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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位代表：
现在，我代表国务院，向大会报告

政府工作，请予审议，并请全国政协委
员提出意见。

一、2018年工作回顾
过去一年是全面贯彻党的十九大

精神开局之年，是本届政府依法履职
第一年。我国发展面临多年少有的国
内外复杂严峻形势，经济出现新的下行
压力。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
央坚强领导下，全国各族人民以习近平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
砥砺奋进，攻坚克难，完成全年经济社
会发展主要目标任务，决胜全面建成
小康社会又取得新的重大进展。

——经济运行保持在合理区间。
国内生产总值增长6.6%，总量突破90
万亿元。经济增速与用电、货运等实
物量指标相匹配。居民消费价格上涨
2.1%。国际收支基本平衡。城镇新增
就业 1361 万人、调查失业率稳定在
5%左右的较低水平。近14亿人口的
发展中大国，实现了比较充分就业。

——经济结构不断优化。消费拉
动经济增长作用进一步增强。服务业
对经济增长贡献率接近60%，高技术产
业、装备制造业增速明显快于一般工
业，农业再获丰收。单位国内生产总值
能耗下降3.1%。质量和效益继续提升。

——发展新动能快速成长。嫦娥
四号等一批重大科技创新成果相继问
世。新兴产业蓬勃发展，传统产业加
快转型升级。大众创业万众创新深入
推进，日均新设企业超过1.8万户，市
场主体总量超过1亿户。新动能正在
深刻改变生产生活方式、塑造中国发
展新优势。

——改革开放取得新突破。国务
院及地方政府机构改革顺利实施。重
点领域改革迈出新的步伐，市场准入
负面清单制度全面实行，简政放权、放
管结合、优化服务改革力度加大，营商
环境国际排名大幅上升。对外开放全
方位扩大，共建“一带一路”取得重要进
展。首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成功举
办，海南自贸试验区启动建设。货物进
出口总额超过30万亿元，实际使用外
资1383亿美元、稳居发展中国家首位。

——三大攻坚战开局良好。防范
化解重大风险，宏观杠杆率趋于稳定，
金融运行总体平稳。精准脱贫有力推
进，农村贫困人口减少1386万，易地扶
贫搬迁280万人。污染防治得到加强，
细颗粒物（PM2.5）浓度继续下降，生态
文明建设成效显著。

——人民生活持续改善。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实际增长6.5%。提高个人所
得税起征点，设立6项专项附加扣除。加大基本养老、基本医疗等保障力度，资助
各类学校家庭困难学生近1亿人次。棚户区住房改造620多万套，农村危房改造
190万户。城乡居民生活水平又有新提高。

我们隆重庆祝改革开放40周年，深刻总结改革开放的伟大成就和宝贵经验，
郑重宣示在新时代将改革开放进行到底的坚定决心，激励全国各族人民接续奋斗，
再创新的历史伟业。

回顾过去一年，成绩来之不易。我们面对的是深刻变化的外部环境。经济全
球化遭遇波折，多边主义受到冲击，国际金融市场震荡，特别是中美经贸摩擦给一
些企业生产经营、市场预期带来不利影响。我们面对的是经济转型阵痛凸显的严
峻挑战。新老矛盾交织，周期性、结构性问题叠加，经济运行稳中有变、变中有忧。
我们面对的是两难多难问题增多的复杂局面。实现稳增长、防风险等多重目标，完
成经济社会发展等多项任务，处理好当前与长远等多种关系，政策抉择和工作推进
的难度明显加大。经过全国上下共同努力，我国经济发展在高基数上总体平稳、稳
中有进，社会大局保持稳定。这再次表明，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中国人民有战胜
任何艰难险阻的勇气、智慧和力量，中国的发展没有过不去的坎。

一年来，我们深入贯彻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决策部署，坚持稳中求进
工作总基调，统筹稳增长、促改革、调结构、惠民生、防风险，稳妥应对中美经贸摩
擦，着力稳就业、稳金融、稳外贸、稳外资、稳投资、稳预期，主要做了以下工作。

一是创新和完善宏观调控，经济保持平稳运行。面对新情况新变化，我们坚持
不搞“大水漫灌”式强刺激，保持宏观政策连续性稳定性，在区间调控基础上加强定
向、相机调控，主动预调、微调。 （下转2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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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 杨帆 张珺）3
月16日，市委召开全市领导干部会议，
传达学习十三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全
国政协十三届二次会议精神。

市委书记陈敏尔主持会议并讲
话。市委副书记、市长唐良智，市人大
常委会主任张轩，市政协主席王炯分别
传达。市委副书记任学锋，市委常委，
市人大常委会、市政府、市政协和重庆
大学负责同志，部分市级老同志出席会
议。

陈敏尔指出，这次全国两会，是在
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第一个百年
奋斗目标的关键之年召开的一次重要
会议。习近平总书记参加内蒙古、甘
肃、河南、福建、解放军和武警代表团
审议和政协联组会讨论，就生态文明
建设、脱贫攻坚、乡村振兴、创新创业
创造、国防和军队建设、文化文艺和哲
学社会科学发展等提出许多新思想新
观点新要求，为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
会提供了新的思想指引和根本遵循。
全国两会审议通过的报告，通篇贯穿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
想，对做好重庆工作具有指导意义。
栗战书同志参加重庆代表团审议，充
分肯定我市贯彻落实总书记重要指示
要求的工作成效，对下一步工作提出

明确要求。全市各级各部门要把学习
贯彻全国两会精神作为当前重要的政
治任务，进一步统一思想，抓实工作，
推动发展，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圆满
收官打下坚实基础。

陈敏尔指出，全国两会期间，我市
全国人大代表、政协委员以饱满的政
治热情，认真履行职责，圆满完成各项
任务。最共同的感受是，过去一年，面
临的形势极为复杂，走过的历程极不
简单，取得的成绩极不容易，交出了令
人惊叹的“中国答卷”。最深切的体会
是，我国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和社会大
局稳定，根本在于有习近平总书记这
个主心骨，有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这
个定海神针。最坚决的态度是，要增
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

“两个维护”，着力推动全市政治生态
持续向好、干部群众精神状态积极向
上、经济社会发展各项事业稳步向前，
更好地把总书记殷殷嘱托全面落实在
重庆大地上。

陈敏尔强调，要把习近平总书记全
国两会期间重要讲话精神与对重庆的
重要指示要求融会贯通、一体贯彻，把
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与党中央决策部
署结合起来、落实下去。聚焦用好中央
宏观调控政策、激活市场主体活力、打

好三大攻坚战和经济社会发展重大项
目抓好兑现落实，把中央部署要求转化
为具体行动，把政策含金量转化为发展
新成效。坚持从全局谋划一域、以一域
服务全局，奋力开创重庆各项事业发展
新局面。进一步发挥区位优势，用好大
通道、构建大枢纽、打造大口岸、营造大
环境，在建设内陆开放高地上实现新突
破。进一步发挥生态优势，推进山水林
田湖草综合治理，筑牢长江上游重要生
态屏障，努力探索以生态优先、绿色发
展为导向的高质量发展新路子，在建设
山清水秀美丽之地上展现新气象。进
一步发挥产业优势，深化供给侧结构性
改革，推进大数据智能化创新，在推动
经济高质量发展上取得新进展。进一
步发挥体制优势，抓好乡村振兴，提升
城市品质，在推动城乡融合和区域协调
发展上创造新业绩。

陈敏尔指出，要坚持正确政治方
向，大力加强民主法治建设。全市各级
人大要自觉把党的领导贯穿人大工作
始终，提高立法质量，增强监督实效，做
好代表工作，全面履行好宪法法律赋予
的各项职责。各级政协要坚持党对政
协工作的全面领导，加强思想政治引
领，围绕中心履职尽责，凝聚共识汇聚
力量，认真履行政治协商、民主监督、参

政议政职能。要深入推进全面依法治
市，提升法治政府建设水平，深化司法
体制改革，加强法治和德治建设，抓好
外商投资法的贯彻实施。

陈敏尔强调，全市各级各部门要以
学习贯彻全国两会精神为动力，统筹推
进稳增长、促改革、调结构、惠民生、防
风险、保稳定各项工作，以实干实绩庆
祝新中国成立70周年。要坚决抓好中
央脱贫攻坚专项巡视反馈意见整改，保
持决战的状态，压实攻坚的责任，增强
整改的效果，确保高质量打赢打好脱贫
攻坚战。要努力实现一季度“开门红”，
抓好项目建设、企业服务、要素保障和
春耕备耕，积极争取中央政策、项目和
资金支持。要扎实做好民生改善和安
全稳定工作，持续办好民生实事，着力
防范化解重大风险，切实维护社会和谐
稳定。要坚定推进全面从严治党，深化
政治建设，打造高素质专业化干部队
伍，持之以恒正风肃纪，下大力气解决
形式主义突出问题，切实为基层减负，
持续营造良好政治生态。

会议以电视电话会议形式开到乡
镇一级。各区县党政主要负责同志，市
级各部门、企业和高等院校负责同志在
主会场参加会议。各区县和两江新区、
万盛经开区设分会场。

市委召开全市领导干部会议

传达学习全国两会精神
陈敏尔主持并讲话 唐良智张轩王炯出席

巫山县双龙镇是全市深度贫困乡镇
之一。经过上下勠力同心、全力攻坚，双
龙镇广大群众的生活、生产条件不断改
善。

2月22日，重庆日报记者在双龙镇
采访，看到这里的乡亲们在各方支持下
正为巩固提升现有脱贫攻坚成果，持续
拓展增收渠道而不断努力着。

以标准化品牌化助脱
贫户增收再上一层楼

午后，初春的阳光洒落山间。
双龙镇笔架村七组村民、47岁的王

仁文走到屋前树林，从鸡舍里抱出一兜
鸡蛋。黝黑的脸上，笑容如这午后的阳
光般温暖而灿烂。

可在去年年初，王仁文还总是愁容
满面，紧锁的眉头里藏着对生计的忧
愁，“我身体有残疾，娃儿在读书，一家
人就靠娃儿妈在珠海打工撑起。”

如今，王仁文一家不仅吃穿不愁，
还摘掉了贫困户的帽子。仅仅一年多
的时间，在王仁文身上发生了怎样的故
事，让他紧锁的眉头被灿烂的笑容所代
替？

故事，要从去年4月25日说起。那
也是一个阳光灿烂的午后，王仁文家里

迎来了一位特殊的客人——驻村扶贫
第一书记左强，左强还带来了一群叽叽
喳喳叫个不停的鸡苗。

对于王仁文来说，常来家里走访的左
强并不陌生，让他感到稀奇的是那群鸡
苗。

原来，对口帮扶笔架村的重庆日报
报业集团给村里送来了5600只鸡苗，
并出资修建600多个鸡舍，帮助村里发
展土鸡养殖产业。

左强是重庆日报报业集团派驻笔
架村的驻村扶贫第一书记。他向记者
介绍：“王仁文被列为重点帮扶对象之
一，分了300只鸡苗和1000斤用作鸡
饲料的苞谷。我们希望他能起到示范
作用，带动村里更多人发展土鸡养
殖。”

王仁文没有让左强失望，300只鸡
苗，成功养大了200余只，“卖了180几
只，有一万八的收入。”

对于腿脚不便的王仁文来说，养大
这些鸡并不容易，“最怕出鸡瘟，一晚上
要死十几个。”

去年7月的一天傍晚，提着苞谷喂
鸡的王仁文发现，有许多鸡都蔫蔫的，

“不吃东西，还像人感冒了一样流鼻涕、
打喷嚏。”

（下转4版）

巫山双龙 让脱贫成效更上一层楼
本报记者 管洪 李诗 陈维灯

3月15日，全市统筹生态环境保
护和脱贫攻坚双赢暨林业工作会召
开。值得注意的是，此次会议是两个
会议合并开会，其务实、高效的会风
令人耳目一新。从某种程度讲，这正
是重庆贯彻落实中央精神，反对形式
主义，向“文山会海”亮剑，为基层松
绑减负的一个缩影。

会议是重要而有效的沟通方式，
开会就是通过聚焦相关群体来解决相
应问题。一些地方开会过多、过滥、过

长，造成一些工作人员扎堆赶会。开会
便成了负担，让基层疲于应付，让干部
苦不堪言，挫伤了大家干事创业的积
极性，最终影响工作效率，影响党风、
政风，带来新的问题和负担。

反对形式主义，就要好好整治这
股“文山会海”之风，不让讲话成为

“套路”，不让会议流于形式。合并开
会、套开会议，讲短话、讲真话、讲管
用的话，少开会、开短会，开管用的
会，都应积极提倡。只有让干部从

“文山会海”中解脱出来，把更多时间
和精力放在谋发展、抓落实上，才能
真正提高工作成效，给人民群众带来
更多的获得感和幸福感。

整治“文山会海”要见行动
□程正龙

新华社北京3月16日电 系列采访实录《习近平在正
定》近日由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出版，在全国发行。

1982年3月至1985年5月，习近平同志任河北省正定
县委副书记、县委书记，在正定工作了3年多。他同正定广
大干部群众打成一片，走遍全县每一个村，奋战在改革开放
第一线，全面推进各项工作，政绩斐然，政声卓著。这组采
访实录共计22篇，受访者中既有中组部的老同志、当时的正
定县委班子成员，也有当年的机关工作人员和采访过他的
记者，还有一些普通干部群众。采访实录通过受访者的口

述，生动再现了习近平同志在县委书记岗位上的奋斗轨迹，
真实展现了一位对党忠诚、善政为民、深入调研、求真务实、
锐意进取、勇于担当的优秀年轻干部形象。习近平同志用
自己的心血和汗水，在正定大地上书写了一部激情洋溢的
青春感人诗篇。

《习近平在正定》文风质朴、内容详实，是了解习近平同
志作为党和人民的领袖成长奋斗经历的生动读本，是激励
新时代领导干部特别是年轻干部担当作为的鲜活教材，读
起来能够使人精神得到鼓舞、工作得到启迪。

《习近平在正定》出版
是了解习近平同志作为党和人民的领袖成长奋斗

经历的生动读本，是激励新时代领导干部特别是年轻
干部担当作为的鲜活教材

如何才能在传统农业项目中寻找新的突破点，使其

成为新的增长点，让一时脱贫成为长期增收，巩固脱贫

成效？这是许多驻村干部思考的问题。

2月22日，巫山双龙镇笔架村七组村民王仁文在屋前树林捡拾鸡蛋。
今年，王仁文养的土鸡将搭上“双龙跑跑鸡”的品牌进入电商平台销售。

记者 齐岚森 摄

3月15日，市民在重庆文理学
院图书馆阅读。

位于重庆市永川区的重庆文
理学院图书馆自2005年开始探索
对社会公众开放业务，并提供图书
免费借阅服务，受到市民的认可和
欢迎。

新华社记者 王全超 摄

校园图书馆
向公众开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