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目送当天最后一位病人离开后，
黄国宁活动了一下僵硬的肩膀，慢慢
站起身来。此时，时针已经指向中午
12点40分。

3月26日星期二，是重庆市妇幼
保健院副院长黄国宁坐诊的日子。
除了全情投入到辅助生殖医学的研
究当中，60岁的黄国宁还坚持每周
一和周二上午坐门诊。他说：“我很
庆幸自己是一名医生，可以帮助更多
的不孕家庭。”

从小就有当医生的梦想

黄国宁语速有点慢，两鬓有些

花白。回忆自己的从医经历，他说，
由于父母都是医务人员，受其影响，
自己在很小的时候，就许下当医生的
愿望。

1983年，24岁的黄国宁从重庆
医科大学毕业时，就业意愿填了三
个，第一个是神经内科，最后一个是
妇产科。“当时重庆几乎没有男妇产
科医生，领导一看我的志愿，直接就
让我来了妇幼。”黄国宁回忆，自己接
到通知时懵了，母亲安慰他说：“无论
到哪个科室，都是当医生，没什么区
别。”

黄国宁硬着头皮来到重庆市妇
幼保健院妇科病房报到，和他预料的
一样，很多病人都拒绝让他看诊。

（下转2版）

重庆首位“白求恩奖章”获得者黄国宁：

“我很庆幸自己是一名医生”
本报记者 李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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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 3 月 31 日电 4月1日
出版的第7期《求是》杂志将发表中共中
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
平的重要文章《关于坚持和发展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的几个问题》。

文章强调，道路问题是关系党的事
业兴衰成败第一位的问题，道路就是党
的生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科学社
会主义理论逻辑和中国社会发展历史
逻辑的辩证统一，是根植于中国大地、
反映中国人民意愿、适应中国和时代发
展进步要求的科学社会主义，是全面建
成小康社会、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
化、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必由之
路。

文章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社

会主义而不是其他什么主义，科学社会
主义基本原则不能丢，丢了就不是社会
主义。一个国家实行什么样的主义，关
键要看这个主义能否解决这个国家面临
的历史性课题。历史和现实都告诉我
们，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只有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才能发展中国，这是历史
的结论、人民的选择。

文章指出，我们党领导人民进行社
会主义建设，有改革开放前和改革开放
后两个历史时期，这是两个相互联系又
有重大区别的时期，但本质上都是我们
党领导人民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探
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在改革开放历
史新时期开创的，但也是在新中国已经
建立起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并进行了20

多年建设的基础上开创的。虽然这两个
历史时期在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思想指
导、方针政策、实际工作上有很大差别，
但两者决不是彼此割裂的，更不是根本
对立的。不能用改革开放后的历史时期
否定改革开放前的历史时期，也不能用
改革开放前的历史时期否定改革开放后
的历史时期。

文章指出，马克思主义必定随着时
代、实践和科学的发展而不断发展，不可
能一成不变，社会主义从来都是在开拓
中前进的。坚持马克思主义，坚持社会
主义，一定要有发展的观点。全党同志
首先是各级领导干部必须坚持马克思主
义的发展观点，清醒认识世情、国情、党
情的变和不变，不断深化改革开放，不断

推进理论创新、实践创新、制度创新。
文章强调，我们党始终坚持共产主

义远大理想，共产党员特别是党员领导
干部要做共产主义远大理想和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的坚定信仰者和
忠实践行者。衡量一名共产党员、一名
领导干部是否具有共产主义远大理想，
是有客观标准的，那就要看他能否坚持
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能否
吃苦在前、享受在后，能否勤奋工作、廉
洁奉公，能否为理想而奋不顾身去拼
搏、去奋斗、去献出自己的全部精力乃
至生命。一切迷惘迟疑的观点，一切及
时行乐的思想，一切贪图私利的行为，
一切无所作为的作风，都是与此格格不
入的。

《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

关于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几个问题

本报讯 （记者 颜若雯）3月28日
下午，市人大常委会召开民营企业发展
法治环境工作情况汇报会。市人大常委
会主任张轩出席会议。

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刘学普、沈金
强、张定宇、王越和秘书长龙华出席会
议。副市长李明清综合报告了市政府关
于民营企业发展法治环境的工作情况，

市发展改革委等10部门负责同志在会
上发言。

今年，市人大常委会将听取和审议
政府关于民营企业发展法治环境工作情
况的报告，并开展工作评议。目前，市人
大常委会成立了7个调研小组，重点调
研存在的问题并提出对策建议。

张轩指出，3月10日，习近平总书记

参加福建代表团审议时强调，为各类所有
制企业营造公平、透明、法治的发展环
境。重庆各部门、各区县紧紧围绕习近平
总书记在民营企业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
精神，按照市委工作部署和要求，着力打
造公平公正的法治环境、高效透明的政务
环境、平等竞争的市场环境、安商亲商的
社会环境，取得了不小的成绩和进步。

张轩强调，持续发展民营经济，既靠
政策，更靠法治。对广大企业而言，职能
部门依法办事，法治环境良好，竞争秩序
公平，就是发展资源。解决制约民营企
业持续健康发展的种种问题，需要密织
法律之网、强化法治之力，着力健全公
平、开放、透明的市场规则，深化“放管
服”改革，实施公正监管、高效监管。市
人大常委会开展本次工作评议的目标与
政府一致，是为清除民营经济发展障碍，
为民营企业健康发展营造良好环境。要
坚持问题导向和目标引领的统一，在精
准精细上下功夫，抓细抓实，积沙成塔，
以本次工作评议为契机，全力推动我市
民营经济实现高质量新发展。

市人大常委会召开民营企业发展法治环境工作情况汇报会
张轩出席并讲话

本报讯 （记者 张莎）3月31日，“生命如
花·2019全国人体器官捐献缅怀纪念暨宣传普及
活动”在重庆市人体器官捐献纪念园内举办。全
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中国红十字会会长陈竺
出席活动，并为五位捐献者家属、2018年度全国
优秀人体器官捐献协调员分别颁发纪念杯和荣誉
证书。

中国红十字会党组书记、常务副会长梁惠玲
在纪念活动上说，器官捐献是体现社会文明进步
的高尚事业，也是一项复杂的社会系统工程，需要
多部门的密切配合，更需要全社会方方面面的支
持和参与。衷心希望有更多的爱心人士、爱心机
构加入到器官捐献事业中来，通过更加广泛的宣
传动员，普及器官捐献知识，提高全社会对器官捐
献重要意义的认识，努力营造全社会支持器官捐
献的良好氛围。

为进一步推动人体器官捐献事业发展，更好
地保护人民的生命和健康，自2013年起，每年的3
月31日，在中国红十字会总会、国家卫生健康委
员会的支持下，中国人体器官捐献管理中心联合
相关单位机构先后在山东、江西、北京、上海、湖北
举办全国人体器官捐献缅怀纪念暨宣传普及活
动，全国各地红十字会也在清明节期间举办缅怀
纪念活动。

中国人体器官捐献工作开展以来，发展迅速，
一个科学公正、符合伦理的公民逝世后无偿器官
捐献体系在中国已初步建立并稳步发展。截至今
年3月28日，中国已登记器官捐献志愿者116万
余人，成功实现捐献2.2万余例，救治器官衰竭患
者6.5万余名。中国每百万人口年捐献率从2010
年的0.03达到目前的4.53，年捐献量位居世界第
二位。

我市从1980年开始接收遗体捐献，截至3月
20日，我市登记遗体捐献志愿者8833人，已实施
遗体捐献2380例；角膜捐献志愿者10146人，已
实施角膜捐献2185例，让2887位眼疾患者重见
光明。全市的器官捐献工作从2012年8月获批
正式开展，截至3月20日，我市登记人体器官捐献
志愿者9112人，成功捐献431例，捐献1270个器
官，挽救1171个患者的生命。

副市长、重庆市红十字会会长屈谦，数百名医
学生代表、志愿者代表、社会爱心人士参加纪念活
动。

3月30日，陈竺在歌乐山烈士陵园拜谒了农
工党三烈士纪念碑，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杜黎明
陪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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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见》全文
扫一扫
就看到

黄国宁，男，1959年出生，我国最
著名的遗传生殖医学专家之一。毕
业于重庆医科大学，于1983年9月进
入重庆市妇幼保健院工作，现为该院
副院长、主任医师，享受国家特殊津
贴。被授予我国卫生行业的最高荣
誉“白求恩奖章”，成为重庆首位获此
殊荣的医务工作者。

【人物简介】

本报讯 （记者 颜若雯）重庆日报
记者从3月28日市人大常委会召开的民
营企业发展法治环境工作情况汇报会上了
解到，为维护民营企业合法权益，市政府将
全面推行行政执法公示、执法全过程记
录、重大执法决定法制审核“三项制度”。

据市人大常委会调研小组近期开展
的调研发现，有企业和人大代表反映，个

别隐性壁垒的设置或人为提高准入门槛，
让民营企业未能充分参与市场竞争；一些
行政审批权力下放不够充分；有的部门内
部报批程序多、时间久，审批效率不高；有
的政策制定听取民营企业意见少等问题。

市政府相关负责人表示，市政府下
一步将不断完善涉企行政立法体系，加
快促进民营企业发展相关政府立法项目

的推进进度，进一步强化政务诚信及社
会信用体系建设，加快《重庆市社会信用
条例》立法进程，依法清理不利于民营企
业发展或违反公平、开放、透明的市场规
则的规章、行政规范性文件等。同时，市
政府将及时动态调整行政权力清单和公
共服务事项目录清单，全面实施市场准
入负面清单制度，严格落实各项涉企减

税降费优惠政策，降低民营企业制度性
交易成本。

为维护民营企业和民营企业家合法
权益，市政府还将全面推行行政执法公
示、执法全过程记录、重大执法决定法制
审核“三项制度”，完善涉及民营企业行
政执法的权责清单，明确执法主体、执法
程序、执法事项范围；深化行政裁量权基
准制度，细化、量化行政处罚标准，坚决
反对以权谋私、吃拿卡要等违纪违法行
为，坚决杜绝随意检查、多重检查等执法
歧视行为，切实防止对民营企业采取“一
刀切”等简单粗暴执法，做到平等对待、
规范执法、依法保护。

市政府全面推行“三项制度”维护民企合法权益

坚决杜绝以权谋私、吃拿卡要、随意检查

中办国办印发《意见》

以2022年北京冬奥会为契机大力发展冰雪运动

4-5版刊登“区县故事荟”

习近平向第30届阿拉伯国家联盟首脑理事会会议致贺电
（据新华社）

据新华社北京 3 月 31 日电 近
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
发《关于以2022年北京冬奥会为契机
大力发展冰雪运动的意见》。

《意见》提出，2022年北京冬奥会
是我国重要历史节点的重大标志性活
动。力争到2022年，我国冰雪运动总

体发展更加均衡，普及程度明显提
升，参与人数大幅增加，冰雪运动影
响力更加广泛；冰雪运动竞技水平明
显提高，在2022年北京冬奥会上实现
全项目参赛，冰上项目上台阶、雪上
项目有突破，取得我国冬奥会参赛史
上最好成绩；冰雪产业蓬勃发展，产

业规模明显扩大，结构不断优化，产
业链日益完备。

为深入贯彻落实习
近平总书记对重庆提出
的“两点”定位、“两地”
“两高”目标，我市正在
谋划实施“城市提升行
动计划”，其中，计划用
三年左右时间打造 10
余条300多公里长的高
品质山城步道，叫响“山
城步道”品牌，助推城市
品质提升。

山城步道的起源，
已不可考。但可以肯定
的是，山城步道，一直伴
随着重庆城成长发展；
山城步道，不仅仅是重
庆市民生活、出行、休憩
的重要通道，更是传承
历史人文、记录城市演
变的重要空间载体，与
城市品质提升紧密相
关。

山城步道究竟有何
特色？现状如何？打造
“山城步道”品牌应该注
意哪些问题？重庆日报
记者兵分多路，耗时近
一个月，对此进行了深
度调查。从今日起，本
报推出“关注山城步道
建设”系列报道，敬请关
注。同时，也欢迎读者
对山城步道建设提出建
议，让山城步道为城市
品质添彩，成为承载重
庆城市记忆年轮的通
道。

（相关报道见3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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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曲流巴字 山长幻寿文

3月31日上午7时30分，随着南滨公园起点处的发令枪响，2019重庆国际马拉松赛正
式开跑。3万名中外跑者分别参加全程、半程、迷你、亲子马拉松赛事，感受跑步带来的快
乐。最终，男子和女子的全程冠军皆被埃塞俄比亚选手收入囊中，成绩分别是2∶10∶25和
2∶24∶30。图为参赛选手正在比赛。 记者 卢越 罗斌 摄 （相关报道见9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