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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6月8日电 6月8日上午，在结束对俄罗
斯联邦国事访问并出席第二十三届圣彼得堡国际经济论坛
后，国家主席习近平回到北京。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办公厅主任
丁薛祥，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

任杨洁篪，国务委员兼外交部部长王毅，全国政协副主席、国
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主任何立峰等陪同人员同机抵达。

当地时间7日下午，习近平离开圣彼得堡启程回国。
俄罗斯联邦政府高级官员以及列宁格勒州州长、圣彼得堡
市政府负责人等到机场送行。

习近平结束对俄罗斯联邦国事访问
并 出 席 第 二 十 三 届 圣 彼 得 堡
国 际 经 济 论 坛 回 到 北 京

端午假期，人们或举家出游，或体验民俗，在丰富多彩的活
动当中，尽享假期美好时光。

图①：6月8日，万盛经开区蘑菇主题儿童乐园，孩子们在
童话般的蘑菇王国内游玩。 特约摄影 曹永龙

图②：6 月 7 日，铜梁安居古城推出扣人心弦的水云龙
表演。 通讯员 赵武强 摄

图③：6 月 8 日，第二届重庆南滨国际戏剧节在南岸区弹
子石老街上演。 记者 龙帆 摄

端午期间，为锲而不舍抓好作风建设、巩
固拓展落实中央八项规定精神成果，重庆日
报记者6月8日获悉，各区县纪委监委不仅在
节前发布通报、强化约谈，还在节中开展明察
暗访等，加大监督执纪问责力度，持之以恒正
风肃纪，确保节日期间风清气正。

巴南“线上+线下”精准
打击节日“四风”问题

端午期间，巴南区纪委监委在常态化监督
检查的基础上，创新监督方式，充分运用“大数
据+监督”手段，精准打击“四风”隐形变异、改
头换面等问题。针对节日期间公车私用、公车
旅游等问题，区纪委监委依托党风政风监督大

数据平台，建立应指工程视频图像信息实战应
用综合服务子系统，录入全区998辆公务车号
牌，自动实时记录上传和储存公务车通过公安
交通卡口的图像和数据信息，形成运行轨迹数
据库，精准锁定“偷跑”出去的公车。

针对节日期间公款吃喝、公款赠送红包
礼金等问题，巴南区纪委监委依托全区税务
发票电子系统，对大型超市、烟酒公司的发票
电子底账进行数据比对，重点筛查大额发票、
高档烟酒发票并进行综合分析研判，坚决遏
制“舌尖上的腐败”和“节日中的歪风”。除此
之外，该区纪委监委还采取明察暗访、随机抽
查、实地检查、交叉检查等方式，到全区党政
机关、镇街、社区、企事业单位食堂，以及区内
餐厅、酒店、农家乐、景区等地，检查是否存在

公款宴请吃喝、打牌赌博等违纪问题，持续释
放越往后执纪越严的强烈信号。

璧山 监督检查直奔基层、
直击一线、直达现场

为持之以恒正风肃纪，严防“四风”问题
反弹回潮，璧山区纪委监委紧盯端午重要时
间节点，联合公安局、税务局、市场监管局、机
关事务局、教委等部门，组建4个督查组，自6
月5日起，开展为期一个月的作风建设督查。

据悉，该区纪委监委采取集中重点检查
与灵活机动暗访相结合的方式，到辖区内酒
店、农家乐、健身棋牌场所、各大商场、高速路
口、公车停放点等地，通过查阅票据、调取监

控、暗访调查、实地走访、大数据比对等多种
形式，重点监督检查违规公款吃喝、违规接受
服务对象宴请，违规发放津补贴或福利，违规
公款购买或收受赠送礼品、礼金、有价证券、
购物卡，公车私用、私车公养或违规使用公务
加油卡购买非油商品等9类问题。此外，本
次督查，还把中、高考结束后可能产生的“升
学宴”“谢师宴”问题纳入检查重点。

云阳 发送廉洁短信敲响
节前警钟

“端午节将至，全县广大党员干部和公职
人员要继续落实好中央八项规定精神，不公
车私用，不违规收送礼品礼金，不违规公款吃
请，确保廉洁过节。”为继续抓住重要时间节
点，持之以恒正风肃纪，在端午来临之际，云
阳县纪委监委通过廉政短信平台向全县3万
余名党员干部和公职人员推送廉洁短信，提
醒大家严格遵守各项纪律和规定，过一个节
俭务实、风清气正的端午佳节。 （下转2版）

各区县强化正风肃纪 确保风清气正过节
本报首席记者 周尤

本报讯 （记者 颜安）一项名为“贫
困村提升工程”的工作正在全市范围内紧
锣密鼓地开展。这项工作始于去年8月，
计划3年内投入505亿元，在3739个贫困
村里实施3.4万个项目，目的在于巩固提升
贫困村整村脱贫成果，高质量打赢脱贫攻
坚战。这是6月6日重庆日报记者从市扶
贫办获悉的。目前，该工程已投入资金
215.4亿元，实施项目2.2万个。

据了解，3739 个贫困村涉及农户
245.9万户，其中贫困人口117万人，涉及
区县多达33个。为了确保这些地方的贫
困村、贫困群众与全市人民一道进入全面
小康社会，我市计划投入505亿元，实施项
目3.4万个。其中基础设施项目最多，达到
2.2万余个，产业扶贫项目其次，有5153个。

按照计划，通过项目实施，贫困村提升
工程将实现“4321”的目标。

“4”即“四个进一步”：到2020年，基础
设施进一步改善，产业带贫机制进一步建
立，生态人居环境进一步优化，村级治理体
系进一步夯实。“3”即“三消除”：到2020
年，消除基础设施“短板”，所有乡镇和建制
村通硬化路、通动力电；消除特色产业“空
白”，每个村发展壮大1~2个特色优势产
业；消除集体经济“空壳”，50%的村级集体
经济组织年经营性收入5万元以上。“2”即

“两确保”：到2020年，确保贫困村农民人
均纯收入增速高于本区县平均水平，确保
综合贫困发生率降至3%以下、贫困人口
返贫率控制在0.5%以内。“1”即“一稳定”：
到2020年，稳定实现高质量脱贫和可持续
发展，解决区域性整体贫困问题。

去年以来，我市加速推进贫困村提升
工程，累计实施项目2.2万个，完成投资215.4亿元。其中，
基础设施项目11783个，投资162.3亿元；产业扶贫项目
4483个，投资29.6亿元。 （下转2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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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将建立国家技术
安全管理清单制度

为我国优势核心技术安全
建立坚实制度保障

市场主体有活力，高质量发展就有动力。市委五
届六次全会强调，要大力发展民营经济，更加关注民营
企业发展诉求，加大简政、减税、降费政策落实力度，有
效解决企业融资、用地、招工等难题，促进民营企业轻
装上阵、蓬勃发展。

当前，营商环境越来越优，民营企业家的信心也越来
越足。但民营企业也遭遇了一些困难，面对市场“冰山”、
融资“高山”、转型“火山”，面对政策执行中“玻璃门”“弹簧
门”“旋转门”等现象，民营企业需要减压降负来轻装上阵。

在为民营经济松绑、减负、加油方面，重庆有很多
给力举措。比如，出台《支持民营经济发展十六条措
施》，从降费减负、人才支撑、优化服务等多方面着力，
支持民营经济发展；深化“放管服”改革，做好“加减乘
除”法，以政府工作效率换取企业发展效益；开展走访
服务民营企业活动，坚持问题导向，注重精准施策，有
效破解民营经济发展难题……这些实实在在的举措，
为重庆民营企业发展增添了信心和动力。

好政策关键在落地。要制定配套措施，加强不同
部门的协调，尤其要优化管理，坚持实事求是，避免简
单化，不搞“一刀切”，真正用政府的“减法”，换来企业
效益的“加法”、市场活力的“乘法”，让更多企业能够安
安心心谋发展。当然，民营企业要想真正轻松上阵，不
仅需要源源不断的政策红利，更需要念好内功，敢于尝
试、大胆创新。只有这样，才能在新的一轮机遇和挑战
中获得成长，走向更加广阔的舞台。

减压降负让民企轻装上阵
□张燕

莫斯科动物园熊猫馆开馆仪式上，一个
中国小男孩挤到习近平主席身边问道：“这是
您第几次来到俄罗斯？”

习近平主席弯下腰来，亲切地对小男孩
说：“我算了一下，这是2013年以来第八次到
俄罗斯访问。”

还有一个数字同样令人感叹，两国元首6
年来约进行了30次会晤。放眼全球，元首之
间这样的交往密度并不多见。今年4月，普
京总统来到中国，出席第二届“一带一路”国
际合作高峰论坛。一个多月后，习近平主席
应邀对俄罗斯进行国事访问并出席第二十三
届圣彼得堡国际经济论坛。

6月的俄罗斯，山峦披绿，江河奔涌。5
日至7日，从莫斯科到圣彼得堡，54个小时，
收获了沉甸甸的成果。两份联合声明尤受瞩
目。一份是《中俄关于发展新时代全面战略
协作伙伴关系的联合声明》，在建交70周年
的时间节点上，中俄关系发展蓝图亮相；另一
份是《中俄关于加强当代全球战略稳定的联
合声明》，国际形势越是复杂多变，越是呼唤
两国携手担当。

中俄关系步入一个新时代。

时间维度：历史最好时期
5日，在中俄建交70周年纪念大会前，两

国元首有一场见缝插针的活动——共同参观
中俄建交70周年图片展。走在时空长廊，他
们放慢了脚步、细细品读。

自新中国成立次日中俄建交开始，中俄
关系走过了不平凡的发展道路。从相互视为
友好国家到建设性伙伴，从战略协作伙伴到
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再到新时代全面战略协
作伙伴。70年风云际会、沧海横流，世界早已
不是彼时的世界，两国关系也今非昔比。两
国元首一再强调，今天的中俄关系，正处于历
史的最好时期。

一路走来，处处是历史的回响。
在古老的莫斯科大剧院，中俄建交70周

年纪念大会隆重举行。站在讲台前，习近平
主席深情追忆：“70年前，毛泽东主席首次访
问苏联，两国领导人正是在这里拉开了中苏
友好的历史序幕。”

一个多月前，习近平主席特意选在北京
的友谊宾馆同普京总统见面，因为“在此会面
多了一份同历史的联系”。新中国成立之初，大
批苏联专家参与援华建设。友谊宾馆是其中许
多专家的住所，也是两国人民友谊的见证。

一代代传承，一步步接续前行。
同游涅瓦河的镜头，定格了一份非同寻

常的情谊。夏风清拂，碧波荡漾，他们从圣彼
得堡国立大学码头登船，向拉多加湖方向驶

去。纳西莫夫海军学校、阿芙乐尔号巡洋舰、
夏季花园宫殿，还有对岸的海神柱、圣彼得堡
要塞……普京总统如数家珍地向老朋友介绍
自己的家乡。两国元首登上曾打响十月革命
炮声的阿芙乐尔号巡洋舰，共同追忆那段改
变历史的峥嵘岁月。

上岸后，两国元首意犹未尽，走进冬宫继
续长谈。

第二天，在第二十三届圣彼得堡国际经
济论坛全会上，普京总统说，我和习近平主席
有很好的个人关系，我们昨天讨论了各种各
样的问题，一直谈到夜里12点多。我对习近
平主席说，很抱歉这么晚了才让您离开。

两国元首的战略引领擘画中俄关系的发
展航向。“守望相助”“深度融通”“开拓创新”

“普惠共赢”，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
关系的内涵和目标，有着深刻的时代意义。
习近平主席说，70年是里程碑，也是新起点。

“俄中关系达到了史无前例的高水平，但
我们不能满足已取得的成就，还要把两国关
系发展得更好。”普京总统引用了一句中国古
语：“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
善。”俄中关系也要止于至善。

发展维度：更多获得感
如何将政治关系优势转化为更多合作成

果？6年前，习近平主席担任国家主席后首次
出访，将其确定为中俄关系面临的一项战略
任务。

春秋赓续，两国元首亲力推动，战略性大
项目纷纷落地，传统领域和新兴领域合作齐头
并进。中国成为俄罗斯最大贸易伙伴。去年
双边贸易额突破千亿美元关口，创历史新高。

能源合作是两国合作中分量最重、成果
最多、范围最广的领域，去年两国能源贸易额
占了双边贸易额的近半壁江山。7日中午，两
国元首共同出席中俄能源商务论坛。普京总
统致辞强调，很多能源合作项目都在按既定
日程表顺利进行，进展速度超过预期。

中国对俄罗斯非资源领域投资明显增
长。长城汽车全工艺生产线落户图拉州，项
目第一期就能解决1500人就业。访问期间，
两国元首在克里姆林宫皇家庭院共同参观了
长城汽车图拉州工厂下线汽车展。在锃亮的
汽车引擎盖上，他们欣然签下名字。图拉州
州长久明当即“抢购”。

5日下午，克里姆林宫孔雀石厅济济一
堂。在两国元首见证下，中俄签署了20多份
合作文件。两国元首一致同意，深化经贸、农
业、金融、科技、环保、通信、基础设施建设等
广泛领域合作。俄方愿增加对华出口大豆等
农产品。 （下转2版）

“搬不走的好邻居、拆不散的真伙伴”
——记习近平主席在俄罗斯的54小时

人民日报记者 杜尚泽 暨佩娟 殷新宇

新华时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