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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 杨铌紫）
近段时间大火的国产电影《哪
吒之魔童降世》赚足了票房和
口碑，但这部片名的发音却难
倒不少重庆人，此外还有麻痹、
粗犷、红岩等字词也常被读错，
不少市民直呼“普通话的正确
发音太难了！”8月11日，重庆
日报记者从市委宣传部获悉，
为进一步提升市民素质，改善
营商环境，提高对外开放水平，
展示重庆开放包容的良好形
象，打造“近悦远来”的美好城
市，市文明委印发了《全市大力
推广使用普通话工作实施方
案》。

方案提出，推广使用普通
话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
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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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挥“三个作用”
和营造良好政治生态的重要指
示要求，认真执行《中华人民共
和国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法》和
《重庆市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
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法〉办法》，
结合深化群众性精神文明创建
活动，进一步在全市推广使用
普通话，让干部综合素养更强、
市民文明素质更高、城市品质
形象更佳。

深化推广使用普通话工
作，需要多方面通力合作。方
案提出，党政机关干部职工在各级各类会议、汇报和布置工
作、新闻发布会、接受媒体采访、接听电话、接待群众来访、接
待上级和外地来宾或外来客商、对外联系工作以及参加面向
社会公众的公务活动等场合，必须使用普通话。

同时，从事铁路、民航、出租车、公交车、长途汽车、轨道交
通等公共出行行业的语音播报员、服务员，旅行社导游和景区
景点、博物馆、展览馆、图书馆、影剧院等公共文化旅游场所的
解说员、播音员、服务员，商场、酒店、饭店等商贸服务行业的
前台（服务台）工作人员、服务员，自来水、供电、燃气和医疗、
银行、保险、邮政、通信等便民服务行业营业厅（网点）的工作
人员，以及政务大厅、海关、公安出入境管理等公共服务管理
行业的窗口工作人员，以上直接面向公众的公共服务行业从
业人员应当使用普通话。

推广使用普通话，新闻媒体和教育系统也应发挥相应的
作用。方案要求，各级广播电台、电视台应当以普通话作为播
音、主持和采访的基本用语，严格落实播音、主持、记者、编校
等从业人员普通话水平等级资格准入制度。同时，继续巩固
普通话水平在各类教师资格准入、职称评聘中的作用，将其纳
入全市中职、高校学生毕业条件；强化各级各类学校师资普通
话水平培训，加大脱贫攻坚区县、边远乡村、幼儿园等师资培
训力度；开展语言文字工作专项督导，将其纳入对区县政府履
行教育职责的考核评价。

“近年来，我市推广普通话工作取得显著成效，普通话培
训累计达600余万人次，测试215万余人次，全市普通话普及
率达到81%。很多重庆市民听得懂、也会说普通话，但在日
常工作和生活中却很少说普通话，重庆作为一个开放的城市，
更应该大力推广使用普通话。”市教委语言文字管理办公室主
任夏蒂介绍，在今年的全国推广普通话宣传周上，将重点向农
民工子女学校、18个深度贫困乡镇乡村教师等加大普通话推
广力度。

接下来，各级语委办将重点组织本级党政机关和公共服
务行业开展普通话培训和水平测试，力争到2020年底实现全
覆盖，促进党政机关干部和公共服务行业从业人员的普通话
从“说得了”向“说得好”转变，并组织有关部门抓好常规检查
和随机抽查，动员广大市民对不按规定使用普通话的情况开
展监督，切实保障普通话推广使用工作落地见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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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 夏元）重庆日报记者8月11日从重庆
钢铁股份有限公司(简称重庆钢铁)获悉，今年上半年，重庆
钢铁实现钢材销量313.22万吨，同比增加18.87万吨，实现
主营业务收入114.41亿元，同比增长3.39%。

重庆钢铁负责人表示，企业积极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
革，今年上半年通过实施“满产满销、低成本、高效率”生产
经营方针，钢材产销量均创下历史最高水平，消耗水平明显
下降，低成本制造能力取得新突破，竞争力持续增强。其
中，企业上半年实现铁、钢、钢材产量分别为298.42万吨、
325.06万吨、309.72万吨，同比分别增加19.97万吨、15.05

万吨、13.03万吨；在企业主营业务收入114.41亿元中，钢材
产品销售收入达109.9亿元，比上年同期增加4.77亿元。

与此同时，今年上半年重庆钢铁资产负债率为
27.91%，较去年同期下降3.28个百分点，企业钢铁生产降
本总额为4.49亿元，完成本年度降本目标的64.5%。

该负责人表示，企业下半年将继续实施“成本领先”和
“制造技术领先”发展战略，持续实行“满产满销、低成本、高
效率”生产经营方针，进一步推动成本削减。2019年，重庆
钢铁计划全年生产生铁586万吨、钢640万吨、钢材613万
吨，实现钢材销售量620万吨，实现销售收入220亿元。

重庆钢铁钢材产销量均创历史最高水平
上半年实现营收达114.41亿元

【引言】
“只要还有一家一户乃至一个人没有解

决基本生活问题，我们就不能安之若素……”
住房问题，既是民生问题也是发展问题，

关系千家万户切身利益，关系人民安居乐业，
关系经济社会发展全局，关系社会和谐稳定。

从“房住不炒”定位到房地产长效管理机
制，从住房保障到供应体系建设，从易地搬迁
扶贫到棚户区改造……党的十八大以来，习
近平总书记心系百姓安居冷暖，始终把“实现
全体人民住有所居目标”作为一项重要改革
任务，全面部署、躬身推进。

循着习近平总书记的足迹，新华社记者
在回访中看到百姓“梦圆安居”的一张张笑
脸，看到他们正在从“新”出发，用双手、用辛
勤的劳动创造幸福而有尊严的生活。

【故事一】
“靠天吃饭”的土族人搬新家置新业

浓烈的酒香扑鼻而来。在青海省海东市
互助土族自治县五十镇班彦村，55岁的吕有金
正翻看家里电热炕上几大桶酒糟的发酵情况。

吕有金家七八间房，盖得颇为讲究，主房
梁檐全部采用当地流行的木雕油漆工艺。

2016年底搬进新居后，他拾起家传酩馏酒酿
造手艺，办起了酿酒家庭作坊。

厨房煮着酿酒的青稞，主房摆着十几坛
酿好的酒。窗外，四分地的院子，外墙绘着土
族崇尚的彩虹图案，分外醒目。

时光倒流至2016年8月，习近平总书记
来到班彦村考察。他走进村民新居察看面
积、结构、建筑质量，同监理新居建设的村民
们交流。吕有金清晰地记得，那天，总书记同
一家人围坐一起，看反映乡亲们过去居住的
旧村状况的视频。

“十年九旱，靠天吃饭”。易地搬迁前，吕
有金住在青藏高原六盘山连片特困区的脑山
地区。吃窖水，走山路，7公里陡峭崎岖的土
路把他和乡亲们祖祖辈辈困顿在山里。

“党和政府就是要特别关心你们这样的
困难群众，通过移民搬迁让你们过上好日
子。”习近平总书记的话，让吕有金的心暖暖
的。

好日子真的来了！吕有金开办家庭酿酒
作坊的第一年就赚了3万元。

“安顿下来后，生产要搞上去，生活要自
立。”吕有金告诉记者，不能忘记总书记的嘱
托，不能在发展上再落后。“脱贫‘摘帽’了，腰
杆一下硬了！”

新村充满新气象，通了天然气，接了自来

水，汽车可以开到家门口。居住区和养殖区
隔离建设，每家每户修了水厕、排水管网，村
里建了一座日处理能力100吨的污水处理
站，污水不再横流、垃圾不再乱倒。

“这个季节生意是淡季。闲下来，我就带
孙女。”记者顺着吕有金手指的方向看去，孙
女卧室炕上放着书，炕旁搁着小书桌。“从家
里到村里小学，走路不到10分钟，这在过去
想都不敢想。”

【记者手记】
“住有所居”既是承诺，也是责任。住房

问题是重大民生问题，关系着千家万户的基
本生活保障。

“安居”是“乐业”之本。“挪穷窝”“拔穷
根”，开对方子、找准路子。针对特殊地区实
施易地扶贫搬迁，从根本上改变深度贫困地区
困难群众的居住和生产条件，辅以教育、培训、
产业指导，才能帮助贫困人口真正摆脱贫困，
在致富奔小康的路上同全国人民一起奔跑。

【故事二】
“有里儿有面儿”胡同讲述

老北京“新乡愁”

老砖老楼，灰墙青瓦，北京南锣鼓巷片区

雨儿胡同里，燕子不时掠过头顶，飞回老房子
屋檐下的燕巢里。

站在胡同西口的玉河边上远眺，绿树成
荫、水穿街巷的美景，让住在这里数十年的
68岁居民李伏生阿姨怎么也看不够。

曾经，这里的许多院落都是大杂院。“那
时候胡同真是破败，水电设施跟不上，厕所条
件不好。”李伏生回忆道，“又杂又乱的胡同，
光开墙打洞的小卖部、餐馆、冷饮店就有七八
家。”

五年前，雨儿胡同的29号院和30号院
迎来了一位特殊的客人。习近平总书记来到
这里，看望老街坊，听取大家对老城区改造的
想法。

五年间，随着修缮整治的进行，雨儿胡同
一天一个样。在总书记曾经探访的雨儿胡同
30号院，存在多年的违建已拆除，地面辟出
了绿地，宽敞的院落恢复了青砖灰瓦、红门、
绿格窗的古朴样貌。

街面上的变化是外人能看到的，院落
里的冷暖只有当地居民才能体会。自从自
建房拆除后，新添了绿植，加宽了过道。“夏
天，和老邻居坐在院子里下下棋，天南地北
聊得好不惬意！”李伏生对现在的生活特别
满意。

（下转2版）

为了梦圆安居，创造幸福生活
——习近平总书记牵挂的民生事之“住有所居”篇

新华社记者

“江流自古书巴字，山色今朝画巨然。”
从 3 月 25 日起到 8 月 8 日，全市 38 个

区县（自治县）和两江新区、万盛经开区轮
番“登场”，通过拍视频、讲故事的方式晒
文化、晒风景，对巴渝文化进行精彩阐释
和完美演绎，使“山水之城·美丽之地”有
了具化形象和生动注脚，使重庆的自然之
美与人文之美交相辉映。“双晒”活动完美
收官，极大提振了巴渝儿女的文化自信，

增强了重庆文旅的市场认同，凝聚了重庆
发展的强大合力。

“双晒”活动是重庆深入贯彻落实习近
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践行新
发展理念的生动实践，对于重庆建设内陆
开放高地、成为山清水秀美丽之地具有深
远而重大的意义。“双晒”活动是重庆学好
用好“两山论”，走深走实“两化路”，推动高
质量发展、创造高品质生活的具体体现，极

大增强了文化自信，推动了绿色发展。
“双晒”活动展现了重庆的“颜值”，提

升重庆的“气质”。该活动就是一次对重
庆风景、文化的再发现、再识别、再提升、
再传播，这是对重庆文旅资源和文旅品牌
的“新包装”，是推动文旅产业加快融合发
展的“催化剂”。“双晒”活动开展以来，以
风景文化搭台，用文旅发展唱戏，文化产
业增加值、游客数量和旅游总收入均实现
大幅增长……这一活动，不仅挖掘了各区
县风景内涵和文化底蕴，推动了文旅资源
的广泛传播，还促进了文旅产业的融合发
展，助力了乡村振兴和城市提升，使重庆
山水得以增色，巴渝文化得以添彩。

（下转3版）

晒出文旅精彩 凝聚发展合力
本报评论员 2版刊登

万人同唱娇阿依，万人共舞踩花山——
8月8日，随着充满苗族风情的彭水“双晒”作
品的压轴上线，全市“晒文化·晒风景”大型文
旅推介活动圆满收官。

在过去4个多月里，全市38个区县（自治
县）和两江新区、万盛经开区的党委书记披挂
上阵，化身“导游”，以全媒体传播的方式向全
国乃至全球游客推介当地文化旅游资源，奏响
了“山水之城·美丽之地”的美妙乐章。

“双晒”活动开展以来，在全国文化界、旅
游界、传媒界及市民中引发热烈反响，堪称现
象级传播事件。据不完全统计，截至8月9
日，“双晒”首发作品累计阅读量、点赞量超过
24.5亿人次。

通过“双晒”活动，我市集中展示了各地
最具竞争力的自然风光，讲述了各地最具吸
引力的文化故事，实现了重庆美景的再发现、
重庆文化的再识别，吸引八方游客在重庆“行
千里、致广大”，成为重庆推动文旅融合和推
广城市形象的创新范本。

区县委书记当“导游”
创新旅游营销，让人惊喜感动

“双晒”活动由市委宣传部、市委网信办、
市文化旅游委、市文联共同主办，重庆日报报
业集团、重庆广电集团（总台）、华龙网集团，
各区县党委宣传部和网信办、文化旅游委、文
联共同承办，展示内容包括8分钟“书记晒文
旅”电视短片、“区县故事荟”通版专题报道、

“炫彩60秒”微视频等作品。
该活动从3月25日一经启动，就在市

内外引起广泛关注。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
在“双晒”活动中，由各区县委书记担任“书
记晒文旅”电视短片主角，他们化身“导游”，
亮相屏幕，推介各地的自然山水、历史人文、
风情风物，这不仅在重庆是第一次，在全国
也非常少见，立即吸引了市内外社会各界的
广泛关注。

为给受众留下深刻印象，各区县委书记
不仅参与拍摄、出镜，甚至还全程配音。他们
告别文件语言，用标准或不太标准的普通话
讲述当地的旅游资源、文化故事，既让本地群
众感动，又增添了几分好奇。

（下转3版）

奏响“山水之城·美丽之地”的美妙乐章
——全市“晒文化·晒风景”大型文旅推介活动综述

本报记者 周雨

《全市大力
推广使用普通话
工作实施方案》
扫一扫 就看到

重庆夜景，游船在江面留下彩色光带。 记者 苏思 摄

“万企帮万村·江北在行动”走深走实
签订三方协议，两年内帮助酉阳

销售3000万元优质农副产品等

优 化 营 商 环 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