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扫一扫
就看到

全文

这是 2018 年中国的一组数
据——

1分钟，中国进出口约5700万
元；

1小时，全国新设外商投资企业
近7家；

1天，全国对外直接投资3.92亿
美元；

开放的中国，每一刻都在发生巨
大改变。

70年，两万多天，人类历史长河
的短暂一瞬，从封闭半封闭走向全方
位开放的中国，却实现伟大历史性转

折，创造了令世界惊讶的中国奇迹。
穿越70年时光隧道，站在新的

历史起点上，开放的中国必将续写新
的传奇。

●开放，标注发展高度
●开放，提升民生温度
●开放，带来融合深度
（据新华社北京9月17日电）

开 放 中 国
——70年中国面貌变迁述评之九

新华社记者 于佳欣 何欣荣 王雨萧

“ 中 国 面 貌 ” 系 列 述 评

1958年 5月，中共八大二次会
议在北京召开，会议通过了鼓足干
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
主义的总路线，通过了十五年赶上和
超过英国的目标以及“苦干三年，基
本改变面貌”等口号。

这条总路线反映了广大人民群
众迫切要求改变我国经济文化落后
状况的普遍愿望，但忽视了客观的经
济规律。会后，以片面追求工农业生
产和建设的高速度、不断大幅度地提
高和修改计划指标为标志的“大跃
进”运动在全国范围内展开。

“大跃进”追求工农业生产和建
设的高速度、高指标，并推动生产关
系急于向所谓更高级形式过渡。

8月17日至30日，中共中央政
治局召开扩大会议，作出《关于在农
村建立人民公社问题的决议》。会
后，“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迅速
推向高潮，以高指标、瞎指挥、浮夸
风、“共产”风为主要标志的“左”倾错

误严重泛滥开来。
为了完成钢铁生产任务，全国

城乡掀起轰轰烈烈的全民大炼钢
铁群众运动。与此同时，全国农村
出现了人民公社化运动高潮。很
多地方不顾实际地宣布人民公社
为全民所有制，并试点“向共产主
义过渡”。

1958年秋冬之间，中共中央和
毛泽东通过调查研究开始觉察到运
动中出了不少问题，从11月起，领导
全党着手纠正错误。形势开始向好
的方面有所转变，但“左”倾错误没有
彻底纠正。在1959年七八月间召开
的庐山会议后期，又错误地批判了彭
德怀等人，随后开始了“反右倾”斗
争，造成整个形势的逆转。

党从良好愿望出发，力图在探索
中国自己的建设社会主义的道路上
打开新的局面。但由于决策本身的
失误和执行中的偏差，急于求成的努
力不仅没有达到预期目的，反而遭受
到重大的挫折。

（新华社北京9月17日电）

“急急忙忙往前闯”
新 中 国 峥 嵘 岁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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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 赵迎昭）9月17
日，重庆日报记者获悉，在新中国成立
70周年之际，中宣部新命名39个全
国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位于万州
区的重庆三峡移民纪念馆入选，系此
次我市唯一入选单位。

此次命名后，全国爱国主义教育
示范基地总数达到473个。其中，重
庆全国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共10
个，它们分别是重庆红岩革命纪念馆、
重庆歌乐山烈士陵园、邱少云烈士纪
念馆、刘伯承同志纪念馆、聂荣臻元帅
陈列馆、赵世炎烈士故居、重庆中国三

峡博物馆、杨闇公旧居和陵园、万州革
命烈士陵园、重庆三峡移民纪念馆。

此次成为全国爱国主义教育示范
基地的重庆三峡移民纪念馆，于2018
年5月18日正式开馆。该馆位于万州
区，展厅总面积为7000平方米，是全国
唯一为纪念三峡百万大移民而修建的
专题馆。市民可在该馆欣赏“伟大壮
举·辉煌历程”“万川汇流”“盐井沟古
象”“刘江书画篆刻作品展”等4个常设
展览，馆内“三峡移民精神颂”群雕、三
峡大坝模型、移民实物等丰富的展品，
栩栩如生地再现了三峡移民的壮举。

全国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重庆已达10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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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 黄光红）9月17
日，市国资委和农发行重庆市分行联
合举办农业政策性金融支持乡村振兴
战略和长江经济带发展座谈会。重庆
日报记者从会上获悉，近3年来，农发
行重庆市分行累计在渝投入各类资金
5432亿元，为重庆乡村振兴和长江经
济带发展提供了有力支持。

农发行是我国唯一一家农业政
策性银行，在涉农金融领域，其在职
能定位、政策产品、资金成本、期限规
模和服务保障等方面具有优势，支持
范围基本覆盖“三农”所有领域。以
农发行重庆市分行为例，其贷款加权
平均利率比全市平均水平低约2个
百分点，能够让企业的融资成本更
低；中长期贷款期限一般在10-15
年左右，部分扶贫贷款最长期限更是
达到了25年，可以最大限度保证项
目的稳步实施，缓解企业还款压力。

近年来，农发行重庆市分行依托

这些优势，聚焦“三农”重点领域和薄
弱环节，大力支持重庆推进实施脱贫
攻坚、乡村振兴和长江经济带建设等
国家战略。尤其是，根据2016年、
2018年农发行总行与市政府签订的
战略合作协议，该行近3年来积极向
总行申请政策，汇集各类资源支持重
庆经济发展。

2016年以来，农发行重庆市分
行累计在渝投入各类资金5432亿
元。其中，代理总行向重庆市金融同
业存入资金3114亿元，购买地方政
府债券230亿元；累计投放各类贷
款、基金2088亿元，用于支持脱贫攻
坚、基础设施建设、长江经济带生态
保护和农业特色产业发展等方面。

今年，该行围绕长江大保护领
域，投放水利、改善农村人居环境、生
态环境建设三个信贷品种贷款
44.24亿元。截至目前，这三个信贷
品种的贷款余额达226.49亿元。

助力乡村振兴和长江经济带发展

农发行3年在渝
投入资金逾5400亿元

本报讯 （记者 白麟）“安得广
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9月
17日，重庆日报记者从市住房保障成
就新闻通气会上获悉，近年来重庆大
力推进公租房建设、棚户区改造、老
旧小区改造、农村危房改造等保障性
安居工程建设，全市住房困难群众实
现了“住有所居”，居住条件明显改善。

公租房
累计分配51万套

近年来，我市持续加大公租房保障
力度。截至目前，全市已累计分配公租
房约51万套，发放租赁补贴0.96万户，
直接惠及约140万住房困难对象，通过
创建稳定和谐的公租房小区环境，我市
部分小区及管理机构累计获得“全国和
谐社区”等国家、市级荣誉161项。

重庆市公租房坚持以政府投资
为主体，建设项目分布在主城区一二
环内和远郊区县城区，同时完善学
校、社区医院、警务室、文体设施和公
共活动场地等配套设施。在坚持保
障住房困难这个底线的同时，重庆还
在全国率先打破城乡内外差别和户籍
制度藩篱，准入条件覆盖了外来务工
人员、新就业无房职工等群体。

棚户区
累计改造25万户

棚户区改造是重大的民生工程
和发展工程。2018年以来，重庆进入
新一轮棚户区改造，通过成片拆除和
修缮加固及改扩建等方式，对城镇范
围内危旧房屋集中、安全隐患突出、
功能不完善、配套设施不健全的区
域，尤其是老城区内脏乱差的棚户区

实施了改造，并对棚户区内的历史文
化建筑加大保护力度。

截至目前，全市已累计完成棚户
区改造3116万平方米、25万户，直接
惠及群众约88万人，及时有效地改善
了棚户区群众的居住条件，同时提升
了城市形象和品质。今年，我市计划
新完成5万户棚户区改造，并进行明
年改造计划的前期工作。

老旧小区
今年选定50个改造提升项目

老旧小区改造着眼于解决群众
居住基本问题。2018年，市政府确定
了沙坪坝、九龙坡、南岸、渝中4个老
旧小区改造提升试点示范项目。

目前，沙坪坝、九龙坡、渝中的相
关改造项目已全部完成，南岸完成
75%。居民对老旧小区改造总体评价
很好和较好的超过95%，部分搬出原
小区的居民已开始回迁。

今年，我市扩大了主城区老旧小
区改造提升试点示范范围，完成了50
个改造提升项目选定工作。目前，两
江新区邢家桥安置房小区、北碚区南
京路风貌改造区等改造项目已启动
改造提升工作。

农村危房
完成改造近百万户

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市针对建档
立卡贫困户、农村分散供养特困人

员、低保户、贫困残疾人家庭4类重点
对象扎实推进农村危房改造工作，按
照2020年动态消除建档立卡贫困户
危房的要求，实行全覆盖调查、拉网
式摸排，精准锁定改造对象。

截至2018年底，全市累计争取中
央财政补助资金60.56亿元，落实市级
财政补助资金32.63亿元，完成建档立
卡贫困户等重点对象危房改造94.66
万户，受益贫困群众达340余万人。

市住建委相关负责人表示，目前
全市建档立卡贫困户危房改造工作
已进入扫尾阶段，未来还将对新产生
的危房进行动态消除，并研究“临界
贫困户”危房改造的帮扶政策，让更
多人从中受益。

重庆大力推进保障性安居工程建设

全市住房困难群众实现“住有所居”

本报讯 （记者 颜若雯）9月16
日至17日，“长江绿动——走进黄金
水道”媒体采访团来到重庆。重庆日
报记者从在重庆海事局召开的座谈会
上了解到，我市开展了餐饮船舶污染
专项整治，取缔、拆解长江干线56艘
餐饮船舶，目前全市保留的餐饮船舶
全部实现水污染物零排放。

此次主题采访是交通运输部庆祝
新中国成立70周年系列宣传活动之
一。其间，由人民日报、新华社、中央
广播电视总台等多家媒体组成的采访
团，先后前往武汉、宜昌、重庆、镇江、

南京等地采访。
重庆海事局局长司太生介绍，

针对船舶水污染防治，该局加强了
饮用水水源地保护区船舶污染防治
监管，严格禁止船舶在饮用水源保
护区内停泊，撤销两处位于保护区
内的停泊区，并主动搬迁了保护区
内的公务趸船。同时，加强了船舶
污染物排放现场检查和执法检测，

开展船舶污染防治专项整治，今年
以来共计查处378件船舶水污染方
面的违法行为。

该局还加强了对载运散装液体
危险货物船舶洗舱的监督检查，将
洗舱情况作为必查项目，今年以来
共计实施载运散装液体危险货物船
舶现场检查1830艘次，洗舱作业开
展347艘次、现场检查69艘次。开

展餐饮船舶污染专项整治，取缔、拆
解长江干线56艘餐饮船舶，保留的
餐饮船舶全部实现水污染物零排
放。

在持续推进船舶大气污染防治方
面，该局会同地方职能部门出台了强
制拆除内河船舶重油使用设备的政
策，完成全部330艘重庆籍内河船舶
重油使用设备的拆除。

重庆餐饮船舶全部实现水污染物零排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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綦江助推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

截至今年8月，綦江区民营经济市
场主体达52431户，占全区市场主体
的98.40%；全区现有249家重庆市科
技型企业、45家高新技术企业。

近年来，在区委、区政府的领导
下，綦江区委统战部协同各职能部门，
出实招、施良策、重实效，在服务民企
上下功夫，助推全区民营企业健康发
展，为全区经济社会发展贡献统战智
慧和力量。

出实招
改善发展环境

“没有多跑一趟路，没花一分钱，
就轻松在网上把营业执照申请下来
了。”近日，来自一家初创公司的杨先
生在拿到綦江区颁发的电子营业执照
后高兴地说。

据綦江区委统战部负责人介绍，
去年8月，该区出台了《关于全面优化
营商环境促进民营经济发展的意见》，
在建立“四张清单”、推行“全渝通办”、
推进公正监管、促进公平竞争、加强诚
信建设等方面综合发力，极大地改善
了营商环境。

2017年以来，该区修改完善涉及
民营企业发展的区级和街镇（部门）规

范性文件63件。比如，区政务服务办
牵头建立和规范“权力清单、责任清
单”，并进行动态调整；区发改委贯彻
落实市场准入“负面清单”草案，推动
实现行政执法信息、企业减负政策、招
标投标信息等涉企政府信息集中公
开。

目前，綦江区已完成区县通用行
政许可、公共服务事项目录清单认领，
编制完成了实施清单、办事指南，已定
制录入全市网审平台并上网运行。截
至今年7月底，该区各行政审批部门及
单位共受理审批服务、便民服务事项
43万余件，按时办结率100%。

同时，全面推进公正监管，编制形
成18个总投资350亿元的PPP项目储
备库，PPP 项目民营资本比重达到
90%。大幅放宽对市场主体特别是民
营企业选择发包方式的限制。

着力推进政务诚信建设，构建

“亲”“清”新型政商关系。“亲”“清”新
型政商关系行为清单已形成框架，包
括“正面清单”7项、“负面清单”13项。

施良策
破解民企“四难”

“园区对企业的服务，超出我的预
期。”重庆友利森汽车科技有限公司总
经理蔡翱在谈到园区服务时竖起了大
拇指。友利森从去年5月签约落户綦
江到今年1月实现试生产，只花了半年
左右时间。

今年，綦江区围绕解决“融资难”
“办事难”“创新难”“维权难”等方面出
台一系列政策举措，进一步缓解了民
营经济发展的瓶颈问题。

破解“融资难”。区财政安排融资
增信基金4000万元，截至今年8月，累
计发放增信贷款118笔4.55亿元。建

立1亿元科技型企业知识价值信用贷
款风险补偿基金；建立1亿元规模的产
业投资基金；创业种子引导基金增资
到1000万元。开展商业价值信用贷
款试点，建立规模5000万元的企业发
展基金，累计办理企业转贷借款301
笔共计10.7亿元，累计为企业节约“过
桥”成本约2000万元。

解决“办事难”。该区将建设项目
行政审批精简至“四个阶段”，累计取
消建设项目审批13项。逐步打通部门

“信息孤岛”，严格按照“三集中，三到
位”要求，将涉及建设项目审批的14个
职能部门全部进驻综合服务窗口。同
时，实行主协办制度，施行“限时办结，
超时默许”制度。

化解“创新难”。按照《綦江区科
技创新扶持办法》，对45个企业114个
项目给予扶持补助资金288万元。今
年，优选52家企业进行重点培育申报

高新技术企业，推行企业建立研发准
备金制度等。

解决“维权难”。今年7月，綦江区
设立区长民营企业专线电话，主要负
责听取和处理民营企业向区政府反映
的投诉请求、提出的意见和建议等事
项。

重实效
健全保障机制

今年1月，綦江区召开集中走访精
准服务民营企业活动情况汇报会议，对
集中走访精准服务民营企业活动进行
专题研究，解决了一大批民营企业反映
的实际问题，受到企业普遍欢迎。

今年5月，綦江区成立了民营经济
发展促进委员会，加强对优化营商环
境、发展民营经济的组织领导和工作
协调。

近两年来，该区各部门通过加强
组织推动、培育市场主体、完善政策落
地机制、强化统计监督考核等方面工
作，进一步健全了保障机制。该区以
创建国家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为契
机，大力培育科技创新型企业。2018
年培育“专精特新”企业3个，获得市级
补助资金75万元；支持企业改制上市，
区级财政累计上市奖励270万元，争
取市级奖励100万元。

同时，綦江区纪委监委以整治干
部作风问题专项行动为抓手，坚决整
治党员干部服务民营企业发展中的不
担当、不作为、慢作为、乱作为以及吃
拿卡要等问题。

不仅如此，今年起，綦江区统计局
将根据市统计局反馈结果，对民营经
济发展情况作分析通报，一年通报一
次。民营经济发展指标完成情况和优
化营商环境情况已纳入区内各级领导
班子实绩考核。区委组织部还将相关
评议要素常态纳入每季度组织的民意
调查中，并通报调查结果。

华官林 陈小东

立足统战为全局·凝心聚力促发展

区县统战工作巡礼

出实招 施良策 重实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