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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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四川省重庆市政协副主席、享受直辖市副市
级待遇退休干部蒋先齐同志，因病于2019年8月16日逝
世，享年90岁。

蒋先齐，男，汉族，重庆铜梁人，1930年6月生，1950年
1月参加工作，1952年12月加入中国共产党。

蒋先齐同志1950年1月至1950年8月四川省璧山专署
青干校、公安校学习，专署征粮工作队队员；1950年8月至
1975年2月任四川省江津专区公安处侦察科侦察员，政保
科副科长、科长，秘书科科长，预审科科长；1975年2月至
1975年5月任四川省江津地区政法党组办公室主任；1975
年5月至1977年2月任四川省合川县县委常委、公安局长、
政法委党组书记；1977年2月至1977年5月任四川省合川
县委副书记、县公安局局长；1977年5月至1983年7月任四
川省江津地区公安处处长；1983年7月至1988年1月任四
川省重庆市公安局副局长、党组副书记；1988年1月至1993
年5月任四川省重庆市人民检察院代检察长，检察长、党组
书记；1993年5月至1997年6月任四川省重庆市政协副主
席；1998年2月至1999年12月重庆市委同意比照享受直辖
市副市级待遇；1999年12月退休。

蒋先齐同志遗体送别活动定于2019年8月19日上午9
时在重庆市石桥铺殡仪馆举行。

蒋先齐同志逝世

“棚户区改造事关千千万万群众安居乐
业。”……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十
分关心老城区和棚户区改造，他在多次实地
考察时强调，要让棚户区、老城区里的群众居
住更舒适、生活更美好，解决好大家关心的实
际问题，让大家能过上现代生活。

在习近平总书记的直接关心和推动下，棚
改工作在全国各地扎实推进，短短几年时间，
上亿居民“出棚进楼”，圆了安居梦。

从“忧居”到“优居”
8月的内蒙古阿尔山市，碧空如洗。笔

直的兴安落叶松环抱着幢幢亮丽的回迁楼。
79岁的郭永财和老伴如今就住在这样的高
楼里。

“家里装了电热水器、马桶，生活很方便。
冬天集中供暖，盖个毯子就能睡个好觉。现在
真是享福了。”老郭露出幸福的微笑。

5年前，习近平总书记冒着零下30多摄
氏度的严寒，来到地处边陲的阿尔山市，并到
困难林业职工郭永财家中了解情况。看到郭
永财等群众住房还比较困难，他叮嘱当地干
部要加快棚户区改造，排出时间表，让群众早

日住上新房。
在习近平总书记的嘱托下，阿尔山市开

始了大规模的棚户区改造。2014年至今，
当地累计投入40亿元改造棚户区。如今，
像郭永财一样的10200户群众，从忧居走向
安居。

绿树掩映，高楼林立，道路干净……家住
湖北武汉市青山区青宜居小区的刘桂华由衷
感慨：“居住的环境越来越好了！”

2018年 4月，习近平总书记在湖北考
察，来到武汉市青山区工人村街。“棚户区改
造事关千千万万群众安居乐业。我们的城市
不能一边是高楼大厦，一边是脏乱差的棚户
区。”总书记一席话，让当地群众感受到浓浓
温情。而今，通过棚改，武汉青山区1.3万余
户、4万多人的棚户家庭迁入新居，刘桂华一
家也在2015年搬进了新小区。

2013年至今，我国棚改大规模推进，取
得了历史性成效，2013年至2017年累计改
造各类棚户区2645万套，惠及6000多万居
民，改造数量和惠及居民数量均比2008年至
2012年翻了一番。截至2018年底，全国范
围内1亿多居民“出棚进楼”，住房条件得到

极大改善。

从“将就”到“讲究”
棚改工作开展以来，全国各地以棚改为

契机，不断补齐发展短板，通过美化环境，配
套基础设施，完善公共服务，使棚改群众生活
品质得到明显提升。

阿尔山市伊尔施街道伊林小区，苏艳梅
的家收拾得格外精致、讲究，鱼缸里养着色彩
斑斓的热带鱼，阳台上摆满了花草。“在城里
住了几十年，现在才算真正过上了城市生
活。”苏艳梅感慨地说。

迁入新居，硬件改善，棚改群众的文明素
养也相应提升。武汉青山区青馨居社区的余
冬梅说，住进新房，大伙都变了个样，“刚搬来
时，不少棚改户有乱丢垃圾、高空抛物的坏习
惯，在社区宣传引导下，再看我们的社区，卫
生干净，每个人都文明守礼。”

“棚改后，不仅有了新房，也有了新家。”
家住长沙市湘雅路街道文昌阁社区的刘志纯
说，她现在每天都去老年活动中心唱歌，参加
社区举行的各类活动。“居住环境好了，生活
也更丰富多彩了。”

记者在内蒙古、湖北、湖南等地走访感
到，随着棚改工作的推进，城市面貌日新月
异。各地抓住棚改契机，完善道路、电力、燃
气等配套基础设施，污水处理、垃圾处理、集
中供热等项目相继投入使用，并建设公园和
广场，大大提升了城市品质和人居环境。

从希望到兴旺
棚改工程既是改善群众生活条件的安居

工程，又是帮助群众创业就业的乐业工程。
在阿尔山市伊尔施街道棚改集中安置点

新希望小区，常志凤经营了一家超市，货架上
的商品琳琅满目，生意不错。2014年棚改
时，她用20多万元安置款买下这家店面。常
志凤说：“过去房子破烂，没有固定收入，是棚
改让我们全家重获新生。”如今，她家又买了
新房、汽车，今年打算继续扩大店铺。

长沙市芙蓉北路的棚改户李碧如搬入
新居后，一家人信心满满开始了新生活。眼
下，全家正忙着给儿子找媳妇。“党和政府心
里装着咱棚改群众，我们既感动又感恩。”李
碧如说。

（下转2版）

棚改的温暖：1亿多人“出棚进楼”
新华社记者

本报讯 （记者 罗静雯）近日，市委副
书记、市长唐良智调研易地扶贫搬迁工作，并
召开工作推进会。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扶贫工作重要论述和对重
庆脱贫攻坚工作重要指示精神，认真落实全
市脱贫攻坚现场工作会议精神和陈敏尔书记
要求，强化使命担当，高质量完成易地扶贫搬
迁任务，让贫困户搬得出、稳得住、能致富，把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实际行动转
化为推进脱贫攻坚实际效果，坚决打赢脱贫
攻坚这场硬仗。

市领导吴存荣、莫恭明、李明清等分别参
加相关活动。

唐良智深入万州区长岭镇安溪村、老土

村和长滩镇茶坪村，分别走访建卡贫困户邹
明中、李天芝、向宗培、牟秉奎，实地察看搬迁
房屋建设状况，详细了解搬迁群众搬入新居
后从事生产、外出务工、孩子上学等方面的情
况，询问大家对帮扶项目是否满意。唐良智
说，一定要把易地扶贫搬迁工程建设好，让搬
迁群众住得安心、住得放心。大家生活安顿
下来后，各项脱贫措施要跟上，把产业搞上
去，帮助贫困群众持续增收、稳定脱贫、逐步
致富。

唐良智说，脱贫攻坚集中体现了共产党
人的初心使命，易地扶贫搬迁是脱贫攻坚中
的一块“硬骨头”。要深入学习贯彻总书记关
于扶贫工作重要论述和对重庆脱贫攻坚工作

重要指示精神，结合开展“不忘初心、牢记使
命”主题教育，把推进易地扶贫搬迁工作作为
践行初心使命的具体行动，作为打赢脱贫攻
坚战的重要内容，提高站位、坚定信心，锐意
进取、攻坚克难，保质保量推进完成易地扶贫
搬迁建设任务。

唐良智强调，要有序推进易地扶贫搬迁，
精准识别搬迁对象，精准集聚搬迁政策、资
金，充分尊重搬迁群众意愿，努力做到对建档
立卡贫困人口应搬尽搬。要围绕做好后续工
作抓落实，将易地扶贫搬迁工作重心由“搬得
出”转向“稳得住、能致富”，抓好产业培育、就
业帮扶和社区融入，大力发展现代特色高效
农业，完善利益联结机制，加大就业创业扶持

力度，补齐安置点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短板，
让搬迁群众既住上新房子、又过上好日子。
要聚焦巡视反馈问题抓整改，坚持实事求是，
对标对表、分类施策，做到符合国家政策、符
合群众利益、符合工作实际，推动真改实改。
要加强监督管理，盯牢守住易地扶贫搬迁过
程中的隐患点、风险点，压实监管责任，规范
资金管理，做好项目监管，确保易地扶贫搬迁
工程经得起历史和人民的检验。要着力解决

“两不愁三保障”突出问题，聚焦深度贫困乡
镇加大攻坚力度，不断提高脱贫攻坚质量，确
保如期高质量打赢脱贫攻坚战。

唐良智在调研中强调，渝东北三峡库区
城镇群要深入贯彻落实市委、市政府关于构
建“一圈两群”区域协调发展格局的决策部
署，坚持共抓大保护、不搞大开发，突出“库
区”“山地”特点，发挥万州作为区域性中心的
支撑带动作用，走深走实产业生态化、生态产
业化之路。市级各部门要结合开展主题教
育，加大政策、项目、资金等支持力度，助推渝
东北三峡库区城镇群建设长江经济带三峡库
区生态优先绿色发展先行示范区。

市有关部门、有关区县负责人参加。

唐良智在调研易地扶贫搬迁工作时强调

高质量完成易地扶贫搬迁任务
让贫困户搬得出稳得住能致富

一个罪恶的暴力风球正肆虐香港，一股狂乱的黑暗逆
流正侵袭香港。700 多万香港市民的共同家园，已遍体鳞
伤。但一小撮激进暴徒仍不见收手，反而更加谵妄、骚动，
把香港往死里打。

痛哉！！悲哉！！怒哉！！急哉！！
17 日下午，香港各界人士在金钟添马公园举行“反暴

力、救香港”大集会，呼吁全港社会各界反对一切形式的暴
力，尽快恢复社会正常秩序。护港救港的力量大集结，发出

了以正压邪的民意强音。
两个多月来，“反中乱港”势力有组织地策动激进抗争

活动，街头暴力愈演愈烈，社会危害愈来愈大。一只暴力黑
手正扼住香港之喉，香港已到危急时刻，分分钟都关乎前途
命运。

“暴”恣意横行，“乱”肆意流窜，“反中乱港”势力和暴力
分子制造的“黑色恐怖”，成为香港的“定时炸弹”。

（下转2版）

每一个爱国爱港的香港市民
都是护港救港的关键力量

新华社记者

本报讯 （记者 颜安）“两不
愁三保障”是贫困人口脱贫的基本
要求和核心指标。8月14日，重庆
日报记者从市扶贫办获悉，从4月
中旬以来，我市聚焦突出问题，拿出
过硬举措和办法，已解决教育、医
疗、住房、饮水保障方面的问题
4771个，整改完成率达92.55%。

市扶贫办主任刘贵忠介绍，我
市通过组织各级干部两轮次全覆盖
走访困难群众，全面摸清贫困户“两
不愁三保障”以及安全饮水方面的
底数。截至今年4月，全市有2.6万
户近8万贫困人口“两不愁三保障”
未实现完全保障，其中“三保障”摸
排出5155条问题。针对这些问题，
我市分门别类制定措施，精准施策
逐项整改，已解决问题4771个。

在义务教育方面，存在辍学或
失学问题924人，有256名在校生
尚未全部落实相关政策。“由市教委
牵头，健全义务教育控辍保学工作
机制，实现走访、家访全覆盖，逐校、
逐人、逐项核查义务教育各项资助
政策落实情况，确保学生资助精准
到人。”刘贵忠说，目前辍学、失学问
题已解决 899 人，整改完成率
97.29%，在校贫困家庭学生资助政
策全部兑现。

在基本医疗方面，全市涉及未
参加基本医疗保险贫困户有 586
人，由市卫健委和市医保局逐一比
对核实，实行大病专项救治、慢病签
约服务管理、重病兜底保障，大力实
施“医保清零”行动，探索实施“集中
供养+居家康复救助”举措，解决失
能弱能贫困家庭负担重的问题，多
措并举解决患病群众就近就医问
题。目前586人未参保问题已解
决，农村贫困人口全部参保。

在住房安全方面，全市还有
3076户贫困户住房不安全，其中C
级危房743户，D级危房2333户。
我市将贫困户危旧房改造与农村人
居环境改善相结合，目前已整改解
决住房问题2765户，整改完成率89.89%。

在饮水安全方面，有313户存在饮水不安全问题，市水利
局牵头加快实施农村饮水安全巩固提升工程，目前已整改解
决265户饮水安全问题。

同时，剩下未解决的问题将在年底前全部销号。
此外，我市坚持把产业增收作为治本之策，选聘产业发展

指导员15838人，因地制宜培育发展长效扶贫产业，不断完善
产业发展与贫困户利益联结机制，促进贫困群众持续增收、稳
定脱贫。

不少贫困户在各项帮扶措施中受益。南川区峰岩乡正阳
村二社贫困户李云建，一座土墙结构的老房子住了40多年，
早就摇摇欲坠。上个月，依靠D级危房改造政策，他搬进了梦
寐以求的新房。云阳县的贫困肾病患者李先贵前几天出院
时，拿到了一张清晰详细的就诊费用结算单。这上面显示，老
李住院花费近6000元，各类保障待遇报销了5400多元，自付
不到600元。老李感叹，健康扶贫政策真惠民！垫江县长龙
镇长安村七组，贫困户周传兵在产业发展指导员的帮助下种
植了4亩蔬菜，这几天正是茄子和辣椒采摘的高峰，尽管烈日
当头，但每天都有现金收入，让他乐得合不拢嘴……

“我们将继续攻坚‘两不愁三保障’突出问题。”刘贵忠表
示，目前，全市剩余未脱贫群众中，绝大部分都是长期患病、残
疾人、孤寡老人等脱贫基础薄弱的群体。下半年，全市将研究
制定解决“两不愁三保障”突出问题的实施方案，建立常态化
核查机制，及时全面掌握未脱贫、已脱贫、临界户三类群众“两
不愁三保障”情况，分级分类建立台账，逐项逐户对账销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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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 仇峥）2019年中国国
际智能产业博览会（简称智博会）开幕在即，
重庆日报记者8月17日从相关部门获悉，目
前全市共发布智博会公益广告9484处，迎接
智博会召开的氛围日益浓厚。

在重庆火车北站和西站，投放的智博会
公益广告超过150处，其中候车厅LED屏、
出站层LED屏，以及车站内的122部电子屏
全部滚动播放智博会公益广告。在重庆江北
国际机场，候机楼内的350余块LED屏滚动
播放智博会内容，另外还设置了立牌广告20
块，大型户外广告牌5块，一些景观雕塑也植
入了智博会公益广告内容。在嘉陵江大桥、
嘉华大桥等多座过江大桥，在红锦大道、机场
路等多条交通主干道，路灯灯杆上整齐悬挂
着设计精美的“2019智博会”宣传道旗。

据统计，目前重庆主城区的重点线路和
区域已实现智博会公益广告全覆盖。截至8
月17日，全市2019年智博会公益广告共计
发布9484处，其中包括大型户外广告牌、户
外LED屏、天桥标语等。下一步，有关区县
和单位也将按属地管理原则，加强巡查监管，
及时查漏补缺，为智博会成功召开营造出更
加浓厚的氛围。

近万处公益广告
为智博会添彩

8月17日，两江游轮上，游客们争相拍摄美丽的重庆夜景。
培育夜间经济是新一轮促进消费的发力点，我市商业、旅游、文化等多部门多行业正联手推

动夜间经济发展。山城夜景作为重庆旅游的一张名片，为“夜经济”注入了更多活力。据了解，今
年“两江游”赏夜景的游客明显增长。 记者 崔力 摄

山城夜景
点亮“夜经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