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讯 （记者 杨艺）近年来，电子商
务不断催生新经济、新业态、新模式，成为经
济领域最具活力的要素之一。近日，重庆市
人民政府出台《关于加快电子商务产业发展
的意见》（简称《意见》），提出到2022年，全
市电子商务交易额突破1.8万亿元，网络零
售额突破1500亿元，网络零售额进出比缩
小到1.5∶1左右，跨境电子商务交易及结算
实现500亿元，争取将重庆打造成为电子商
务应用和创新城市、建成中国西部地区电子
商务发展高地。

该《意见》提出我市发展电子商务的六
大任务：壮大电子商务产业集群、加强电子
商务产品生产培育、引导商贸服务业提质升
级、大力发展农村电子商务、加快跨境电子
商务发展、大力发展数字商务经济。

其中，在壮大电子商务产业集群方面，
重庆将建设一批电子商务产业园区，力争培
育国家级电子商务示范基地（园区）5个、市

级电子商务示范园区（基地）30家；引进一批
电子商务企业区域总部，建设区域营运中
心、物流中心、结算中心及研发中心等10家
以上；依托汽摩、机电、医药、化工、五金、生
猪、柑橘等特色产业优势，打造3~5个千亿
级行业垂直电子商务平台；重点培育市级电
子商务龙头企业30家、上市储备电子商务
企业5家。

在加强电子商务产品生产培育方面，重
庆将围绕汽车、装备制造、笔电、通讯等全市
重点行业，支持龙头企业建设一批基于互联
网的“双创”平台，培育一批具有引领作用的

行业级工业互联网平台；支持制造业企业
“上网触电”，自建平台或通过第三方平台拓
展网络营销渠道；依托电子商务消费大数
据，以销定产，打造线下网货定制生产基地，
以新零售带动新制造。

在引导商贸服务业提质升级方面，重庆
将推动传统商贸企业线上线下融合发展，支
持线上龙头企业布局线下新零售业务，挖掘
培育一批新零售企业；重点选择旅游住宿、
同城配送、家政服务、文化体育、网上菜场、
洗车修车、交通出行等居民生活服务行业开
展电子商务业务，实现线上线下一体化经

营；推行传统专业市场离线商务（O2O）模
式，重点打造2~3个年交易额100亿元以上
的O2O专业市场。

在大力发展农村电子商务方面，重庆将
大力推动农产品上行，实施“互联网+”农产
品出村进城工程；在知名电子商务平台开设
重庆馆或区县特产馆、扶贫馆，探索“基地+
城市社区”的直配模式；加强巴味渝珍等区
域公共品牌培育，在全市范围内梳理出50
个网货大品类“拳头”产品、200个中品类和
800个小品类产品；

（下转5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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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半年重庆空气质
量优良天数达 160天，
同比增加3天，为近年
来最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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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 杨帆 张珺）7月4日，
市委国家安全委员会召开第一次会议，研究
部署我市国家安全工作。市委书记、市委国
家安全委员会主任陈敏尔主持会议并讲话。
他强调，要深学笃用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国家
安全工作的重要论述，牢固树立总体国家安
全观，坚决维护党中央对国家安全工作的集
中统一领导，努力开创我市国家安全工作新
局面，以实干实绩迎接新中国成立70周年。

市委副书记、市委国家安全委员会副主
任任学锋，市委国家安全委员会委员出席。

会议听取2018年以来全市国家安全工
作及2019年下半年重点工作情况汇报，分
析研判和部署全市国家安全工作，审议通过
市委国家安全委员会工作规则和办公室工

作细则等。
会议指出，国泰民安是人民群众最基本

的愿望。维护国家安全是各级党委、政府义
不容辞的政治责任。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
平总书记高度重视国家安全工作，多次发表
重要讲话、作出重要指示，为国家安全工作
举旗定向、谋篇布局。要提高政治站位，深
学笃用总书记关于国家安全工作的重要论
述，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

“两个维护”，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中央各
项决策部署上来，增强维护国家安全的思想
自觉和行动自觉。要坚决维护以习近平同
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对国家安全工作的集中
统一领导，全面深入贯彻中央国家安全委员
会主席负责制，一切重大事项向总书记报

告、由总书记决策，一切重要工作向总书记
负责，一切行动听总书记指挥。

会议强调，要正确把握当前国家安全形
势，坚持底线思维，强化忧患意识，保持斗争
精神，把我市国家安全工作面临的困难问题
分析准，把各领域各方面的风险点排查好，
做到守土有责、守土尽责。要认真贯彻国家
安全工作重大原则，以改革的勇气和担当，
加快解决国家安全的突出问题，夯实国家安
全工作基础，推动全市国家安全工作迈上新
台阶。要扎实抓好维护国家安全各项任务
落实，始终把维护国家政治安全放在首位，
统筹推进经济、社会、科技等重点领域国家
安全工作，严格落实意识形态工作责任制，
持续深化国家安全宣传教育，为新中国成立

70周年营造安全稳定的社会环境。
会议强调，要加强组织领导，确保全市

国家安全工作顺利推进。要进一步压实国
家安全责任，各级党委（党组）书记是国家安
全工作第一责任人，要带头担当作为、履职
尽责，自觉把国家安全工作纳入重要议事日
程，各区县各部门要各司其职、密切配合，凝
聚维护国家安全合力。要进一步完善国家
安全体系，健全工作体制机制和保障制度，
充分调动各方面积极性，不断增强驾驭风
险、迎接挑战的本领。要进一步加强国家安
全系统党的建设，坚持以政治建设为统领，
扎实开展“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
着力打造一支忠诚可靠的国家安全队伍。

市有关部门负责人参加会议。

陈敏尔主持召开市委国家安全委员会第一次会议强调

牢固树立总体国家安全观
努力开创我市国家安全工作新局面

2019年已过一半，这半年我市
环保工作是如何开展的？成效如
何？7月4日，市生态环境局召开新
闻通气会，对上半年我市生态环境工
作情况进行通报。

重庆日报记者从通气会上获
悉，上半年我市环境质量持续改善，
全市空气质量优良天数达到160天，
同比增加3天，为近年来最多；修复
污染土壤2.5万立方米，“无废城市”
建设试点工作顺利推进；持续开展
整治污水偷排偷放、长江入河排污
口排查整治等专项行动，不断建立健
全重点流域水环境综合整治攻坚工
作机制……

建 补齐生态环境保护短板

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建设完善
城乡环保基础设施是关键。今年，我
市制定并实施了《重庆市生态环境领
域基础设施补短板工作方案（2019—
20120年）》，规划投资110余亿元用
于补齐短板。

在管网建设方面，我市已建设乡
镇二三级污水管网947公里，320公
里的城市污水管网建设任务业已分
解落实到区县；设施改造方面，乡镇
污水处理设施技术改造完成19座，
主体完工37座，城市污水处理厂改
扩建和提标改造完成8座。

此外，在危险废物集中处置设
施建设方面，潼南、万盛等地的危险
废物处置项目已进入建设阶段，永
川、黔江、万州、酉阳的一般工业固体废物处置设施以及忠
县水泥窑协同处置危险废物、丰都医疗废物处置项目已建
成投运。

在环保大数据建设方面，包含水环境、大气环境、自然生
态、噪声与投诉、污染源监管、环保督查6个方面的大数据平
台建设正逐步推进，科技治污防污能力不断提升。

治 聚焦关键领域突出问题

今年，聚焦关键领域，我市持续开展了整治污水偷排偷
放、长江入河排污口排查整治、自动监控、环境安全大排查大
整治等专项行动，向突出环境问题发起“全面攻势”。

在大气污染防治中，我市突出交通、工业、生活、扬尘等污
染治理，淘汰治理客货柴油车1.1万辆，治理挥发性有机物企
业74家，创建扬尘控制示范道路341条、示范工地154个，完
成餐饮业、公共机构食堂油烟治理574家。截至6月30日，
我市空气质量优良天数达160天，同比增加3天，为近年来最
多，无重污染天气。

在水污染防治中，我市率先在全国试点长江入河排污口
排查整治专项行动，渝北区和两江新区作为全国首批试点城
市，目前已完成无人机航测一级排查、人工二级排查、疑难点
位攻坚三级排查任务，发现排污口304个，相关问题的溯源整
治工作正在推进当中。此外，针对濑溪河、璧南河、临江河等
国家考核不能稳定达标的河流和劣五类河流，我市建立健全
重点流域水环境综合整治攻坚工作机制，大力推进工业、农
业、生活、船舶污染治理和水生态修复。

（下转5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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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版刊登“丰碑 重走成渝铁路”

本报讯 （记者 黄光红）山城重庆的
一大特色是坡地多。如何让这些坡地变得
更美，成为城市提升工作的一个重要话题。

7月4日，市城市管理局召开主城区坡
地绿化专家研讨会。会上，市城市管理局相
关负责人透露，重庆计划分两年完成主城区
范围内约300个坡地地块、1000万平方米
的绿化工作。

坡地绿化是城市品质提升的一项重要
内容。我市在陆续出台的《重庆市城市提升
行动计划》《城市综合管理“七大工程”重点
工作》中明确提出：着力管控空间形态，对城
中重要山脊线上已有建筑、城市坡地、堡坎、
挡墙、高切坡和自然山体崖壁等绿化“秃斑”
进行景观绿化治理，开展城市绿化“治坡”行
动。

为此，重庆计划对主城区范围内，约
300个地块进行绿化，绿化面积约为1000
万平方米。

这些需绿化美化的地块为荒地、菜地和
硬质挡墙，存在违章乱搭乱建、垃圾污水乱
排、施工现场不规范等突出问题，严重影响
城市景观。

针对这种情况，《重庆市主城区坡地绿
化实施方案》（简称《方案》）明确，重庆计划
分两年完成上述地块的绿化工作。其中，
2019年，将把内环高速射线沿线、城市主干
道出入口、跨江大桥桥头、隧道口、城中山脊
线等坡地列为绿化美化重点，完成一批坡地
绿化地块。

2020年，将着力做好已绿化坡地的巩
固提升工作，并将“四山”生态屏障防护型
坡地绿化，两江及次级河流生态护岸型坡
地绿化，内环沿线生态廊道型坡地绿化，堡
坎、高切坡、隧道口坡地绿化，城市建设用
地空地坡地列为绿化重点，完成一批坡地
绿化地块。

同时，《方案》还提出了坡地绿化提升要
点，根据坡地的不同功能类型、资源禀赋和
现状问题，主要开展7大类坡地绿化——

（下转4版）

提升城市品质 绿化7大类坡地

主城区两年将完成1000万平方米坡地绿化

小康路上手牵手
7月4日，50多名来自城口县和奉节县的贫困学生在主

城参观学习，度过了温暖而欢乐的一天。
当日，九龙坡区主办“小康路上手牵手·我与祖国心连心”

夏令营活动，42名城口少年将走进博物馆、大学、动物园等地
参观学习；共青团沙坪坝区委组织为期4天的“助力打赢脱贫
攻坚战·青少年研学实践活动”，奉节县13名贫困学生走出大
山，参观重庆大学、四川美术学院、重庆科技馆、渣滓洞、白公
馆等地。据了解，这些学生均为建档立卡贫困户、低保户、留
守家庭子女，他们当中的大多数人是首次走出大山。活动旨
在通过研学实践让孩子们拓展视野、增长见识，同时激发他们
立志成才的信心。

左图：重庆科技馆，来自奉节的学生感受科技带来的欢
乐。 记者 齐岚森 摄

右图：来自城口的小学生在重庆建川博物馆参观。
通讯员 周邦静 摄

严督实导 务求实效
——中央指导组深入扎实开展

主题教育督促指导工作综述

新华社北京7月4日电 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习近平根据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的决定任免下列驻外大使：

一、免去洪亮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驻缅甸联邦共和国特命全
权大使职务；

任命陈海为中华人民共和国驻缅甸联邦共和国特命全权
大使。

二、免去庞森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驻伊朗伊斯兰共和国特命
全权大使职务；

任命常华为中华人民共和国驻伊朗伊斯兰共和国特命全
权大使。

三、免去宋爱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驻阿拉伯埃及共和国特
命全权大使职务；

任命廖力强为中华人民共和国驻阿拉伯埃及共和国特命

全权大使。
四、免去胡兆明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驻克罗地亚共和国特命

全权大使职务；
任命许尔文（女）为中华人民共和国驻克罗地亚共和国特

命全权大使。
五、免去王民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驻挪威王国特命全权大使

职务；
任命易先良为中华人民共和国驻挪威王国特命全权

大使。
六、免去俞建华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常驻联合国日内瓦办事

处和瑞士其他国际组织代表、特命全权大使职务；
任命陈旭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常驻联合国日内瓦办事处和

瑞士其他国际组织代表、特命全权大使。

国家主席习近平任免驻外大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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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克美坚持做乡村振兴实干家带动者

“我没有忘记自己的初心和使命”

成渝铁路建设与保护巴蜀文化同步

“资阳人”出土记

铁路建设民工陈绍武忆当年

从小铁匠到大师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