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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半城抱山筑，一水绕城流。”在长
江之滨，有一座城市，5000年前这里
就有先民居住，滚滚江水在此呈“几”
字形环绕，勾勒出一道优美的城市轮
廓线，这便是江津。从新石器时代的
先民遗址到如今美丽滨江城市，5000
年历史沉淀，这到底是一座怎样的
城？有着怎样鲜为人知的过去？追随
足迹，我们一同追忆江津的前世今生。

江津的渊源，和长江一样久远。
长江之水经云贵高原一路向东，冲刷
出肥沃土壤的为远古先民在此繁衍生

息创造了优越的生存环境。目前，江
津境内已发现新石器时代遗址3处。
大量出土的石锄、石铲、石斧、石刀、石
矛、石鱼网坠以及碗、钵、碟等表明，早
在5000年前，江津境内便有先民在此
耕稼渔猎、聚居生活。

江津真正设县的开始，是在汉献
帝建安六年（201年），益州牧刘璋将
巴郡设7个县，其中乐城县就是现在
江津一带，县城设在现今油溪镇。后
随着政权的更迭，江津之名及县治所
在地屡有变更。至隋开皇十八年（公

元598年），改江阳县为江津县，“江
津”一名沿用至今。至此，江津建邑史
长达1800余年。

翻开历史画卷，有一个奇特的现
象，令祖祖辈辈生活在这里的江津人
所惊叹，那就是普通县城只有东南西
北四道城门，而江津古城却和京城一
样多达九道城门。

明成化年间，人们开始在原有的
土城基础上修筑城池，至清代已出现
现代江津城雏形。江津县城，除按一
般规律开有东西南北4座城门外，还

依县城“几”字形三面环水的地势，沿
江增开5座城门。从地图上看，除了
南安门，其余8座城门都沿江开设。
为何这样规划？资料显示，江津城定
居的市民和流动的客商大大超过普通
县城，多开城门是交通的必然需要。
城门靠江，也印证了当时商贸主要依
赖水运的实际情况。在军事上，依托
天险长江开城门，也是易守难攻之势。

以九道城门为框架，江津城区过
去布局的主要街巷，至今大部分保存
完整，街道宽度、街道走向、街道名称

几乎未改变。
在清朝时期，江津历史城区街巷

已基本定型，为典型的井字型，有至圣
街（浩阳街）、大土地巷（胜利街）、等
10条。到了民国时期，江津城内主要
道路增至25条，路宽约4米。解放
后，又新增小巷数条。至1985年，城
区主要街道有大同路、四牌坊街、布市
街、通泰街、南安街、天香街、七贤街等
27条。

上世纪80年代后，随着发展，江
津城区不断往外扩，但历史城区内的

街巷整体街巷格局基本不变。如今，
江津城区的四牌坊街、五福路、布市
街、通泰街、老米市街……27条带着
历史记忆的主要街道大部分保存完
整，街道宽度、街道走向、街道名称几
乎未改变。沿江走向的长街与伸向水
系的短巷、街巷依水灵活布局，主要街
巷以东西走向的长街为主线，辅以南
北向的短街构成“井”字型的网络格
局，从九大城门通往城外的道路形成
放射状。

李耀辉

九道城门，细数江津的前世今生四面山水四面山水 人文江津人文江津

本报讯 （记者 黄乔）4月22日，市高级人民
法院召开2019年度第5次党组理论学习中心组学习
会议，传达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视察重庆重要讲话
精神。市高法院党组书记、院长杨临萍主持会议并讲
话。

会议认为，习近平总书记视察重庆，是新时代重
庆改革发展的重要里程碑，充分体现了以习近平同志
为核心的党中央对重庆工作的高度重视和对广大干
部群众的亲切关怀。

会议强调，全市法院要把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
重要讲话精神作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首要政治
任务抓紧抓实。要在学深悟透上下功夫，进一步树牢

“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把“两个维护”知行合

一贯穿到底，自觉在政治立场、政治方向、政治原则、
政治道路上同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保持高
度一致。

会议要求，要把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
精神与做好重庆法院工作结合起来，切实把学习成果
转化为推动新时代重庆法院工作实现新发展的生动
实践。要统筹做好依法办案、服务发展、维护稳定、保
障民生、改革创新等工作，为重庆发挥好“三个作用”
提供更加有力的司法保障。要积极履行政治责任，发
挥司法职能作用，在脱贫攻坚战中彰显法院作为。
要加快推进队伍革命化、正规化、专业化、职业化建
设，努力打造一支忠诚干净担当的高素质法院队
伍。

市高法院传达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视察重庆

重要讲话精神

把学习成果转化为推动新时代法院工作
实现新发展的生动实践

本报讯 习近平总书记视察重庆，重点突出、主题鲜
明、意义重大，是新时代重庆改革发展的重要里程碑，充
分体现了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对重庆工作的高
度重视和对广大干部群众的亲切关怀。连日来，我市各
区县各部门纷纷召开干部大会、常委扩大会学习会议、党
组中心组学习扩大会，传达学习贯彻总书记视察重庆重
要讲话精神，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总书记重要讲话
精神上来。

开州区

优化完善脱贫攻坚工作体系

要进一步提高政治站位、深化思想认识，以高度的政治
自觉、思想自觉和行动自觉抓好学习贯彻，振奋精神、牢记
使命、担当作为，坚决把总书记殷殷嘱托全面落实在开州大
地上，不断开创全区各项事业发展新局面，以优异成绩迎接
新中国成立70周年。要以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为
强大动力，扎实抓好全区当前各项工作。要扎实抓好脱贫
攻坚工作，落实中央脱贫攻坚专项巡视反馈意见整改，坚持

“四个不摘”“五个不减”“五个统筹”，优化完善脱贫攻坚工
作体系，聚焦年度脱贫攻坚任务，精准发力、常抓不懈，确保
如期全面打赢脱贫攻坚战。

酉阳县

聚焦“两不愁三保障”突出问题精准发力

要坚持问题导向，聚焦解决“两不愁三保障”突出问题
精准发力，推动“两不愁三保障”各项措施精准落实到户、到
人，扎实抓好教育扶贫、健康扶贫、饮水安全、易地扶贫搬
迁、农村C级D级危房改造、低保兜底、产业扶贫、基础设施
建设、中央脱贫攻坚专项巡视反馈意见整改、农村环境整治
等各项工作，把全面从严治党要求贯穿脱贫攻坚全过程，大
力度高质量如期打赢打好脱贫攻坚战。

重庆高新区
推动高新区加快打造“升级版”

要切实增强“四个意识”，全面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和
市委市政府要求，更加注重从全局谋划一域、以一域服务全
局，结合重庆高新区区位优势，努力为全市在推进新时代西
部大开发中发挥支撑作用、在推进共建“一带一路”中发挥
带动作用、在推进长江经济带绿色发展中发挥示范作用贡
献力量，在成渝城市群建设中展现新作为。要立即行动起
来，加强组织领导，精心安排部署，高标准高质量抓好学习
宣传贯彻工作，把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转化为工作思路、具
体抓手和发展成果，推动重庆高新区加快打造“升级版”，实
现新一轮提速提质发展。

市委台办

提升对台工作的质量和水平

要切实发挥市委台办的职能职责，在西部大开发新格
局中实现对台工作的新作为，进一步落实好今年初拟定的
十项对台工作目标任务，在工作推进中，提升对台工作的质
量和水平，细化落实全年目标任务，使今年对台工作取得更
大实效。要落实好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加强政治建设、队
伍建设、基层组织建设、作风建设的要求，以政治建设为统
领，以素质能力提升为重点，以作风转变为切入点，服务好
全市经济发展大局，服务好两岸和平发展大局，服务好台胞
台商台属。

市委教育工委、市教委

解决“义务教育有保障”突出问题

全市教育系统将通过中心组学习、座谈以及专题讲
座，邀请领导干部、专家学者等进校园，设立重大专项人文
社科研究课题等多种方式，推进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
神进校园、进课堂、进头脑，并坚持凝心聚力抓好落实，紧
紧守住教育发展底线。一是确保控辍保学精准到人。一
人一案，分类施策，建立台账，确保无一个适龄少年儿童因
家庭贫困而失学辍学。二是确保学生资助精准到人。强
化资助政策宣传，做到政策家喻户晓，确保各项资助政策
逐项逐人全面落实到位。三是确保就近入学精准到人。
切实改善乡镇寄宿制学校和乡村小规模学校办学条件，确
保“两类学校”达到基本办学条件，切实保障农村适龄少年
儿童就近入学。

市民族宗教委
支持民族地区集中资源推进脱贫攻坚

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全市民族宗教系统要全面深入
学习习近平总书记视察重庆重要讲话精神，要着眼促进民
族地区贫困区县整体脱贫摘帽和巩固脱贫成果，支持民族
地区集中资源推进脱贫攻坚，支持城口县鸡鸣乡如期实现
脱贫。根据市委市政府统一安排部署，结合我委工作实际，
制定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的实施意见，明
确工作任务、责任主体和完成时限，做到具体化、项目化、清
单化，确保取得实效。

市规划自然资源局

为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的自然资源要素支撑

要科学编制国土空间规划，大力推进生态优先绿色

发展，为推动我市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的自然资源要素
支撑。继续将贫困地区作为规划自然资源领域改革创新
先行先试区，加强深度贫困乡镇产业发展、基础设施建
设、易地扶贫搬迁等用地需求保障。坚持以土地制度改
革牵引农村改革，充分发挥“土地整治+”综合效益，促进
实现生态保护与脱贫攻坚双赢。做好乡村规划编制实施
工作，大力开展农村风貌整治，积极参与“三师”下乡，注重
发挥“规划师下乡”对脱贫攻坚的支持作用。把修复长江
生态环境摆在压倒性位置，实施重点生态功能区生态修
复、长江三峡水库库区生态修复等重大工程，加快实施山
水林田湖草生态保护、系统修复、综合治理，让绿水青山成
为金山银山。

市城市管理局

着力实施城市综合管理“七大工程”

要把农村生活垃圾治理与乡村振兴切实结合起来，
启动农村生活垃圾分类示范县（区）和生活垃圾分类示范
村建设，到2020年95%以上的行政村生活垃圾得到有效
治理。同时，着力实施治乱拆违、街净巷洁、路平桥安、整
墙修面、灯明景靓、江清水畅、城美山青等城市综合管理

“七大工程”，整治城市“顽症”，补齐管理“短板”，实现城
市综合管理水平整体提升。着力推进“大城细管”，推动
管理重心下移，夯实城市管理的基层基础；着力推进“大
城智管”，建设市政设施、环卫保洁、园林绿化、水务等专
业综合管理应用系统，基本建成智慧城市管理指挥中心；
着力推进“大城众管”，全面推进“门前三包”和“五长
制”，构建城市管理共建共治共享机制；继续办好“增绿
添园”等民生实事，不断增强市民的获得感、幸福感；推
动“马路办公”常态化、制度化，走出富有重庆特色的城
市管理新路子。

市卫生健康委

围绕基本医疗有保障下功夫

要围绕基本医疗有保障下功夫，加强贫困区县基层医
疗机构建设，实现每个乡镇有1个标准化卫生院、每个行
政村有1个标准化卫生室，确保农村贫困人口“有地方看
病”；加大全科医生和乡村医生培养力度，力争实现每个乡
镇卫生院有1名以上全科医生、每个行政村卫生室有1名
以上合格村医，确保农村贫困人口“有医生看病”；将农村
贫困人口全部纳入基本医保、大病保险、医疗救助范围，并
根据人员分类对参保缴费给予补助，实现所有贫困人口全
部参加医疗保险制度，医疗保障水平明显提高，确保农村
贫困人口“有制度保障看病”；深化健康促进，加强疾病防
控，推进14类基本公共卫生服务均等化，增强公平性、可
及性和实效性。对在家建卡贫困户实行家庭医生签约服
务，应签尽签，加大健康科普宣传力度，提升贫困地区居民

健康素养水平。

市退役军人事务局

推进全市退役军人工作展现新作为实现新突破

要把学习贯彻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作为当前和今后一
个时期的首要政治任务，进一步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
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以高度的政治自觉、思想自觉、
行动自觉把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贯彻到全市退役军人工作
方方面面。要抓实抓好精准脱贫，加强组织领导、统筹谋
划、项目建设、重点帮扶，推动忠县马灌镇高桥村如期完成
脱贫摘帽任务。要抓实抓好创新驱动，认真研究做好思想
政治、权益维护、移交安置、就业创业、抚恤优待、褒扬纪念
等退役军人工作，以实际行动全力推进全市退役军人工作
展现新作为、实现新突破。要抓实抓好权益维护，带着责任
和感情扎实做好退役军人工作，积极帮助解决退役军人实
际困难。

市政府外办

统筹做好对外交流合作 助力内陆开放高地建设

要将学习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作为市政府外办
党组理论学习中心组学习的重要内容，结合“不忘初心、牢
记使命”主题教育，深入开展“新时代新担当新作为”活动，
切实增强主动担当的意识、敢于担当的勇气、善于担当的本
领、团结协作的精神，凝聚起干事创业的强大合力。要立足
职能职责，细化分解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提出的相关目
标任务，全面做好外事、港澳、友协各项工作，统筹做好对外
交流合作，助力重庆内陆开放高地建设，努力在西部地区带
头开放、带动开放。要深度融入全市脱贫攻坚工作，抓好对
奉节县平安乡茨竹村的精准脱贫对口帮扶工作，协助中央
外办做好对彭水县的对口帮扶工作，切实引导更多资源向
贫困地区集聚。

市扶贫办

对标对表总书记要求 扎实抓好三方面工作

脱贫攻坚战进入决胜关键阶段，市扶贫系统要更加深
刻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关于解决“两不愁三保障”突出问题的
重要讲话精神，对标对表总书记的要求，扎实抓好三个方面
工作：准确把握全市脱贫攻坚形势，坚定打赢打好脱贫攻坚
战的必胜信心；强化政治担当，着力解决“两不愁三保障”突
出问题；保持决战决胜态势，聚焦深度贫困全力攻坚，抓好
各类问题整改，巩固脱贫成果，扎实做好今明两年脱贫攻坚
工作。

（采写记者颜安、张莎、李幸、申晓佳、廖雪梅、陈波、杨
铌紫）

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
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上来

——各区县各部门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视察重庆重要讲话精神

4月22日，永
川区大安街道在
灵英村双堰塘开
院坝宣讲会，组织
村民学习习近平
总书记视察重庆
重要讲话精神。

通讯员 陈
仕川 摄

农村院坝里的宣讲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