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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 颜若雯）按照市人大常委会今年工作计
划，市人大常委会主任会议将听取市政府关于加强“两江四
岸”规划建设管理工作情况的报告。10月24日至25日，为配
合报告听取，市人大常委会对“两江四岸”规划建设管理工作
进行了调研。市人大常委会主任张轩参加调研。

由部分市人大常委会组成人员、市人大代表、城市规划设
计领域专家组成的调研组先后乘船了解我市“两江四岸”规划
建设管理工作整体情况，前往南岸区雅巴洞、渝中区珊瑚公
园、江北区江北嘴和塔子山示范段实地调研，并两次召开座谈
会，听取市级有关部门和渝中区、南岸区、江北区、沙坪坝区、
九龙坡区、巴南区关于相关工作情况的汇报。

座谈中，调研组成员围绕进一步挖掘“两江四岸”历史文
化底蕴、强化城市规划的引领作用和刚性约束、出台地方性法
规保护“两江四岸”独特风貌、打造更加便利的交通网络、优化
沿江建筑布局和建筑立面、强化市民亲水休闲公共空间等方
面，提出了意见建议。

张轩表示，按照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要求，重庆建设山
清水秀美丽之地，努力推动高质量发展、创造高品质生活，“两
江四岸”是其中重要载体和独特资源。市委、市政府高度重视

“两江四岸”治理提升，在“两江四岸”规划建设管理方面做了
大量工作，下了很大功夫。通过此次调研，对“两江四岸”的打
造充满信心。

张轩希望市政府及相关部门认真研究调研中提出的意见
建议，坚持规划引领、美观实用、体现自然、考虑长远、注重细
节原则，在精细化、具体化上下功夫，努力实现把“两江四岸”
打造成为山清水秀生态带、立体城市景观带、便捷共享游憩
带、人文荟萃风貌带的目标。

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沈金强参加调研。
（相关报道见7版）

市人大常委会调研
“两江四岸”规划建设管理工作

张轩参加

天下大治，古往今来无数治
国者孜孜以求的理想，也是中国
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矢志不渝
的追寻。

10月28日至31日，中国共
产党第十九届中央委员会第四
次全体会议将在京召开。研究
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
能力现代化若干重大问题，是会
议的鲜明主题。

蓄积七十年磅礴之力，奋进
新时代筑梦之途。

时代正见证，历史将铭记。
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
引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在推动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更加完
善、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迈
向现代化的进程中改革创新、开
拓前行，不断迈向“中国之治”更
高境界，必将实现党和国家事业
蓬勃发展、长治久安，为人类制
度文明作出新的中国贡献。

积厚以成势
——我们党领导人民不断

探索、不断实践，形成了具有强
大生命力和巨大优越性的制度
和治理体系，创造了世所罕见的
经济发展奇迹和政治稳定奇迹

金秋时节，北京展览馆人潮
涌动。

走进“伟大历程 辉煌成就
——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70周年大型成就展”，沿着波澜
壮阔的时光隧道，人们纵览新中
国70年来改天换地的巨变。

确立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坚
持和完善党的选举制度……一
块块展板、一件件展品，勾勒出
70年发展奇迹背后，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制度从初步确立到逐
步完善、从探索前进到更加成熟
更加定型的跃升曲线。

“中国改革开放以来作出许
多重大改革，使得中国飞速发
展，成长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
这充分证明了中国治理体制的高效和成功。”法国国际问题专
家、中欧论坛创始人戴维·戈塞感慨。

站立在中国广袤的土地上，吸吮着中华民族漫长奋斗积
累的文化养分，借鉴人类制度文明有益成果，我们党带领人民
不断探索、不断实践，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制度，不断完善国
家治理，取得历史性成就。

求索之路，始终高擎真理火炬、深植中国沃土——
2019年9月，北京，全国政协礼堂会徽高悬。
中央政协工作会议暨庆祝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成立

70周年大会在这里召开。90岁的田富达置身其间，纷飞的思
绪，不禁回到70年前。

那是1949年9月，中南海怀仁堂，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
议第一届全体会议上，各界贤达共商建国伟业。时年20岁的
田富达作为参会代表，怀着欣喜之情，讨论《中国人民政治协
商会议共同纲领》，憧憬伟大祖国的新生……

（下转7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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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10月27日电 近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
了《新时代公民道德建设实施纲要》，并发出通知，要求各地区
各部门结合实际认真贯彻落实。

《新时代公民道德建设实施纲要》全文如下。
中华文明源远流长，孕育了中华民族的宝贵精神品格，培

育了中国人民的崇高价值追求。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在革
命、建设和改革历史进程中，坚持马克思主义对人类美好社会
的理想，继承发扬中华传统美德，创造形成了引领中国社会发
展进步的社会主义道德体系。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需要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全面发展、人民物质生活和精神
生活水平全面提升。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加强公
民道德建设、提高全社会道德水平，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
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战略任务，是适应社会主要矛
盾变化、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向往的迫切需要，是促进社会全
面进步、人的全面发展的必然要求。

2001年，党中央颁布《公民道德建设实施纲要》，对在社
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加强公民道德建设提供了重要指导，
有力促进了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 （下转6版）

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

新时代公民道德建设实施纲要

新华社北京10月27日电 中共中央党
史和文献研究院编辑的习近平同志《论坚持
党对一切工作的领导》一书，已由中央文献
出版社出版，即日起在全国发行。

这部专题文集以2012年11月17日习近
平同志主持中共十八届中央政治局第一次集
体学习时的讲话为开卷篇，以2019年7月9日
习近平同志在中央和国家机关党的建设工作
会议上的讲话为收卷篇，收入习近平同志论述

坚持党对一切工作的领导的重要文稿70篇，
约14万字，其中部分文稿是第一次公开发表。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
的党中央，把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作为
做好党和国家各项工作的根本保证，充分发
挥党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领导核心作用，
推动党和国家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
史性变革，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
代。习近平同志围绕坚持党对一切工作领

导的重大意义、方向原则、体制机制、方式方
法等重大问题进行深刻阐述，极大深化了我
们党对共产党执政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
律、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认识，丰富发展了
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建设的理论。

坚持党对一切工作的领导，是习近平新
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
分，对于我们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
信”、做到“两个维护”，自觉在思想上政治上

行动上同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完善坚持党
的领导的体制机制，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
调，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协调推进

“四个全面”战略布局，提高党把方向、谋大
局、定政策、促改革的能力和定力，实现“两个
一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
中国梦，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指导意义。

（2版刊登《习近平同志〈论坚持党对一
切工作的领导〉主要篇目介绍》）

习近平同志《论坚持党对一切工作的领导》出版发行

距第二届城市花博会开幕

还有 4 天

这是一个智能化蓬勃发展的时代，以
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等为代表的现
代信息技术日新月异，对经济社会发展影
响深远，也深刻改变着人们的生产生活方
式。

在智能化的浪潮中，重庆顺应科技革命
和产业变革的大趋势，明确提出：集中力量
建设“智造重镇”和“智慧名城”，共创智能时

代，共享智能成果。
今日起，本报推出“智造重镇”“智慧名

城”专栏，全方位展示重庆在推进大数据智
能化过程中那一个个引人入胜的精彩故
事。敬请关注。

（4版刊登《长安的“智星引领者”之
梦》、5版刊登《想体验5G生活 去礼嘉智
慧公园》）

本报今起推出“智造重镇”“智慧名城”专栏

金秋山城
10 月 27 日，金秋时节，南岸区南滨

路，长江沿岸一处石壁上长满了爬山虎，
与城市建筑相映成景。

近年来，重庆独具特色的城市景观
不断提档升级，吸引了越来越多的游客
前来观光。

记者 龙帆 摄

察势者智，顺势者赢，驭势者独步天下。
当今世界，数字经济风起云涌，智能化

浪潮滚滚而来。谁能把握时势、抢占先机，
谁就能勇立潮头、赢得未来。

察势则明。传统的工业重镇装上“新引
擎”，新旧动能加速接续转换，两年来，重庆
乘风疾行，智能产业发展已经进入全国第一
方阵。

顺势而为，踏“云”再上。2019智博会
上，重庆进一步提出要集中力量打造“智造
重镇”和“智慧名城”。重庆未来发展的“路
线图”更加清晰可见。

驭势前行，未来已来。“智慧重庆”翻开
新篇章，踏上新征程。

察势 因时而谋
时者，势也。凡益之道，与时偕行。
继蒸汽机、电力技术、计算机及信息技

术之后，大数据智能化被视为“第四次技术
革命”。新一轮颠覆性、革命性的创新与变
革，以不可阻挡之势奔腾而来，推动着人类
社会发展迈向智能新纪元。

2018年8月23日，首届智博会在渝启
幕，习近平总书记发来贺信指出：我们正处

在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蓄势待发的
时期，以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为代表的
新一代信息技术日新月异。促进数字经济
和实体经济融合发展，加快新旧发展动能接
续转换，打造新产业新业态，是各国面临的
共同任务。

2019年8月26日，第二届智博会开幕，总
书记再次发来贺信强调：中国高度重视智能产
业发展，加快数字产业化、产业数字化，推动数
字经济和实体经济深度融合。中国愿同国际
社会一道，共创智能时代，共享智能成果。

……
这就是当今世界的“时”与“势”。总书

记的贺信，照亮了前进的道路。
重庆是西部大开发的重要战略支点，处

在“一带一路”和长江经济带的联结点上。
建设内陆开放高地、山清水秀美丽之地，推
动高质量发展、创造高品质生活，用好区位、
生态、产业、体制优势，充分发挥“三个作
用”——这是中央在新时代赋予重庆的重大
使命，交给重庆的战略任务。

洞察大变局，方成大格局。重庆因时而
谋、应势而动，以宏阔的视野、开放的胸襟，
大力推进以大数据智能化为引领的创新驱

动发展战略，把智能制造作为产业发展主攻
方向，把智慧城市作为应用服务主要抓手，
更好地为经济赋能、为生活添彩。

这是重庆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
重要讲话精神的扎实举措，这是用实干实绩
共创智能时代、共享智能成果的生动体现，
这是奋力实现“两地”“两高”美好愿景的有
力实践。

潮起海天阔，扬帆正当时。
这两年里，市委书记陈敏尔、市长唐良智

多次到区县、工厂、园区、部门调研，与大家探

讨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发展趋势，了
解重庆大数据智能化发展的进展情况。

这两年里，重庆市大数据发展局挂牌成
立，“云长制”全面推行，一系列智能化发展
实施方案陆续出台……

这两年里，智博会成功举办两届，并永
久落户重庆；越来越多“一带一路”沿线国家
和地区积极参与到重庆的智能化发展中；世
界知识产权组织发布的2019全球创新指数
报告显示，重庆进入全球创新集群百强……

时节如流，只争朝夕。
今天的重庆，蓄势待发。一幅以智能之光

为底色的发展蓝图，在巴渝大地上铺展开来。

顺势 中流击水
奋楫者进。
随着国际市场深度调整、中国经济发展

进入新常态，作为传统的工业重镇、制造业
大市，重庆产业结构性矛盾逐渐凸显。

（下转2版）

踏“ 云 ”奋 起 风 正 劲
——重庆建设“智造重镇”“智慧名城”纪实

本报记者 付爱农 侯金亮 夏元

本报讯 （记者 颜若雯 实习生 刘
思明）“两江四岸”是重庆城市发展的主轴，
也是彰显山水之城美丽之地独特魅力的宝
贵资源，其治理提升工作一直备受关注。近
日，市人大常委会开展了“两江四岸”规划建
设管理工作调研。

在调研中召开的座谈会上，由市规划自
然资源局编制的《“两江四岸”治理提升统筹
规划》（以下简称《统筹规划》）正式亮相，详
细介绍了“两江四岸”治理提升的目标和26
条规划指引。

规划范围

治理提升两岸岸线394公里

《统筹规划》将“两江四岸”规划范围划
定为：沿长江，上起九龙坡区西彭镇，下至江
北区五宝镇；沿嘉陵江，上起北碚城区，下至
渝中区朝天门，河道中心线长度约180公

里，两侧岸线共约394公里，其中近期治理
提升范围岸线总长度约109公里。

该范围现状特征为：长江、嘉陵江自西
向东，穿越整个主城核心区，交汇于渝中半
岛朝天门，两江岸线蜿蜒曲折，形成众多富
有特色的半岛、江心岛、湾、沱、滩等，是城市
生态走廊、景观风貌窗口。

两江水位周期变化，生态相对脆弱，受
三峡水库蓄水和洪汛双重影响，冬夏水位垂
直落差约17米。

“两江四岸”地区居住人口密集、开发强

度偏大。
“两江四岸”地区还是多元文化交融、人

文景观荟萃的区域。据统计，该地区共集聚
了345处文保单位、54处历史建筑、22个传
统风貌区、4个历史文化街区。

规划目标

建设国际一流滨江带

规划目标中提出：将“两江四岸”规划建
设成为与国家中心城市地位相适应的“山清

水秀生态带、便捷共享游憩带、人文荟萃风貌
带、立体城市景观带”，成为彰显山魂之雄、水
韵之灵、人文之美的国际一流滨江带，为重庆
市民和外地游客提供更美好的滨水生活体
验。

为实现规划目标，《统筹规划》以问题、
目标和实施为导向，结合资源禀赋及现状条
件，对“两江四岸”近远期治理提升工作提出
26条规划指引，包括滨江路外侧规划指引、
滨江路内侧规划指引、滨江路规划指引等3
个部分。 （下转7版）

山清水秀生态带 便捷共享游憩带 人文荟萃风貌带 立体城市景观带

重庆“两江四岸”26条规划指引亮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