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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28所高校
在渝录取237595人

本报讯 （记者 崔曜）8月16日上午9
点15分，华夏航空执飞的空客A320飞机缓
缓降落巫山机场。这标志着巫山机场正式通
航，重庆（主城区）往返巫山航线也同步开通。

上午8点27分，首航航班从重庆江北
国际机场起飞。半小时后，乘务人员通知旅
客，飞机即将降落。

“好快哟，我才眯一会儿就要到了。”旅
客蔡鑫高兴地说。作为土生土长的巫山人，
这是他第一次坐飞机回老家。蔡鑫说，从巫
山到重庆主城区，交通越来越便利，“最开始
要坐三天两夜的船，后来高速路通了，要坐
5个多小时的大巴，现在不到1个小时就能
回家了。”

巫山机场的定位是旅游支线机场，
海拔高度1771.48米，是目前重庆海拔最高
的民用机场，有着“云端机场”之称，乘客可
以在高空观赏到长江三峡地区高峡平湖的
壮美景观。机场能够满足28万人次的年旅
客吞吐量。

通航后，重庆（主城区）往返巫山航线将
常态化运行，每周一、周三、周五、周日有航
班，由CRJ900飞机执飞。记者了解到，重
庆江北国际机场起飞时间为18:00，抵达巫
山机场的时间为18:35；巫山机场起飞时间
为19:15，到达重庆国际机场时间为19:55。
开航期间，经济舱票价为310元。

未来巫山机场会不断加密航线。巫山
县相关负责人表示，巫山机场即将开通至
广州、山东烟台的航线，未来还将继续开通
到北京、深圳、成都、杭州等城市的航线。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就
农村公路发展作出重要指示，要求建好、管
好、护好、运营好农村公路，对农村公路助推
广大农民脱贫致富奔小康寄予了殷切期望。

“四好农村路”建设热潮在全国掀起，农村地
区“出行难”问题得到显著改善。

沿着一条条连接十里八乡的农村公路，
农民群众走出了一条条“脱贫路”“致富路”

“幸福路”。“四好农村路”为广大农村地区带
去了人气、财气，也为党在基层凝聚了民心。

路通，一通百通

虽然不舍，74岁的蒋世学还是“退休”
了。

过去20年,他一直在四川省凉山州布拖
县冯家坪村和云南省巧家县鹦哥村交界的金
沙江上开溜索。人畜、油盐、砖瓦，甚至摩托
车，鹦哥村的几乎所有物资，都是他操作溜索
从对岸运过来。

金沙江上的这条“鹦哥溜索”全长480
米，距离江面270米，两岸的绝壁陡如刀削，
往返其间，令人生畏。2018年7月，此处“溜
索改桥”工程正式竣工；今年6月底，大桥到

村庄的引道全面竣工，两岸百姓出行不再靠
溜索了。

建起了桥，鹦哥村村民张雄将建房计划
提上日程。“以前买一袋水泥，从县城到溜索
处运费要2块5，过溜索1块5，卸货搬到家门
口再加3块，总共是7块。先不说要跑多少
趟，建个房子光运费就要上万块。”张雄说，现
在好了，货车一口气运到家，费用省了一大
半。

多少年来，溜索一直是金沙江、雅砻江沿
岸群众出行的重要交通工具。如今，凉山州
7个溜索改桥项目已全面建成，各族群众告
别“溜索时代”，迎来“大桥时代”。

镜头转至海南。昌江黎族自治县霸王岭
深处的王下乡，因为森林茂密、天然隔绝，过
去被称为“失联”的乡镇，有的村民从未走出
过大山。一旦遇上台风，通往山外的明望桥
必定被淹没，甚至冲垮。

2016年，昌江实施农村公路生命防护工
程，建成了能抗风防洪的新明望桥，新拓宽了
通外公路。

上个月，村民林明正愁山鸡卖不掉，王下
乡乡长杨荣辉对他说：“你去镇上卖吧，我已
经跟饭店老板说好了。”林明第二天便拉一车

鸡到镇上，果然被抢购一空。当林明攥着厚
厚一叠钞票来道谢时，杨荣辉笑道：“我根本
没和谁说好，有了公路就不愁好销路！”

路顺，一顺百顺

眼下，位于我国最北端的黑龙江省漠河
市西林吉镇黑山村，脱贫户王景才家的瓜果
大棚里，西瓜、香瓜已经熟透，每天都有顾客
从县城前来采摘、购买。

“多亏了这条路！”65岁的王景才感叹，
以前村子到县城的路，许多都是马爬犁和人
在草甸子、泥地里压出来、走出来的，上县城
卖菜一趟得走三四个小时。

如今，村里修通了水泥路，通上了公交
车，到县城只要半个小时。“许多村民坐着公
交去县城卖菜，城里人也坐着公交到农村买
菜、观光。”黑山村驻村第一书记张丛伦说，一
些村民瞅准了商机，开办起了农家乐。

北方的路不好建，也不好养。“我们这儿
有一句话，叫‘三步一换土’，每隔一段土的情
况都不一样，常年冻土层也多，经常发生沉陷
等问题。”漠河市交通运输局农村公路管理站
段长王庆武说，为了农村发展，再重的担子也

要扛起来。
公路通了，农村发展产业的天地更加广

阔了。
行驶在海南省昌江黎族自治县七叉镇乡

村旅游公路上，6米宽的水泥路面十分整洁，
两旁的黎族特色民房别致好看。

“这是全省最宽的乡村道路。”昌江县交
通运输局局长卢维说，这条路四通八达，将七
叉镇的各个乡村和木棉花观景点连在一起。

31岁的黎族姑娘洪雯霞看到家乡飞速
变化，辞掉海口的工作，回到家乡搞起了乡村
旅游，运营不到两年就收回了成本。

“从羊肠道到泥巴路，从水泥路到旅游
路，家门口的这条路越来越宽，乡亲们的致富
路越走越顺。”洪雯霞说。

路好，一好百好

有了道路的保障，仅2018年，凉山就在
彝区10县302个村实施彝家新寨住房建设
21353户，同步配套村内基础设施、环境和社
会事业建设，全年共有500个贫困村退出、
19.94万贫困人口脱贫。

（下转2版）

“四好农村路”：通向幸福，通向远方
新华社记者

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引下

——新时代新作为新篇章·总书记关心的百姓身边事

本报讯 （记者 夏元）8月16日，中国国际智能产业博
览会（简称智博会）承委办召开发布会称，市交通局准备了充
足运力保障出行，将有225台公交车、73列轨道车和1000台
出租车服务，预计每小时可疏运7万人次。承委办称，目前已
开通4种面向专业观众和普通观众的观展报名方式，市民即
日起可报名。

本次智博会将于8月26至29日举行，其中26日为专业
观众观展日，27至29日面向所有观众开放。专业观众范围
包括：参会嘉宾及相关人员，国内外科研院所相关人员，国内
外高等院校相关人员，国内外大数据、智能化相关行业协会会
员单位人员，国内外大数据、智能产业及相关产业链企业人
员，参展商合作伙伴，重庆市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和在渝央企工
作人员，大数据、智能化相关部门工作人员，重庆区县园区企
业相关人员，媒体人员。

符合专业观众范围的，可登录智博会官网（https://www.
smartchina- expo.cn/sce/toBusinessAudienceLogin），
在专业观众注册通道上填报信息进行注册。注册成功后将生
成二维码，即智博会电子门票，以短信和邮件方式发送。普通
观众有4种报名方式，包括打开微信搜索“2019智博会”小程
序、打开百度搜索“2019智博会”小程序、登录智博会官方网
站和App报名。线上报名的同时，观众还可填报车牌号，进
行停车位预约。

市交通局表示，智博会期间，公交运力方面，将开通公交
线路19条，运力225台（含60台机动运力），每小时可疏运2.8
万人次。这19条公交线包括11条常规公交线路，运力100
台，运行两路、鸳鸯等方向，并就近接驳轨道园博园站、园博中
心站，以及国博中心周边停车场；摆渡线路2条，运力22台，
连接国博中心各场馆；定制公交线路6条，运力43台，发往解
放碑、红旗河沟、南坪、沙坪坝等区域及重庆西站、重庆北站等
枢纽站。

轨道交通方面，将安排列车73列，其中六号线53列、十
号线20列，预计每小时可疏运4.2万人次。其中，轨道六号线
将增开茶园到悦来的直达列车，同时缩短六号线国博支线和
轨道十号线发车间隔，建议观众可分流乘坐十号线前往悦来
站观展。

出租汽车方面，将调派1000台出租车每天驻守国博中心
附近提供出行服务。另外针对有观展需求的企事业单位及社
会团体，智博会主办方专门提供直达国博中心的包车服务，可
拨打89135030预约。

四种方式报名观展智博会
公交：充足运力保障出行
自驾：可线上预约停车位

本报讯 （记者 戴娟）8月16日，“不忘初心、牢记使
命”主题教育市政协主席会议成员调研成果交流会召开。市
政协主席王炯主持会议并讲话。

会上，市政协副主席宋爱荣、陈贵云、吴刚、谭家玲、张玲、
周克勤、徐代银、王新强，秘书长秦敏分别围绕“加强思想政治
引领，广泛凝聚共识，贡献政协智慧和力量”“解决‘两不愁三
保障’突出问题情况”“加快推进我市医疗康养发展”“加快推
进生态产业化”“推动重庆退役军人更高质量更充分就业”“推
动重庆服务业高质量发展”“当前我市信访突出问题”“渝东南
少数民族地区旅游扶贫开发中的问题”“聚焦污水偷排直排乱
排问题整治，助力打赢污染防治攻坚战的对策建议”等主题作
了交流发言。

王炯指出，调查研究是开展“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
育的一项重点措施。调查研究和成果交流的过程是对习近平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再领悟，是对新时代人民政
协的新方位新使命的再认识，是对做好建言资政和凝聚共识
双向发力的再深化。要按照中央和市委调研工作部署要求，
以此为契机，学好用好调研成果，聚焦重点难点，创新调研方
式方法，在持续深化调查研究上下功夫。要畅通渠道转化成
果，总结提升固化效果，凝心聚力催化结果，在推动调研成果
转化上下功夫。要不断改进工作作风，强化建章立制，在推动
问题检视和整改落实上下功夫，以主题教育成果推动政协工
作不断提质增效。

王炯在“不忘初心、牢记使命”
主题教育市政协主席会议成员调
研成果交流会上指出

以主题教育成果推动
政协工作不断提质增效

8月6日，中央督导组向黑龙江、西藏反馈督导意见，标
志着中央扫黑除恶第三轮督导工作全面收官。

今年4月、6月，中央继续派出督导组分赴浙江、天津、
江西等10个省区市和北京、内蒙古、新疆等11个省区市、新
疆生产建设兵团开展第二、第三轮督导。至此，中央扫黑除
恶督导实现全国全覆盖。

两轮督导中，中央各督导组充分发挥督导“利剑”威力，
咬住既定目标、坚持问题导向、强化斗争精神、敢于较真碰

硬，所到之处，掀起了专项斗争开展以来的最强攻势。
（据新华社）

高擎督导“利剑”再掀强大攻势
——中央扫黑除恶第二、第三轮督导综述

巫山机场正式通航
未来将开通到广州、烟台、北京、深圳、成都、杭州等地航线

▶8月16日，巫山机场正式通航，首批
从巫山飞往重庆主城的旅客正在登机。

记者 罗斌 摄

“妹儿，这个鸡蛋好多钱一斤嘛？”“老
板，你这个菜啷个卖的？”8 月 15 日，在贵
州桐梓县九坝镇山堡村，耳边四处回响着
重庆话，仿佛走进了重庆村庄，热闹非凡。

山堡村是一个海拔 1300 多米的小村
子，这里青山绿水，凉风习习，目前住着近3万
重庆避暑大军。他们与当地村民同吃、同
住、同娱、同劳……构成了一幅“客主一家
亲”的和谐画面。

山堡村只是桐梓30多个乡村旅游点的
一个缩影。近年来，围绕“重庆所需、桐梓所
有”市场导向，该县全力促进渝黔合作先行
示范区建设，发起成立“渝南黔北”区域旅游
发展联盟，以乡村旅游为抓手推动全域旅游
发展。

一个个高山村寨，“走上旅游路、吃上旅
游饭、发上旅游财”，让喀斯特地貌上的石灰
岩“开”出多彩“文旅花”。

“我们主客之间就像一家人”
干净整洁的迎宾大道，温馨舒适的农家

庭院，宽敞热闹的广场，清新宜人的空气……
8月15日，重庆日报记者走进桐梓山堡村，与
几年前看到的场景，已是天壤之别。

“我家床位已住满，全是重庆客人，共有
40多人。”当地村民、农家乐老板杨进乐呵呵
地说，他家的客人七成是回头客，许多客人5
月初就开始电话订房，6月底就上山，一直住
到8月底才回家。

杨进称，村民跟这些避暑客已处成“亲
人”。他家的农家乐没请一个服务员，买菜、
弄饭、做清洁……全都是游客主动上手，甚至
地里庄稼有的游客都去打理。“我们主客之
间就像一家人。连大伙的伙食费，我都直接
给了一位游客，想吃什么、想买什么，客人自
己做主。”他说。

九坝镇副镇长张婧称，山堡村共有村
民713户、3320人，其中开办乡村旅馆的就
有459家，占一半以上，而目前在村里避暑
的游客近3万人，85%以上是重庆客人，多
数是回头客。“这些游客与村民相处十分融
洽。”张婧说。 （下转2版）

渝黔合作 高山村寨“石上生花”
本报记者 韩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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