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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疗
截至2018年，我市建成

各类医联体 188个，实现所
有区县全覆盖。

贫困人口大病救治病
种由以前的 9 种增加到 26
种，贫困人口住院自付比例
8.92%。

定点医院实施“先诊
疗、后付费”和一站式结算，
共救治 12637人。
（数据来源：市卫生健康委）

就业
2018年，我市城镇新增

就业 70万人以上，发放扶持
创业贷款32.61亿元，开展职
业培训17.6万人。
（数据来源：市人力社保局）

保险
截至2018年，我市城乡

养老参保人数达 2151万人，
失业参保人数达 489万人，
工伤参保人数达 573万人。
城乡养老保险参保率巩固在
95%以上。
（数据来源：市人力社保局）

教育
截至2018年，我市学前

教育有幼儿园 5607所（不含
幼教点 1892所），民办普惠
园 2627 所，幼儿在园人数
963121人。

高中阶段毛入学率达到
96.6%，高等教育毛入学率达
到47.0%。

（数据来源：市教委）

重庆在“两高”道路上阔步向前
本报记者 郭晓静 夏元

三月的重庆，生机勃勃，花团锦簇。
位于长寿区的重庆钢铁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重庆

钢铁）炼钢厂房内，热气翻滚，一条条橙红色的钢带“新鲜
出炉”。

90多公里外的两江新区水土高新园内，京东方第6代
柔性生产线现场，一批用于手机、车载及可折叠笔记本等
电子终端的柔性显示产品正陆续下线。

渝北区双凤桥凤鸣社区体育文化公园，锻炼的居民
三三两两，欢声笑语。这个利用社区边角地修建的公园

占地约6000平方米，篮球场、羽毛球场等健身设施一应
俱全。

日前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发布《中国经济生活大调
查》，“2018-2019年度美好生活指数最高的10个省会城
市和直辖市”榜单上，重庆赫然在列，成为了美好城市的
标杆。

“努力推动高质量发展，创造高品质生活。”去年的今
天，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两会上参加重庆代表团审议时的
殷殷嘱咐，言犹在耳。

一年来，重庆牢记嘱咐，心无旁骛，保持清醒，努力打
好“四张牌”，坚持“两个轮子”一起转——深化供给侧结构
性改革，推进大数据智能化引领创新，新旧动能加速转换
让高质量发展步伐坚定。

一年来，重庆立足实际、尊重规律，兜住农村贫困人
口、城市困难群众“两个底线”，抓实就学、就业、养老三件
事，通过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和城市提升行动计划，让“近者
悦远者来”，高品质生活日益呈现，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
全感明显增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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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元旦小长假，冰天雪地的城口县岚天乡岚溪村，
迎来不少赏冬雪、住民宿的游客。这个地处大巴山腹心地
区，曾经一度成为“空心村”的村庄，靠什么吸引大批游
客？“这是借助了乡村振兴的‘东风’！”岚天乡党委书记江
奉武说，岚溪村依托自然资源开发旅游景点、培育特色民
宿，让村民们搭上发展乡村旅游的“致富快车”。

去年以来，重庆紧扣建设山清水秀美丽之地目标，守
住发展和生态两条底线，通过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奏响了
绿色发展“主旋律”。

在城市管理方面，重庆坚持人民城市为人民、创造高
品质生活的要求，不断促进城市品质提升，使城市干净整
洁有序、山清水秀城美、宜居宜业宜游，为市民创造出舒心
怡人的美好家园。

基于城市特殊的地形地貌，重庆坚持以轨道交通推动
城市发展，实施交通建设“三年行动计划”，不断提高城市
承载能力和运行效率。

2018年底，轨道交通4号线和环线一期开通。至此，
全市轨道交通已有6条线路开通运营，线网覆盖主城9

区，运营里程313公里，为居民出行带来极大便捷。
两江四岸是重庆城区独特资源。为此，重庆聚焦两江

四岸的城市发展主轴，坚持生态优先、民生优先、品质优
先，实施治理提升，充分彰显有山有水、依山傍水、显山露
水的“山水之城、美丽之地”魅力。

为保护长江及嘉陵江的两江碧水，重庆敢于“动真
格”——2018年5月，江北区相国寺嘉陵江边机器轰鸣，10
多艘被拖移上岸的非法餐饮船被拆解。随着这些曾“盘踞”
长江、嘉陵江水域达20多年的非法餐饮船被全部清理，餐饮
船餐厨污水、生活垃圾直排污染江水问题得到彻底解决。

这一年来，重庆坚持用“绣花”功夫雕琢城市之美，深
化大城细管、大城智管、大城众管，开展“马路办公”等，并
多次召开专题调研会、专项工作推进会，推动渝湘高铁主
城至黔江段、重庆东站、渝西水资源配置工程等一批重大
项目顺利进行，城市提升行动计划有序推进。

伴随着乡村振兴和城市品质的全面提升，城乡居民幸
福感和满意度不断增强，重庆正成为宜居宜业宜游的美好
城市。

2019年1月2日，进入新年后的第一
个工作日。重庆钢铁炼钢厂房内，职工张
创举和工友一早就在岗位上挥汗如雨，

“要完成最新的订单，大家干劲十足！”
自2017年底完成司法重整，重庆

钢铁在2018年上半年经营业绩创下历
史同期最高，其成功化解债务危机、经
营危机乃至生存危机的表现，让钢铁界
及全社会瞩目，亦成为重庆供给侧结构
性改革的“代表作”。

2011年起，由于产品结构与市场
需求错配、折旧成本及财务成本高、生
产效率低下等多重原因，重庆钢铁陷入
困境。

2017年底，通过完成司法重整，重
庆钢铁从产品结构、产线配置、工艺流
程等供给侧端口提升企业资产质量和
盈利能力，一举解决了质量、效率和动
力问题。

2018年，重庆钢铁经济指标全线
飘红——前三季度共实现营业收入
174.37 亿元，完成利润总额 14.81 亿
元，相比2017年同期8.82亿元亏损额，
实现大幅扭亏为盈。

“尽管当前重庆工业保持平稳增
长，但也存在研发能力不够高、产业结
构相对单一、新动能不足等问题。”重庆
市发改委主任熊雪表示，推进供给侧结

构性改革势在必行。
为此，2018年以来，重庆通过深化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大力破除无效供
给，为优质产能腾挪发展空间。

这一年，重庆商投集团实施重组整
合，分类处置近100亿元有息负债；重庆
粮食集团通过市场化重组，逐步化解
208亿元债务；重庆能源集团组建渝新能
源公司，对优质煤电资产进行重组整合。

另外，在2018年，重庆还化解船舶
过剩产能3万载重吨，化解水泥产能
200万吨/年，关闭5个煤矿、去除煤炭
产能218万吨/年。

破除无效供给的同时，重庆还切实
增加有效供给，培育经济发展新动能。

2018年初，紫光集团和华芯投资
在渝共同成立国芯集成电路公司；5
月，华润微电子在渝设立国家级功率半
导体研发中心；6月，重庆万国半导体
12英寸功率半导体芯片制造及封装测
试项目进入试生产；12月，全球顶级半
导体公司英特尔编程芯片创新中心落
户重庆。

数据显示，2018年，全市工业战略
性新兴产业实现产值4415亿元，同比
增长17.8%；集成电路、新型显示、物联
网、机器人及智能制造装备等10个战
略性新兴产业均实现同比增长。

一座钢厂“淬火重生”
破除无效供给为产能发展腾挪空间

2018年8月，重庆成功举办首届
智博会，并成为智博会永久会址。

“以首届智博会为契机，加快智能
产业发展和智能化应用推广，是重庆抢
占发展先机的战略选择，也是推进新旧
动能转换的要求。”重庆市经信委主任
陈金山表示，当前重庆正着力培育智能
产业、提升智能制造水平、推广智能化
应用，加快推动“重庆制造”向“重庆智
造”转变。

“自从有了机器人，现在我一个人
能干以前四五个人的活。”在重庆红江
机械公司数字化生产车间，一线工人张
正道说。在该公司从业20年的他，已
经适应从手拿焊枪、扳手到操作机器人
的转变。

与张正道同样，重庆綦江齿轮传动
公司机加工组组长全虹宇，上班时只需
操作生产实时监控系统，选取“零件”

“工序”等指令，即可完成生产任务命令
下达，“智能化操作让生产效率提高了
一倍多。”他说。

一年来，在国家重大战略及政策措

施推动下，重庆着眼本地资源，加快推
动传统制造业企业数字化、网络化、智
能化改造。目前全市智能产业企业超
过3000家，智能产业体系初步构建形
成。在此背景下，腾讯、阿里、京东等行
业领军者相继在渝布局落子。

实施以大数据智能化为引领的创
新驱动发展战略行动计划，已成为推动
重庆实现高质量发展的“加速器”。

随着京东方第6代柔性生产线落
户两江新区高新园，重庆成为京东方在
西部地区投资金额最大的城市。后者
强大的创新能力，提升了重庆在全球液
晶面板及显示器产业“话语权”，促进本
地汽车、电子、智能家电、液晶显示器、
智能手机等相关产业发展。

与此同时，以企业、高校、科研机构
为代表的创新主体，在重庆不断壮大。

2018年，重庆科技研发经费投入
强度达到1.95%，全市200多家企业实
施智能化改造。创新驱动，让互联网、
大数据、人工智能同实体经济实现深度
融合。智博效应正在改变一座城市。

一个博览会引领一座城市
大数据智能化引领创新 为高质量发展注入新动能

不久前，巫溪县红池坝镇铁岭村，贫困户吴生全盛情
邀请驻村书记王永红参加“家庭聚会”，“多亏你教我养蜜
蜂，我去年20多桶蜜蜂卖了1.4万元，再加上山羊养殖和
中药材培育，年收入突破5万元！”

按照精准扶贫要求，去年铁岭村村委会通过因地制宜发
展山地特色农业，实现“人均三亩药、户平两头牛”目标，几项
扶贫产业加起来，让全村户均年增收2.7万元以上。

“扎实走好产业生态化、生态产业化扶贫路子，因地制
宜、因势利导培育特色高效农业，全市正在实现百姓富、生
态美的有机统一。”市农业农村委负责人称。

在加强农村特色产业发展，拓宽贫困户增收致富渠道

的同时，重庆还积极帮扶城市困难群众，兜住了农村贫困
人口和城市困难群众“两个底线”。

2018年11月，重庆出台《关于加强城市特殊困难群
众救助帮扶工作的意见》，提出稳定实现城市特殊困难群
众“两不愁三保障”，即不愁吃、不愁穿，就医、就学、住房得
到基本保障。

《意见》还从加强最低生活保障、提升特困人员救助供
养水平、加强自然灾害救助、强化基本医疗保障、加大教育
资助力度、改善基本居住条件、开展就业创业帮扶、发挥临
时救助作用等8个方面逐一提出帮扶举措，让困难群众得
到“看得见摸得着”的实惠。

今年初，渝北木耳公租房片区新开了两个公办幼儿
园——莲花第二幼儿园和花园小学附属幼儿园。

“以前离家最近的公立幼儿园，坐公交车单程至少要
半小时，现在这个新开的幼儿园，步行5分钟就能到达，解
决了接送小孩的大问题！”不到半天时间，木耳片区居民谭
昌勇就为儿子办好了在莲花第二幼儿园的入托手续。

为补齐学前教育短板，去年以来，重庆加大普惠教育
资源供给，积极发展公办幼儿园。目前，全市普惠性幼儿
园在园幼儿78万人，普惠率80.7%，高于全国平均。

在年轻人就业和老年人养老方面，重庆同样“出实招，
解急困”。

家住南川区西城街道的金飞浦自去年7月专科毕业
后，由于没找到工作，一直在家待业。南川区就业和人才
服务局了解到金飞浦的情况后，主动与他联系，并为他就

近在街道办安排一个公益性岗位，进行过渡性安置。
去年以来，重庆市人力社保局按照“稳就业、促创业、强

培训、优服务”思路，新增全市城镇新增就业70万人以上，
发放扶持创业贷款32.61亿元，开展职业培训17.6万人。

谈起养老金，总会让家住大渡口区九宫庙的企业退休
职工陈忠清脸上“笑开花”，“今年我的养老金又涨了！”

2018年9月，重庆市人力社保局、市财政局印发通
知，将全市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基础养老金从每人每
月95元提高到115元。

“这项调整让全市367万名领保人员直接受益。”市人
力社保局负责人说，去年以来，重庆以推进社保制度全覆
盖为重点，从制度公平、方式创新、资源优化、群众满意上
破解，覆盖城乡的社保制度体系更加健全，人人享有社会
保障的目标基本实现。

一诺千金兜住“两个底线”
一系列帮扶举措让困难群众得到实惠

一件件实事一步步办
办好就学就业养老“三件事” 解百姓急困

一个“空心村”成了旅游热点
乡村振兴城市提升描绘宜居宜业宜游画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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