意义的年份。
2018年12月18日，北京人民大会堂，

庆祝改革开放40周年大会隆重举行。
习近平总书记在会上发表重要讲话，

从10个方面回顾改革开放40年历程取得
的伟大成就，阐述了40年来积累的9条宝
贵经验，郑重宣示了改革开放只有进行时
没有完成时、改革开放永远在路上、坚定不
移将改革开放进行到底的信心和决心，明
确提出了坚定不移全面深化改革、扩大对
外开放、不断把新时代改革开放继续推向
前进的目标要求。

这是面向改革开放40年的深沉致敬，
更是承接改革开放昨天、今天和明天的伟
大宣言。

早在发表2018年新年贺词时，习近平
总书记就发出了铿锵有力的时代之音：“我
们要以庆祝改革开放40周年为契机，逢山
开路，遇水架桥，将改革进行到底。”

一年来，习近平总书记步之所至、言之
所及，时刻不忘问改革之效、强改革之识、
聚改革之力。

在海南，他了解科技创新情况、关心信
息化建设，对办好经济特区提出明确要求；
在山东，他问海洋科技创新步伐、看生态综
合治理新貌、听企业由弱到强历程、谈加快
新旧动能转换；在湖北，他考察化工企业搬
迁、非法码头整治，实地了解长江经济带发
展战略实施情况……

一年来，习近平主席在不同国际场合
发出中国将坚定不移深化改革、扩大开放
的声音。 （下转7版）

纵 横 正 有 凌 云 笔
——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引领中国改革开放迈入新天地

新华社记者

3月2日，出席今年全国两会的在渝
全国人大代表和住渝全国政协委员抵达
北京，正式进入“两会时间”。

会前，代表委员围绕我市经济社会
发展和民生改善广泛开展调研，收集群
众意见建议，围绕“陆海新通道”建设和
对外开放发展情况展开集中视察，精心
撰写议案、提案和建议，为开好全国两会
做了扎实准备。昨日，重庆日报记者采
访了部分代表委员，打探他们今年两会
都关注啥？将提出哪些建议？

大数据智能化应用发展
“国家高度重视大数据智能化发展，

积极推动实施国家大数据战略，加快建
设数字中国。但数据资源的共享及开放
应用还需要进一步完善法律法规体系。”
作为市大数据应用发展管理局副局长，
也作为长期从事大数据分析与软件工程
研发的科技人员，全国人大代表杨帆对
数据汇聚融合面临的难题体会很深。

她认为，大数据应用发展，首先要解
决数据资源的共享、融合与流动，这样才

能更加有效地释放数据新红利。然而，
目前在如何推动政务数据与社会数据的
有机融合、共享开放、应用开发等方面，
国家层面相关的法律法规体系还不是很
健全，这容易使得各省市在实际操作过
程中，由于没有上位法而显得有些捉襟
见肘。因此，这次她将提出相关建议，希
望国家层面能够尽快研究出台相关法律
法规，并对政务大数据的开放应用、数据

资产属性与管理机制以及与社会数据的
融合互通等方面予以明确。

生态保护
重庆地处长江上游地区和三峡库区

腹心地带，如何建设好长江上游重要生
态屏障，将重庆建设成为山清水秀美丽
之地，是委员们关注的热点之一。

住渝全国政协委员、重庆市生态环

境局副局长余国东今年重点提案是“加
强乡村生活污水处理，推动农村环境综
合整治”。他认为，重庆位于三峡库区，
集大城市、大农村、大库区、大山区于一
体，是全国统筹城乡环保试点区、全国首
批农村环境连片整治示范地区，其乡村
污水处理效果直接关乎三峡库区水环境
质量。目前，乡村生活污水排放来源广
泛、排放分散，存在污水处理厂设计规模
和实际需求不符，配套管网建设滞后等
问题，各地应加强乡村生活污水处理。

住渝全国政协委员、市林业局副局
长张洪今年将持续关注长江生态屏障的
建设。他建议国家相关部门支持三峡库
区建设长江上游重要生态屏障先行示范
区。他说，三峡水库是我国最大的淡水
资源战略储备库，重庆地处三峡库区腹
心地带。重庆建好生态屏障示范区，筑
牢横亘在长江上中游交界处的“绿色长
城”，对维系全国35%淡水资源涵养和长
江中下游3亿人次水安全，具有巨大保
障作用。

（下转4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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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面二孩政策

重庆出席全国两会的代表委员昨日抵达北京

本报为你打探他们今年都关注什么
本报记者 戴娟 张莎 周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