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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 张莎）3月22日，中
国重庆—白俄罗斯明斯克州商务论坛举
行，现场签约8个经贸、文化、教育等项目，
其中我市5家企业签下4000余万美元大
单。

4000 余万美元合同涉及农副产品
贸易、进出口和加工等领域，由我市5家
企业与明斯克州企业合作完成。同时，
我市还与白俄罗斯明斯克州签署了《中
国重庆市和白俄罗斯明斯克州交往合作
计划书》《中华人民共和国重庆市教育委
员会与白俄罗斯共和国明斯克州教育总
局教育交流合作协议》《中国国际商会重
庆商会与白俄罗斯工商会明斯克分会合
作协议》。

根据合作协议，在贸易合作方面，我市
与明斯克州将共同推动增加粮食产品、高
科技产品等方面的进出口，增加双边贸易
额。

在投资合作方面，双方将研究在位于
明斯克州的中白“巨石”工业园内建立重庆
企业分园的可能性，并开展工业园推介宣
传工作；制定重庆企业在明斯克州的试点
投资项目清单；在两国中长期战略计划对
接基础上，研究重庆直接投资中白联合发
展项目的可能性。

在文化合作方面，双方将在白俄罗斯
国家电影公司和重庆电影集团有限公司签
署的战略伙伴关系协定框架内发展合作；
落实明斯克普希金州立图书馆与重庆图书

馆签署的合作备忘录，实施“重庆之窗”项
目；为中国游客制作哈腾遗址纪念群主题
信息资料。

在旅游合作方面，双方将建立两地旅
游组织之间的直接联系，宣传推广两地旅
游发展潜力，协助重庆“瓦洛沙白俄罗斯旅
游文化中心”和明斯克重庆文旅推广中心
推广旅游。

在教育合作方面，双方将研究组织重
庆汉语教师志愿者赴明斯克州教育机构任
教的可能性，协助明斯克州学生参与中国
举办的国际夏令营活动。

在农业合作方面，研究双方在农业领
域的投资合作项目。

明斯克州州长伊萨琴科表示，这是明

斯克州首次派出庞大的政府经贸和文化代
表团访问重庆，今后双方将持续深化在商
贸、物流、工业、园区开发、科技、农业、相互
投资、教育、文化、旅游等方面的全方位合
作、搭建交流对接平台。

白俄罗斯驻华大使鲁德表示，重庆
与明斯克州在产业结构等方面有很多相
似之处，互补性强，合作空间和潜力很
大。与此同时，友好市州关系、两地直达
往返班列、文化旅游推广中心也为重庆
与明斯克州实现更多务实合作搭建了优
质平台。

中国重庆-白俄罗斯明斯克州商务论坛举行
我市5家企业签下4000余万美元大单

本报讯 （记者 廖雪梅）春日慢游赏
山城好风光，当然少不了体验重庆特有的
山城步道。3月22日，市住房城乡建委发
布消息称，今年我市将开工建设歌乐山—
磁器口等山城步道示范项目，计划建成红
岩联线步道等11条高品质山城步道。

市住房城乡建委人士介绍，去年底印
发的《重庆市城市提升行动计划》提出，为
改善市民步行环境，立足重庆特有的自然
山水人文资源和地形地貌条件，打造重庆
独有的山城步道网络，叫响“山城步道”城
市品牌。

山城步道包括街巷步道、滨江步道和
山林步道三类——

街巷步道是在老城区中利用梯坎、坡
道、街巷，串联起历史街区、传统风貌区、市
井街巷等人文景观资源，形成精彩的城市
体验路线，并代表山城步行交通特色，承载
山城历史人文景观功能的街巷步道。

滨江步道是在滨水区域结合“两江四

岸”及“清水绿岸”治理提升，以江岸与水系
要素为依托和构成基础，串联滨水绿色开
敞空间及活动节点，以休闲健身为主，兼具
绿色出行、生态环保、社会文化、旅游经济、
安全预警等功能，打造满足市民亲水、观
光、游憩的高品质滨水步道。

山林步道是在“四山”及城中山体中结
合自然地形和林地分布情况，以自然资源
为主要依托，串联重要节点，建设兼具林中
野趣、休闲健身、游赏科普功能的山林步
道。

前述11条山城步道建成后，将给市民
带来哪些体验？市住房城乡建委人士透露
了部分步道情况。

红岩联线步道（在建，属山林步道）：位
于沙坪坝区，总长约5公里，有望2019年
上半年完工投用。该步道将串联白公馆、
渣滓洞、梅园、诗碑林、烈士殉难处等，并以
步道为中心，实施沿线绿化景观提档升级
工程。该步道的建设不仅能有效解决景区
人车混流、交通拥堵、秩序混乱等问题，提
升景区形象品质，还能增强游客和群众的
获得感、幸福感。

戴家巷步道（未开放，属街巷步道）：位
于渝中区，围绕城墙遗址，在山麓地带建一
条步道，直接连接嘉滨路滨江广场。整个区
域将连通坡上与江岸高差60米的地带，强
化与洪崖洞和魁星楼之间的联系，形成戴家
巷十二景。该步道已基本建成，待戴家巷崖
壁公园对外开放后，步道将同步开放。

重庆古城墙遗址传统风貌区步道（街
巷步道）：位于渝中区，长度2.8公里，已建
成临江门—定远门段，目前南纪门—金汤
门—通远门段正在施工，有望今年建成。

红岩联线步道有望上半年投用

重庆今年计划建成11条山城步道

本报讯 （记者 韩毅）3 月 22日，
2019重庆春季旅游启动仪式暨中华山水
茶道文化节开幕式在巴南区华熙LIVE·
巴南国际体育文化中心举行，拉开“山水之
城·美丽之地”的春之旅，奏响重庆旅游四
季歌的春乐章，让八方游客在重庆“行千
里·致广大”。

阳春三月，是重庆最美丽的季节。无
论身处都市，还是置身郊野，灿烂的桃花、
梨花、李花、柚花、牡丹、油菜花、樱花……
都能让游客和市民体验“花儿别样红”。除

了赏花外，全市各区县还组织策划了非遗
展、农耕研学活动、书画摄影展、马拉松赛、
自行车赛、乡村越野跑、游园运动会等160
多项文旅活动，在让游客充分感受重庆春
意的同时，也让市民和游客春游的形式、内
涵变得更加丰富。

在重庆春季旅游启动仪式上，巴南
区同步举行了 2019 中华山水茶道文化
节开幕式。据介绍，在本次中华山水茶
道文化节上，巴南区将陆续举办乡村振
兴投资合作论坛、2019“定心之约”春季

茶文化周、“春到巴南·遇见花开遇见你
巴南最美乡村”摄影和微视频大赛、“老
外@Chongqing·玩转非遗 2019”、天坪
山国际自行车比赛等一系列精彩活动，
盛邀游客和市民赏花、品茶、泡泉、论道、
赏艺。

其中，2019“定心之约”春季茶文化周
将于3月23日-29日在巴南二圣镇白象
山举行。活动现场，游客除了可以参与品
春茶、采春茶、炒春茶、品茶餐、赏茶艺、茶
话会等体验活动外，还可以参与“我在重庆

学制茶”、“说茶”高峰论坛、巴渝文化论坛、
“巴渝作家走基层，筑梦绘巴南”文学采风
等精彩活动。

此外，“春到巴南·遇见花开遇见你”
摄影和微视频大赛，将面向广大摄影爱好
者，征集反映党的十九大以来巴南区幸福
美丽新村建设成果，表现老百姓幸福生活
场景、和谐发展共建美好家园的摄影作
品；高山花海乐园花海艺术嘉年华，将举
行动漫巡游、亲子才艺大赛、“醉美天乡”
摄影大赛等活动；金色石滩·麒麟花海低
空运动飞行旅游节，将举行首届国际山地
自行车赛、第五届天台花谷樱花节、巴味
渝珍·脱贫攻坚农夫集市暨乡村美食节、
金色石滩随手拍摄影大赛、穿越花海健步
走等活动，让游客体验“乐享四季·生态巴
南”的魅力。

重庆春季旅游启动仪式在巴南举行
各区县赏花、非遗展、农耕研学等160多项文旅活动精彩纷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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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首席记者 周尤）3月22日，重庆日报报业集团召开
2019全国两会报道总结表彰会，并对做好下一步宣传报道工作作出
安排部署。

今年全国两会，重报集团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1·25”重
要讲话精神，按照市委宣传部统一安排部署，精心制定报道方案，提
前谋划准备，组织统筹，进一步深化集团“中央厨房”运行机制，强化
全媒体传播，派出43名记者前往北京采访。全集团共投入400多名
采编人员参与两会报道，前后方协同作战，跨省市媒体联动，24小时
报道全国两会盛况，“四全”媒体建设成效凸现。

据统计，3月2日至3月16日，重报集团所属媒体各平台共投入
全国两会报道版面317个，刊发两会各类新闻稿件8800多篇，其中
原创全媒体、融媒体作品近5000条；开设全国两会报道各类专题、专
栏40多个，两会视频报道播放总时长130个小时。集团阅读量“百
万+”报道近200条，“千万+”栏目和作品23个，阅读量过亿报道作
品2个，全网累计总阅读量超过5亿人次，传播效果明显提升。在继
续做好内容产品的同时，更加注重传媒手段的创新，运用文图、图表、
音频、视频、H5、VR、动画、双语、大数据等多种方式传播，主动占领
互联网主阵地，提升了网络传播影响力。

守正创新“烹”大餐
重报集团召开2019全国两会报道总结表彰会

本报讯 （记者 陈国栋）3月21日，市委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
党的建设制度改革专项小组召开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中央、市委全面
深化改革委员会会议精神，认真落实市委和陈敏尔书记要求，审议相
关改革文件，研究部署今年改革工作。市委常委、组织部部长胡文容
主持会议并讲话。

胡文容强调，要坚持以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全面深化改革的重要论
述指导党的建设制度改革，在学深悟透、知行合一上下功夫，不折不扣
贯彻落实中央改革决策部署，坚定自觉地向总书记看齐、听党中央指
挥。要坚持问题导向、目标导向，紧紧围绕中央脱贫攻坚专项巡视反
馈意见整改落实、打好“三大攻坚战”、实施“八项行动计划”等中心工
作，系统推进干部人事制度改革、人才发展体制机制改革、基层党建制
度改革等重点改革任务，确保党的建设制度改革有新进展新成效。

胡文容强调，要认真贯彻落实中央和市委关于转作风、抓落实的
部署要求，大力弘扬求真务实、真抓实干的作风，坚决反对形式主义、
官僚主义，切实减轻基层负担，做深做细做实党的建设制度改革工
作。要注重清单化管理、体系化推进、成果化体现，建立健全责任传
导、调查研究、督促提醒等工作机制，确保中央和市委的改革部署全
面落到实处。

胡文容在党的建设制度改革专项小组会议上强调

强化担当实干
坚定推进改革工作

●3月22日，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杜黎明出席中国重庆-白俄
罗斯明斯克州商务论坛。 （记者 张莎）

政务简报

相知无远近，万里尚为邻。3月21日至
26日，习近平主席对意大利、摩纳哥、法国进
行国事访问。这是党和国家最高领导人今
年首次出访，对中意、中摩、中法关系发展具
有重要历史意义，将为新时期中欧关系发展
注入新动力，为共建“一带一路”开辟新空
间，为世界和平与发展作出新贡献。

“交得其道，千里同好，固于胶漆，坚于
金石。”深厚的传统友谊，静静流淌于中国与
意大利、摩纳哥、法国友好交往的长河中，佳
话传扬。千年丝路连接起中国和古罗马两
大文明，一部《马可·波罗游记》在西方掀起
历史上第一次“中国热”；摩纳哥王宫中，中
式家具、石狮和亭子，诉说着与中国的友好
交往历史；伏尔泰等法国启蒙思想家对中国
儒家思想抱持浓厚的研究兴趣；20世纪初，
中国共产党老一代领导人中很多是在法国
负笈求学的；二战中，法国医生贝熙叶冒着
生命危险，开辟自行车“驼峰航线”……

“友谊不是偶然的选择，而是志同道合
的结果。”进入新时代，高层交往为巩固传统
友谊、增进战略互信、推动世代友好和全面
合作深入发展，发挥着重要引领和推动作
用。习近平主席欧洲三国之行，必将让传统
友谊焕发新的生机活力。

今年是中意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建立 15
周年，明年将迎来中意建交50周年。中国国
家主席时隔10年再次访问意大利，双边关系
将承前启后、继往开来，书写新的历史篇
章。中摩建交24年来，始终坚持相互尊重、
平等相待、合作共赢。近年来，双方在生态
环保、应对气候变化、清洁能源、绿色低碳、
野生动物保护等领域深化合作，为大小国家
友好交往树立了典范。中国国家主席首次
访问摩纳哥，将开启中摩关系发展新时代。
法国是第一个同新中国正式建交的西方大
国。55年来，中法关系始终走在中国同西方
主要发达国家关系前列，成为“世界大国关
系中的一对特殊关系”。5年前，习近平主席
在中法建交50周年纪念大会上发表重要讲
话，以“独立自主、相互理解、高瞻远瞩、合作
共赢”概括中法关系的精神，揭示了双方相
互走近、真诚合作的不竭动力。习近平主席
再次访法，必将开创双边关系更加美好的未
来。

惟以心相交，方成其久远。在高层交往
的引领下，中意、中摩、中法不断密切人文交

流，为传统友谊历久弥新奠定了坚实的民意基础。民间交往的
滋润，民心相亲的力量，必将让中国与三国友好交往更趋活跃、
友谊之树更加枝繁叶茂。

“友谊是相互信任，是长存于心。”友谊基于信任，也将增进
信任。我们坚信，习近平主席这次对三国的历史性访问，必将为
中欧关系特别是中意、中摩、中法双边关系培育出更加艳丽的花
朵，开辟更为广阔的空间，赋予友好交往更加丰富的内涵，更好
造福、更多惠及中欧人民，书写新时代中欧友好交往新佳话。

（人民日报3月23日评论员文章 新华社北京3月22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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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接1版）
习近平指出，中国一贯支持欧洲一体

化进程，尊重欧盟为解决自身问题所作努
力。希望意方继续发挥积极作用，推动欧
盟同中方一道推进和平、增长、改革、文明
四大伙伴关系。中方愿同意方就联合国事
务、全球治理、气候变化、2030年可持续发
展议程等重大议题加强沟通和协调，共同
倡导贸易和投资自由化便利化，引导经济
全球化朝着更加开放、包容、普惠、平衡、共
赢方向发展。

马塔雷拉表示，热烈欢迎习近平主
席。我前年对中国的访问至今记忆犹新。
意中保持密切高层交往，特别是习近平主
席这次来访，充分显示了两国关系的高水
平。中国是意大利紧密而重要的伙伴。意
方钦佩中国发展成就，赞赏中方奉行开放
战略，看好意中合作前景，愿以意中全面战
略伙伴关系建立15周年和明年建交50周
年为契机，拓展两国经贸、投资、科技、创新
等各领域互利合作。意大利和中国曾位于
古代的丝绸之路两端，这是我们两国密切
联系的纽带。意大利支持习近平主席倡导
的共建“一带一路”倡议，相信这将有利于
欧亚大陆互联互通和共同发展，使古老的
丝绸之路在当代焕发新的活力。“一带一
路”也是一条文化交流之路。意方愿加强
同中方文化旅游领域交流合作。意中都是
拥有上千年文明的古国，两国人民有足够
的智慧应对当今人类社会面临的挑战。意
大利相信中国的复兴将为世界和平与繁荣
做出新的历史贡献。意方致力于推进欧中
关系深入发展，愿加强同中国在联合国、二
十国集团等多边机构中的沟通和协调，共

同维护多边主义和贸易自由化，携手应对
气候变化、国际安全等方面的挑战。

会谈后，两国元首共同会见了记者。
会谈前，马塔雷拉总统在总统府广场

为习近平举行隆重欢迎仪式。早春的罗马
煦风微送，晴空万里。习近平和夫人彭丽
媛乘车在身着盛装、雄姿英发的意大利骑
兵护卫下，前往总统府广场。

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抵达时，马塔雷
拉总统和女儿劳拉在停车处迎接，互致问
候。随后，军乐团奏中国、意大利两国国歌，
升中国国旗。两国元首一同检阅仪仗队。
仪仗队长趋前请习近平检阅。习近平在马
塔雷拉总统陪同下依次检阅陆军、海军、空
军和骑兵方队。习近平同意方主要官员握
手，马塔雷拉总统同中方陪同人员握手。

当天，习近平向意大利无名烈士纪念
碑献花圈。

丁薛祥、杨洁篪、王毅、何立峰等参加
上述活动。

新华社罗马3月22日电 （记者 李
建敏 蒋国鹏）国家主席习近平22日在罗
马和意大利总统马塔雷拉一道会见出席中
意企业家委员会、中意第三方市场合作论
坛、中意文化合作机制会议双方代表。

习近平祝贺中意务实合作三大机制性
会议首次同期召开，感谢两国工商企业界、
文化艺术界人士长期以来为推动双边经贸
合作、加深两国人民相互了解、增进两国友
谊作出的努力和贡献。习近平指出，中意都
具有悠久的历史，对文明的传承都高度重

视，这是两国能够相互理解、友谊长存的根
基。根深则叶茂，中意是互尊互信的战略伙
伴、互利共赢的合作伙伴、文明互鉴的交流
伙伴。双方能够照顾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
关切，双边交流合作拥有坚实的政治基础。
双边贸易平稳发展，双向投资快速增长，为
两国人民带来了实实在在的利益。两国文
化交流精彩纷呈，走在中西文化交流合作的
前列。我对中意关系发展前景充满信心。

习近平强调，明年是中意建交50周
年，两国将互办文化旅游年，各领域合作将
迎来新的机遇。中方愿同意大利各界一道
努力，推动两国关系在互利共赢大路上行
稳致远，为促进中欧互联互通乃至世界发
展繁荣作出新的贡献。希望中意企业界、
文化界人士在各自领域为两国合作贡献更
多智慧和力量。

马塔雷拉表示，意中都是文明古国，这
是两国关系丰厚的底蕴。两国传统友好、
经贸交往和文化交流源远流长。新形势
下，意大利政府支持两国企业深化经贸投
资合作，支持两国文化界开展全方位交
流。双方要共同努力，将两国经贸合作提
升至新水平，拓展文化丝绸之路，更好造福
两国人民，共同应对当今世界面临的挑战，
推动意中关系更上层楼。

丁薛祥、杨洁篪、王毅、何立峰等参加
上述活动。

新华社罗马3月22日电 （记者 骆
珺 郝薇薇）国家主席习近平22日在罗马
会见意大利参议长卡塞拉蒂。

习近平指出，中意两国传统友好，古老
的丝绸之路将两国人民紧密相联。中意建
交近50年来，双边关系始终健康稳定发
展，已成为相互信任、携手合作的重要伙
伴。我这次访问的目的就是巩固中意关系
的长期性、稳定性、战略性，全面提升互利
合作水平。中方愿同意方加强高层引领，
相互尊重彼此重大关切，共建“一带一路”，
开拓第三方合作，密切文化交流和地方合
作，夯实两国关系民意基础。

习近平强调，近年来，中国全国人大同
意大利参议院建立了定期交流机制。中方
支持两国立法机构开展多层次、宽领域、多
渠道交流合作，在相互尊重、相互借鉴基础
上，就立法监督、治国理政、国计民生等重
要议题分享成功经验。希望参议院继续发
挥积极促进作用，为双边关系发展创造更
好条件、注入更大动力。

卡塞拉蒂表示，意大利参议院热烈欢
迎习近平主席来访。意中两国人民长期以
来相互信任，保持着深厚的友谊，在经贸、
文化等领域联系紧密。我赞同习主席在意
大利《晚邮报》发表的文章中对两国上千年
传统友好交往的评价。意中都是文化大
国。意方愿同中方加强文化、艺术、语言、
遗产保护、旅游、科技、创新等交流合作，鼓
励青年交往、增进相互理解。意方期待着
通过习主席此访，双方加强共建“一带一
路”合作。意中半个世纪的交往史是半个
世纪对话和友谊的历史。意大利参议院愿
促进两国立法机构交往，继续为深化意中
友好合作作出贡献。

丁薛祥、杨洁篪、王毅、何立峰等参加
会见。

习近平同意大利总统马塔雷拉举行会谈

（上接1版）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

李克强作出批示，要科学有效做好搜救
工作，全力以赴救治受伤人员，最大程
度减少伤亡，采取有力措施控制危险
源，注意防止发生次生事故。应急管理

部督促各地进一步排查并消除危化品
等重点行业安全生产隐患，夯实各环节
责任。

根据习近平指示和李克强要求，应急
管理部、生态环境部已分别派出工作组赴
现场指导抢险救援和环境监测工作。国家

卫生健康委抽调重症医学、烧伤、创伤外
科、神经外科和心理干预专家等组成国家
级医疗专家组赶赴当地进行医学救援。江
苏省委、省政府负责同志正在现场指挥处
置。目前，现场救援、伤员救治等工作正在
紧张有序进行中。

习近平对响水“3·21”爆炸事故作重要指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