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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名称

重庆市主城区井双片区A02-1、A02-2等地块控规一般技术性内容修改方案公示

重庆市主城区唐家沱组团E标准分区E01-1-2/05,E01-3/05等地块控规一般技
术性内容修改方案公示

南岸区茶园组团K标准分区K13-2地块控制性详细规划一般技术性内容修改公示

《重庆市主城区界石组团N标准分区控制性详细规划》N11-1、N12地块（N2路）控
规一般技术性内容修改方案公示

重庆市主城区大渡口区N标准分区N02、N07等地块双石河二期河道整治工程控
规一般技术性内容修改公示

两港南路与宝石路道路交叉口规划标高一般技术性修改

重庆市主城区唐家沱组团N2-2-5，N4-5-3等地块控规一般技术性修改方案公示

行政辖区

沙坪坝区

江北区

南岸区

巴南区

大渡口区

渝北区

渝北区

申请单位

重庆中建二横线基础设施建设有限公司

港城工业园区建设有限公司

重庆金兆禧实业发展有限公司

重庆市鹿角组团开发投资有限公司

重庆建桥实业发展有限公司

重庆创新经济走廊建成区建设管理指挥部

重庆创新经济走廊开发建设有限公司

公示时间

2019年7月23日至2019年7月29日

2019年7月23日至2019年7月29日

2019年7月23日至2019年7月29日

2019年7月23日至2019年7月29日

2019年7月23日至2019年7月29日

2019年7月23日至2019年7月29日

2019年7月23日至2019年7月29日

公示地点

沙坪坝区规划和自然资源局、项目现场、重庆市规划展览
馆公示厅、重庆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公众信息网站

江北区规划和自然资源局、项目现场、重庆市规划展览馆
公示厅、重庆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公众信息网站

南岸区规划和自然资源局、项目现场、重庆市规划展览馆
公示厅、重庆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公众信息网站

巴南区规划和自然资源局、项目现场、重庆市规划展览馆
公示厅、重庆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公众信息网站

大渡口区规划和自然资源局、项目现场、重庆市规划展览
馆公示厅、重庆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公众信息网站

渝北区规划和自然资源局、项目现场、重庆市规划展览馆
公示厅、重庆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公众信息网站

渝北区规划和自然资源局、项目现场、重庆市规划展览馆
公示厅、重庆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公众信息网站

咨询电话

65213664

67608423

62605115

66218285

68039793

67166381

671663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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筑牢长江上游重要生态屏障，是重庆
的职责和担当。地处三峡库区腹地的渝
东北各区县，在其中所承担的责任重大。

此次桂川之行，渝东北地区负责人在
震撼于其大开放、大发展的气魄和速度
时，更深刻感受到两地绿色发展带来的良
好生态效益、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大家
表示，将深入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
强化“上游意识”，担起“上游责任”，落实

“共抓大保护、不搞大开发”方针，学好用
好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两山论”，走深
走实产业生态化、生态产业化“两化路”，
探索以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为导向的高质
量发展新路子。

思想上高度重视生态保护

南宁景观化打造“百里秀美邕江”、成
都国际化水准推进“天府绿道绿廊”建设，
让大家感受到绿色发展带来的蓬勃生机。

地处嘉陵江上游的城口，是南水北调
重要水资源战略储备库，是筑牢长江上游
重要生态屏障的“最后一道关口”。城口
县委书记阚吉林表示，城口将深入贯彻习
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着眼全域加强生态环
境保护。落实“建、治、管、改”措施，严守
生态保护红线、永久基本农田、城镇开发
边界“三条控制线”，加强大巴山国家级自
然保护区、九重山国家森林公园、巴山湖
国家湿地公园保护和建设。聚焦天上、地
下、水里、农村“四大战场”，坚决打好水污
染防治战、蓝天保卫战、土壤污染防治战，
抓好村容户貌改造、禽畜养殖污染治理、
垃圾收运处理和农村“厕所革命”，打造山
清水秀生态空间。

“两地在城乡发展上精心规划、精致
建设、精细管理、精美呈现，让人眼前一
亮、耳目一新。”奉节县委书记杨树海表
示，奉节地处三峡库区腹心，将学好用好

“两山论”，走深走实“两化路”，以生态大
保护夯实本底、筑牢根底。要保护生态环

境、发展生态产业、发挥生态优势、实现生
态价值，让生态优先、绿色发展成为奉节
的主旋律。奉节将坚定不移弃“煤”启

“美”，围绕“好山好水好风光，有诗有橙有
远方”主题，做优山地特色高效农业、做精
生态工业、做强生态旅游，为建设山清水
秀美丽之地体现奉节担当。

巫溪县委书记唐德祥表示，巫溪将进
一步深学笃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自觉
担负起筑牢长江上游重要生态屏障的政
治责任，统筹抓好山水林田湖草综合生态
系统治理，着力加强地质灾害等整治，统
筹推进“三水共治”，实施国土绿化行动，
推动筑牢长江上游重要生态屏障；坚决打
好污染防治攻坚战，深入推进“五大环保
行动”，不断巩固提升生态环境水平；坚定
不移推进绿色发展，大力发展生态人文旅
游业、现代山地特色高效农业、绿色工业
等产业，努力走出一条生态优先、绿色发
展新路子，实现产业兴、百姓富、生态美有
机统一，着力打造三峡库区生态文明建设
先行示范区，加快建设山清水秀美丽之
地。

行动上自觉守护一江碧水

南宁市从水利枢纽、护岸工程、绿道
及景观桥等方面对邕江进行了全面综合
整治和利用，提升了南宁的战略、经济、
生态和社会等多重价值。成都天府新区
突出“公园城市”特色，把生态价值蕴含
其中，高质量建设美丽宜居公园城市，进
一步增强了城市美誉度和竞争力。两地
的成功经验为渝东北各区县加快推进三
峡库区消落带治理、推进城市提升等提
供了有益借鉴和现实典范。各区县负责
人表示，将在行动上自觉守护好一江碧
水。

开州是三峡移民重点区县之一，三峡
工程孕育形成了汉丰湖，被评为“巴渝新
十二景”。开州区委书记冉华章表示，开

州将始终坚持新发展理念，用好用活山水
资源。更加注重汉丰湖保护和利用，以汉
丰湖5A级景区创建为契机，推动景区建
设与城市建设融合发展、生态保护与利用
相互促进，加快推进七彩汉丰湖等景点景
区开发，持续推进汉丰湖消落带治理、滨
湖公园建设、东河和南河水生态修复，努
力建设公园城市。

龙溪河是长江一级支流，梁平是龙溪
河的发源地。梁平区委书记杨晓云表示，
学习两地经验，坚持绿色生态、建管并重，
梁平理应增强上游意识，担起上游责任，
抓好全域治水。我们要全面落实河长制，
积极推动龙溪河流域水环境综合治理和
可持续发展试点PPP项目，加快完善城乡
污水处理设施，加快推进雨污分流工程，
实现城乡全面截污，坚决打好污染防治攻
坚战。

作为重庆内陆开放高地向东开放“东
大门”、长江经济带上重要节点，巫山县委
书记李春奎表示，巫山将担负起“守好长
江上游重要生态屏障最后一道关口”的重
任，持续念好“山字经”、办好“红叶节”、做
好“水文章”、练好“气字诀”、打好“文化
牌”，让巫峡颜值更美，气质更佳。加强两
江四岸和长江、大宁河沿线生态环境治理
和修复。坚决打赢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
持续开展“碧水、蓝天、绿地、田园、宁静”
环保行动，使渝东门户更有形象。

发展中充分挖掘生态优势

对渝东北各区县而言，发展正经历从
蓄势向突破的“蜕变”：长江上游重要生态
屏障建设不断巩固提升，以生态旅游、生
态农业、生态康养为主所构建的“生态经
济体系”后劲十足，集“水陆空铁”于一体
的综合交通枢纽呼之欲出。大家表示，通
过把源源不断的交通优势变成区位优势、
开放优势，要进一步挖掘生态优势，把生
态优势变成产业优势、发展优势，更好融

入西部大开发、“一带一路”建设和长江经
济带发展。

垫江县委书记蒲彬彬表示，垫江将聚
焦“川东小平原”优势，联动梁平大力发展
现代农业和乡村旅游，争当全市乡村振兴
排头兵。着力发挥牡丹花享誉盛名的优
势，打好“牡丹”牌，带动“康养”牌、“盐浴”
牌、“古寨”牌、“乡村”牌，打造重庆休闲旅
游目的地；着力发挥垫江晚柚全国唯一优
质晚熟白柚品种优势，加快建设垫江晚柚
产业园，加强品牌建设，延长产业链条，提
升特色农业效益；着力发挥垫江国家中医
药发展综合改革试验县优势，大力建设全
国医疗卫生强县。

忠县县委书记赖蛟表示，忠县将学习
成都战旗村等地美丽乡村建设经验，大力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把“三峡橘乡”作为
长江三峡库区和重庆市唯一国家级田园
综合体的金字招牌，立足田园本质，做好

“综合”文章，突出“为农、绿色、创新、融
合、可持续”理念，加强“一镇三廊四区”基
础开发、功能开发、形态开发。创新田园
综合体运营机制，商业模式和利益联结机
制，加快完善配套设施，改造一批民宿，引
进一批特色餐饮，开展一批体验活动，举
办一批赛事节会，把“三峡橘乡”打造成国
家级田园综合体佼佼者、乡村振兴示范
园。

云阳县委书记张学锋表示，云阳将
坚持把城市当景区来建设、当客厅来管
理，增加城市绿脉、延续城市文脉。围绕

“生态化、人文化、现代化、国际化”，力争
用5到 10年时间，把云阳基本建成人、
城、境、业高度和谐统一的宜居宜业宜游
公园城市。将深化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
革，因地制宜发展山地特色高效农业，推
动农业“接二连三”。同时将主动联合渝
东北周边区县共同打好“三峡牌”，合作
开展旅游推荐活动，联手打造国际精品
旅游环线。

践行“两山论”打造长江经济带绿色发展新样板
——部分渝东北地区负责人围绕集体调研考察学习谈体会

本报记者 戴娟

本报讯 （记者 陈国栋）7月19日
至 20 日，市委副书记任学锋前往荣昌
区、永川区开展“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
题教育专题调研。他强调，要深学笃用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扶贫和“三农”工作的
重要论述及视察重庆重要讲话精神，按
照市委和陈敏尔书记的安排部署，狠抓
脱贫攻坚工作落实，激发乡村振兴动力
活力。

在荣昌区，任学锋实地调研了国家
生猪大数据中心、兴旺种猪场、安福街道
通安村、万灵镇尚书村，与贫困户、驻村
第一书记、村社干部深入交流。他指出，
要按照全市脱贫攻坚现场工作会议要
求，坚持问题导向、绩效导向，强化责任
落实、政策落实、工作落实，开展脱贫攻
坚工作“回头看”，更加精准有效解决“两

不愁三保障”突出问题，确保不漏一户、
不落一人。要运用大数据智能化助推特
色农业产业发展，完善利益联结机制，以
产业扶贫帮助群众稳产增收、稳定脱贫、
逐步致富。要充分发挥农业科技的支撑
作用，加大农业科技投入，不断提升农业
科技水平。要有序推进农村人居环境整
治，扎实开展农业面源污染防治工作，努
力实现百姓富、生态美有机统一。要加
强基层党组织建设，持续改进工作作风，
为脱贫攻坚和乡村振兴提供强有力的保
障。

在永川区，任学锋实地调研了磨盘
石茶园、五间镇合兴村、仙龙镇太平桥
村、永川国家高新区软件园、长城汽车
永川基地，深入贫困户、村扶贫车间、集
体经济合作社、乡贤评理堂。他强调，

要集中精力解决“插花”贫困问题，把防
止返贫摆在更加突出的位置，切实巩固
脱贫攻坚成果。要统筹抓好乡村振兴
和城市提升两个基本面，坚持农业农村
优先发展，加大对农业农村的投入，推
进美丽乡村建设，促进城乡融合发展。
要加快构建现代农业产业体系、生产体
系、经营体系，积极稳妥推进农村“三
变”改革试点，培育新型农业经营主体，
健全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推动科技下
乡、人才下乡，促进特色农业产业化、现
代化。要坚持党建引领、发动群众、抓
早抓小、源头治理，培育为人正派、公平
公正、有公信力的新乡贤，通过化解纠
纷促法治，润泽乡风促德治，共商共议
促自治，不断创新乡村社会治理，助推
乡村振兴。

任学锋在荣昌永川调研
狠抓脱贫攻坚工作落实 激发乡村振兴动力活力

本报讯 （首席记者 陈钧）7月20
日，两江新区开展“不忘初心、牢记使命”
主题教育调研，市委常委，两江新区党工
委书记、管委会主任段成刚参加调研，并
要求两江新区成为全面体现新发展理念
的先行示范区。

段成刚先后前往中新国际新城、协同
创新区、足球赛事中心、礼嘉智慧体验园、
两江数字经济产业园等地，深入一线与基

层工作人员面对面，倾听基层工作人员意
见，了解新区开发开放中遇到的问题。

实地调研后，段成刚还参加了调研座
谈会。段成刚在座谈会上强调，两江新区
正全面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视察重庆
重要讲话精神，扎实践行新发展理念。两
江新区要有“领跑”西部开放开发的担当，
要自觉对标世界顶尖水平，不断提升产业
能级和核心竞争力，在新区城市建设、社

会事业发展、大数据智能化创新等方面深
入查找差距和不足，谋划整改措施，解决
经济结构不优，创新驱动不强，改革力度
不大等问题。要扭住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这条主线，狠抓研发创新和补链成群，构
建市场竞争力强和可持续的现代产业体
系，推动新区成为全面体现新发展理念的
先行示范区，以及重庆发挥“三个作用”的
先行区示范区。

两江新区开展“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集体调研
段成刚要求新区成为全面体现新发展理念先行示范区

●7月20日，副市长李明清出席重庆市集成电路产学研政协同创
新交流会第三次会议，并为重庆市IC（智能终端）产业联盟揭牌。

（记者 张亦筑）

政务简报

（上接1版)
唐良智还看望慰问重庆市第八批、第

九批援藏干部。唐良智说，过去三年，第八
批援藏干部坚持“海拔高要求更高”“缺氧
不缺精神”“艰苦不怕吃苦”，同昌都干部群
众吃在一起、住在一起，想在一起、干在一
起，以实干实绩展现重庆干部的精神面貌，
得到了昌都市委、市政府的充分肯定。现
在，第九批援藏干部即将接过“接力棒”。
希望大家始终牢记初心使命，一茬接着一
茬干，秉持“先做昌都人，再干昌都事；做好
昌都人、干好昌都事”的优良传统，做到讲
政治顾大局、讲奉献重感情、讲学习强本
领、讲规矩守纪律，为昌都市经济社会发展
再建新功。

西藏自治区、昌都市有关负责同志，重
庆市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参加相关活动。

唐良智率队到西藏自治区
昌都市考察对口支援工作

（上接1版)开展工程运渣车专项整治行动
以来，交巡警总队在主城区共查处工程运
渣车闯禁乱行、涉牌涉证、遗撒飘散等9类
重点违法行为1.53万起。

工程运渣车专项整治行动中，交巡警总
队采取多项措施：一是严控源头，全面排查
清理“五类重点要素”，排查工地265处、渣
场12处、渣土运输企业97家、工程运渣车
8425辆、驾驶人7877人。二是梳理出工程
运渣车交通事故、严重违法、舆情投诉集中
的35条路段，严肃查处突出违法行为。三
是积极联合城管等部门开展专题调研，共同
研究运输准入许可、工地“出门”管理、GPS
监控数据信息共享等联合监管举措。

下一步，交巡警总队将从重点推进挂
牌治理、综合运用严治手段、分类开展主题
治理、建立协同共治长效机制、建立滚动排
查长效机制、建立执法严管长效机制6个
方面，保障道路交通安全，推动整治效果持
久长效。

由中共中央宣传部组织的“记者再走长
征路”主题采访活动自6月11日启动以来，
媒体记者们沿红军长征经过的13个省区市
接力式采访，踏寻革命先辈的足迹，用镜头
和笔触传承长征精神，推出一批精品报道，
持续引发社会各界热烈反响。

广大干部群众表示，在红军长征出发85
周年，新中国成立70周年的重要时刻，媒体
记者重温伟大长征，讲好长征故事，传承长
征精神，从中收获启迪与力量，将进一步激
励全国人民奋力走好新时代长征路。

讲好长征故事

采访行程过半，报道团成员们怀着敬仰
之情踏上又一片红色热土，重温红军当年留
下的红色印记。路途沿线，一段段感人的故
事通过文字、图片、视频、音频等各种形式讲
述、传播，令广大受众动容。

重庆市东南部的武陵山脉，巍峨峻峭，
层峦叠嶂。云遮雾绕的群峰之间，深藏着重
庆建立省级苏维埃政权的地方：南腰界。

80多年前，中国工农红军第二军团、第
六军团在这里播撒下革命的火种，红军驻扎
于此的岁月里，与南腰界人民建立了深厚的
感情。红军与人民群众血肉相连、同生死共
患难的故事洒满这片土地。

重庆市酉阳土家族苗族自治县红色景
区管委会主任白明跃深情讲述：当年，红军
和当地顽匪冉瑞廷战斗，冉瑞廷的儿子冉崇
侯将村民挟持进祠堂做人质，红军无法强
攻，只能围困，最终迫使冉崇侯放出村民。
红军乘势派出突击队员，攻进冉家祠堂，最
终消灭了全部悍匪。

“通过这次‘再走长征路’的系列报道，
我们深刻体会到支持当年红军克服困难的
信念到底是什么。当前，‘不忘初心、牢记使
命’主题教育正在全党深入开展，再走长征
路，对于‘守初心、担使命，找差距、抓落实’
具有重要的意义。”重庆市綦江区石壕镇综
合文化站干部赵福乾说。

传承长征精神

再走长征路，记者感受到的是长征精神
在80余年的时间里不间断地传承，从白发苍
苍的老人到初入学校的稚子，都没有忘记中
国共产党人和红军战士这份同人民群众生
死相依、患难与共、艰苦奋斗的长征精神。

“为了让更多人了解红军的故事，我义
务来到这里担当一名讲解员。南腰界红三
军司令部旧址内被老百姓保存数十年，由红
军战士赠送的衣帽礼物，见证了先辈对红军
战士们的眷恋；每年近8万人的参观人数，也

显示了深厚的军民情谊。”酉阳县文旅委驻南腰界革命根据地文化宣传
工作志愿者何立双说。

在重庆市綦江区石壕镇，居住在红军桥头的高山村村民陈文全，自
发出资购买3000多块砖瓦，和村民一道翻新了红军桥；在重庆市酉阳
县南腰界镇，当地老百姓收集数百名牺牲在当地的红军战士骸骨，筹款
共建了一座红军烈士墓……

今年80岁的红军战士后人孙相儒说：“我们现在拥有的一切，都是
中国共产党带领我们奋斗得来的。传承长征精神是我们这一辈红军后
人的义务，也是我的孩子乃至我的孙子们的责任。”

如今的南腰界仍然完好保存着56处红军战斗的遗址遗迹，它们浸
透过先烈们的热血，也见证着永不消逝的军民鱼水情。

凝聚长征力量

一篇报道，承载着一份力量。人们表示，要结合新时代新要求传承
好、弘扬好伟大长征精神，不断赋予长征精神新的时代内涵。

在重庆綦江区的采访中，一段体验式采访令记者们感触颇深——
沿着当年中央红军走过的一条山村小路，步行4.5公里。

“走红军走过的桥，爬红军爬过的山，祭深埋红军的墓，对于我们这
样出生在和平年代、成长在富足年代的年轻人来说，对于党的新闻工作
者来说，是一次考验身体素质与意志的‘体能课’，也是学习长征精神与
革命信仰的‘思想课’。”一位参与采访的记者说，当行走在崎岖的山路
上深感体力不支时，自己深切感受到穿着草鞋甚至光脚行进的红军战
士的刺痛、艰辛和无畏。“因为‘再走长征路’，我们重新触摸到那份初
心，倍感珍贵。” （记者丁玫、胡璐、周闻韬、伍鲲鹏、李惊亚、薛笔犁）

（据新华社重庆7月20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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