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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 10 月 7 日电 在中
国传统节日重阳节来临之际，国家主
席习近平10月6日给澳门街坊总会
颐骏中心长者义工组的30位老人回
信，向他们表示亲切问候和勉励，并
祝全国的老人们健康长寿、生活幸
福。

习近平在回信中表示，看到你们
的来信，我想起了十年前在澳门同大
家见面的情景。得知你们退休后热
心公益事业、生活充实快乐，我很高
兴。

习近平表示，作为新中国的同代
人，你们见证了国家几十年的沧桑巨
变，亲历了“一国两制”在澳门的成功
实践。你们说为自己是中国人感到

由衷的骄傲，我相信这也是广大澳门
同胞的心声。希望你们坚持老有所
为、继续发光发热，多向澳门青年讲
一讲回归前后的故事，鼓励他们把爱
国爱澳精神传承好，积极参与粤港澳
大湾区建设，携手把澳门建设得更加
美丽。

澳门街坊总会颐骏中心成立于
2007年，是一家专业的老年人服务
机构。2009年1月，时任国家副主席
习近平视察澳门期间，曾到中心亲切
看望。近日，颐骏中心长者义工组的
30位老人给习近平写信，讲述了澳门
回归后的发展变化，表达了深为自己
是中国人而骄傲的心情、传承好爱国
爱澳精神的决心。

习近平回信问候勉励澳门退休老人
向全国的老人们致以重阳节的祝福

澳门街坊总会颐骏中心长者义工组全体成员：
你们好！看到你们的来信，我想起了十年

前在澳门同大家见面的情景。得知你们退休后
热心公益事业、生活充实快乐，我很高兴。

作为新中国的同代人，你们见证了国家几
十年的沧桑巨变，亲历了“一国两制”在澳门的
成功实践。你们说为自己是中国人感到由衷的
骄傲，我相信这也是广大澳门同胞的心声。希
望你们坚持老有所为、继续发光发热，多向澳门

青年讲一讲回归前后的故事，鼓励他们把爱国
爱澳精神传承好，积极参与粤港澳大湾区建设，
携手把澳门建设得更加美丽。

重阳节就要到了，我祝你们、祝全国的老人
们健康长寿、生活幸福！

习近平
2019年10月6日

（新华社北京10月7日电）

习近平给澳门街坊总会
颐骏中心长者义工组老人的回信

新华社北京10月7日
电 10月 4日至7日，国
家主席习近平分别同保加
利亚、罗马尼亚、捷克、斯
洛伐克、匈牙利和波兰六
国元首互致贺电，庆祝中
国与六国建交70周年。

习近平代表中国政府
和中国人民向六国政府和
人民致以热烈的祝贺和良
好的祝愿。习近平指出，
六国是最早承认并同新中
国建交的一批国家。建交
70年来，中国同六国秉持
相互尊重、平等相待、互利
共赢原则推动双边关系不
断向前发展，给中国同六
国人民带来了实实在在的
利益。当前，双方高层交
往密切，各领域互利合作
成果丰硕，人文交流丰富
多彩。新时代，中国同六
国的关系面临新的更广阔
的前景。我高度重视同六
国关系发展，愿同六国元
首共同努力，以建交70周
年为新起点，用好共建“一
带一路”和中国－中东欧
国家合作机遇，推动传统
友好合作关系迈上新台
阶。

六国元首一致表示，
70年来，各自国家同中国
的双边关系经受住时间
和国际风云变幻的考验，
取得长足进展和丰富成
果。六国高度赞赏中国
在现代化建设和实现中
国梦进程中取得的辉煌
成就，高度重视发展对华
关系，珍视传统友谊，愿
全面加强同中国双边交
流与合作，推动共建“一
带一路”和中国－中东欧
国家合作不断向前发展。

国务院总理李克强也
分别同六国总理互致贺
电。李克强表示，中方愿
同六国以建交70周年为
契机，深化政治互信，推进
双边各领域务实合作，推
动共建“一带一路”、中国－中东欧国家合作、中国－欧盟合作
取得更大进展，更好实现互利多赢。六国总理表示，愿不断提
升与中方务实合作水平，共创双边关系和中国－中东欧国家
合作美好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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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 1日上午，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

年大会在北京天安门广场隆重举行。在群众游行欢

庆活动中，“魅力重庆”彩车以其突出的主题、鲜明的

特色、精美的设计、独特的创意、炫丽的艺术表现放

彩天安门，展现出新时代重庆推动高质量发展、创造

高品质生活，建设内陆开放高地、山清水秀美丽之地

的壮丽图景，受到现场和电视观众的点赞。

在10月1日驶向天安门前，“魅力重庆”彩车项目

一直处于保密状态，以“重庆CC”代称。今日起，本

报推出“聚焦重庆彩车特别报道”，解密“魅力重庆”

彩车从创意设计、制作改装到转运进京的全过程以

及背后的故事，敬请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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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 韩毅）逛山城、观红
岩、览三峡、游乡村、赏夜景、看杂技、品火
锅、泡温泉……这个国庆假期，“生怕把外
地游客挤到”的重庆实力宠粉，在全网成
为“现象级”话题。继“8D魔幻城”“魅力
不夜城”等称呼后，重庆又被网友称为“最
欢迎游客的城市”。

据市文化旅游委初步统计测算，国
庆假期，全市共接待境内外游客3859.61万
人次，同比增长 10.6%，超过重庆总人
口；实现旅游总收入 187.62 亿元，同比
增长32.8%。

为游客“腾出一座城”
都市游热闹非凡

10月7日，重庆日报记者在网上搜索
时发现，包括人民日报官方微博等在内的
各大网络平台，都刊载着洪崖洞、南滨路、
千厮门大桥等地人山人海的超高旅游人
气照片。与以往“节假日看人脑壳”的怨
愤不同，这次来渝游客留下的竟是满屏的

“获得感”。
“为你腾出一座城，极少有城市能够

做到，重庆真的是一个温暖的城市，重庆
市民的幽默诙谐、热情好客也让我们非常
感动！为重庆点赞，为重庆市民点赞！”知
名网络达人“魔都囡”发文称。

“这几日，我们每天都安排工作组在
游客集中区域值班，都市旅游的火爆程度

堪称历史之最。”市文化旅游委副主任秦
定波称，经初步统计测算，七天国庆假期，
全市旅游接待十分喜人，共接待游客
3859.61万人次，同比增长10.6%；实现旅
游总收入187.62亿元，同比增长32.8%。
手机漫游再创新高，全市手机漫游共
4638.5万台次，同比增长29.5%，其中入渝
漫游2107.05万台次，同比增长27.69%。

在这一组漂亮的数据中，重庆都市旅
游是最强贡献者，如洪崖洞民俗风貌区就
接待游客88.9万人次，观音桥商圈都市旅
游区接待游客50.2万人次，长嘉汇弹子石
老街接待游客40.17万人次。

全域游如火如荼
精品景区成色更足

随着大众旅游时代到来，传统“景点
游”模式已不能满足现代大旅游发展的需
要。以优质旅游产品为中心、以融合发展
为主线的全域旅游，成为新旧动能转化的

“定海神针”。
（下转2版）

国庆假期重庆接待游客3859.61万人次
实现旅游总收入187.62亿元 都市旅游火爆程度堪称“历史之最”

10月3日晚，在洪崖洞民俗风貌区，众多游客正在观光游览。
记者 熊明 摄

五届市委第五轮巡视全部进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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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后援助财政资金
4.71 亿元（涪陵 3.39 亿
元、万州 1.32亿元），在当
地建设学校、幼儿园、卫
生院、福利院、移民小区、
新农村、基础设施等各类
项目 1186 个（涪陵 888
个、万州298个）

对口支援 1000 万
元建设涪陵浙涪友谊
学校，援建万州第一中
学，还有 12所学校分别
“一对一”结对帮扶涪
陵 12所学校

涪陵区成功引进
娃哈哈、华峰集团、国
盛基业、万丰奥威、正
凯集团等一批品牌浙
商落户，宁波市帮助
万州区建设美丽乡村
项目 21个

累计接收涪陵、万州
两区挂职干部585人、培
训人才 6500余人、劳务
输出 3万多人次。出资
1000万元援建“浙涪移
民就业实训中心”，每年
可培训 10000人

“多亏浙江人民的帮助，我们双溪安置
移民小区的环境才能变得这么好，还建起了
功能齐全的社区便民服务中心，居民现在在
家门口就能办理社保、低保等。我们永远不
会忘记他们的深情厚谊！”9月26日，涪陵区
马鞍街道，站在崭新的双溪社区便民服务中
心前，该社区党支部书记张强向重庆日报记
者介绍，如今社区里有山有水有公园，居民
们的获得感、幸福感明显增强。

涪陵、万州位于三峡库区腹心地带，是
三峡工程水库主要淹没区，移民安置总量
大、时间紧、任务重。1992年，国务院发出
对口支援号召，此后浙江省委、省政府开始

对口支援涪陵、万州三峡移民及后续工作。
27年来，浙江省在基础设施建设、教育

帮扶、经贸合作、人才交流等方面持之以恒
地给予涪陵、万州支持和帮助，聚焦“搬得
出、稳得住、逐步能致富”总目标，走出了一
条“帮基本、扶重点、重智力”的对口支援新
路，推动了涪陵、万州地区经济社会持续健
康发展。

办好事、解难题
基础设施不断完善

在三峡后续工作中，最首要也最为紧迫

的便是移民安置地配套基础设施建设问题。
以双溪移民小区为例，该小区于2010

年建成，共有居民12000余名，其中移民占
30%以上。此前，小区附近环境差，垃圾成
堆，社区便民服务中心功能设施也不完善，
无法满足群众需求。

2018年初，在浙江省帮助下，双溪移民
小区综合整治项目开始实施，其中包括双溪
社区便民服务中心建设、渗漏山坪塘整治、
双溪公园基础设施建设3个子项目。

今年2月，所有项目建设完工，小区实
现了大变样：崭新的社区便民服务中心落
成，渗漏的山坪塘摇身一变成了清澈的人工

湖，双溪公园里健身步道、凉亭、羽毛球场等
基础设施也配置完善，原来的露天垃圾场不
见了，环境越来越好。

“现在我们小区热闹得很，每天晚上都
有两三百人在小区的坝子里、公园里唱歌、
跳舞。”张强说，如今便民服务中心里还经常
开展厨师、月嫂等免费技能培训，帮助居民
解决就业问题。

27年来，浙江省始终围绕改善库区人民
生产生活条件这一最迫切、移民最关注的问
题，切实为移民办好事、解难题，先后共援助
财政资金 4.71 亿元（涪陵 3.39 亿元、万州
1.32 亿元），在当地建设了学校、幼儿园、卫
生院、福利院、移民小区、新农村、基础设施
等各类项目1186个（涪陵 888 个、万州 298
个），使库区群众生活质量得到很大提高，居
住品质显著提升。

提高办学品质
教育帮扶深入推进

百年大计，教育为本。
2004年5月，时任浙江省委书记习近平

同志率浙江省党政代表团来到涪陵，对口支
援1000万元建设移民学校，并亲自为浙涪
友谊学校奠基，后来还曾亲笔给该校学生回
信，勉励大家“牢记党和人民的嘱托，勤奋学
习，健康成长，努力成为合格的社会主义事
业接班人”。

如今，这些珍贵的影像、书信资料被收藏
在学校的感恩园里，新生入学时，老师便会告
诉大家，如今的校园是如何建成的。

2018年，浙江省委副书记、省长袁家军
到浙涪友谊学校考察，促成了杭州市安吉路
实验学校结对帮扶涪陵浙涪友谊学校，使学
校办学品质得到进一步提升。 （下转2版）

“我们永远不会忘记他们的深情厚谊！”
——浙江对口支援涪陵万州纪实

本报记者 栗园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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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CC”创意设计
全解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