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时事要闻 4CHONGQING DAILY

2019年 11月 18日 星期一
责编 张信春 美编 丁龙

文体卫教中心：63907236 63907128 CQRBKJWT@163.COM 经济新闻中心：63907151 63907136 CQRBJJXW@126.COM 摄影部：63907227 63907202 CQRBSYB123@163.COM 区县农村版新闻中心：63907198 CQRBNCB@QQ.COM

新华社北京11月17日电 日前，中
央纪委国家监委机关会同教育部、住房城
乡建设部、交通运输部、市场监管总局、国
家医保局、国家能源局等部门公布在“不
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中专项整治
漠视侵害群众利益问题工作的第三批成
果。分别是：

持续开展整治食品安全问题联合行
动。严厉打击食品生产经营环节违法违
规行为，各地查处食品生产经营行政处罚
案件6.1万件，罚没款7.2亿元，责令停产
停业1282户次，取缔无证企业1578家，
从业资格限制97人，行政拘留236人。
解决学校及幼儿园食品安全主体责任不
落实和食品安全问题，41.7万所中小学校
和幼儿园落实学校相关负责人陪餐制，
39.8万所中小学校和幼儿园建立家长委
员会参与食堂安全监督机制，实现“明厨
亮灶”的学校增长6.7万家、达到34万家；
各地检查学校食堂、供餐单位及校园周边
食品经营者91.5 万户次，警告1.5 万户

次，立案查处4038起，取缔无证经营者
1113户，撤换食品原料供货商3650个。

整治住房租赁中介机构乱象，纠正和
查处发布虚假房源信息、违规收费、恶意克
扣押金租金、威胁恐吓承租人等问题，坚决
取缔一批“黑中介”。北京、上海、广州、成
都、西安等40个重点城市共排查住房租赁
中介机构2.94万家，查处违法违规住房租
赁中介机构2816家，通报曝光违法违规典
型案例1117起；全国共排查住房租赁中介
机构5.77万家，查处违法违规住房租赁中
介机构5617家，通报曝光违法违规典型案
例3442起。各地曝光的案件中，游离在监
管之外，采取威胁、恐吓等手段驱逐承租
人，恶意克扣押金租金的2021起；发布虚
假房源信息诱骗群众租房的469起。

严肃查处定点医疗机构和零售药店
骗取医疗保障基金问题。查处欺诈骗保
定点医疗机构9.16万家，追回医保基金
及违约金26.32亿元，处行政罚款1.94亿
元；查处欺诈骗保定点药店6.39万家，追

回医保基金及违约金2.14亿元，处行政
罚款0.05亿元。印发《欺诈骗取医疗保
障基金行为举报奖励暂行办法》，创新监
管方式，提升监管效能。

坚决纠正农村义务教育阶段学生营
养膳食补助、寄宿生生活补助方面的突出
问题。排查出农村义务教育阶段学生营
养膳食补助用于食堂运行和设备采购、拖
欠供餐单位货款等问题9个，涉及资金
1.34亿元，已整改7个，已拨付到位资金
1.09亿元，追回资金0.1亿元；排查出农
村义务教育阶段寄宿生生活补助拨付发
放不及时、虚报冒领、挤占挪用、资金管理
不规范等问题144个，已整改114个，涉
及资金 1.29 亿元，已补发资金 6803 万
元，追回资金143万元。

解决农村群众反映突出的频繁停电
和低电压等问题。治理线路通道隐患
424.7万处，加强线路巡视206.5万次，开
展带电检测202万次，综合治理低电压台
区5.1万个，28个省（区、市）配电线路故

障率同比下降 10%以上，受益群众
1966.4万户；督促电力企业出动抢修人
员17.2万人次、抢修车辆5.4万辆次，14
次成功应对因自然灾害影响造成的1108
万余户停电问题。

提高交通运输行政审批和政务服务
效率，严格规范执法。推行普通货物运输
车辆网上年审，截至10月底，全国31个
省份基本具备条件或者已经开展网上年
审业务，惠及770万普通货运车辆。纠治
在公路上擅自设置限高限宽设施、未经省
级人民政府批准擅自设置具有处罚功能
的检查卡点等问题，排查公路限高限宽设
施和检查卡点3.75万处，拆除限高架673
处、限宽墩350处，取缔检查卡点39处。

中央纪委国家监委机关将会同专项
整治各参与单位，聚焦群众反映强烈的突
出问题，逐一排查梳理，持续跟进工作，集
中攻坚克难，保持整治劲头不松、整改力
度不减，注重长效机制建设，推动专项整
治工作向纵深发展。

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公布

第三批专项整治漠视侵害群众利益问题工作成果

新华社北京11月17日电 2007
年 10月15日至21日，中国共产党
第十七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大会主
题是：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
帜，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
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
观，继续解放思想，坚持改革开放，推
动科学发展，促进社会和谐，为夺取
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新胜利而奋斗。
大会通过了胡锦涛代表第十六届中
央委员会所作的《高举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伟大旗帜，为夺取全面建设小康
社会新胜利而奋斗》的报告。

报告全面回顾了改革开放的伟
大历史进程，把新时期近30年来党
的理论创新和实践发展相结合的全

部伟大成果集中起来，把党经历的新
考验、获得的新经验、引发的新觉醒
集中起来，深刻揭示了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伟大旗帜的科学内涵。改革开
放以来我们取得一切成绩和进步的
根本原因，归结起来就是：开辟了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形成了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高举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最根本的就是
要坚持这条道路和这个理论体系。

中共十七大向党内外、国内外宣
示了在改革发展关键阶段我们党举
什么旗、走什么路、以什么样的精神
状态、朝着什么样的发展目标继续前
进等重大问题，勾画了我国未来改革
发展的宏伟蓝图，表明了我们党继续
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的
坚定决心和信心。

中国共产党十七大：

高举旗帜继续奋斗
新 中 国 峥 嵘 岁 月

新华社北京11月17日电 11月16日上
午，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中
美全面经济对话中方牵头人刘鹤应约与美国

贸易代表莱特希泽、财政部长姆努钦通话。
双方围绕第一阶段协议的各自核心关切进行
了建设性的讨论，并将继续保持密切交流。

中美经贸高级别磋商双方牵头人通话

渝中区是重庆“母城”，渝
中的老公园，几乎个个都有文
物保护单位，甚至有的公园本
身就是文物保护单位。这些
公园历史文化厚重，市民和游
客在其中既可感受老重庆的
慢生活，又可品味“母城”文
气。

在对公园改造提质过程
中，渝中区城管部门尤其注重
挖掘保护“母城”文化，提升城
市品质，正让一个个历史文化
内涵丰富的老公园“活起来”，
让“母城”文化亮起来。

枇杷山公园解放前为四
川省政府主席王陵基的私人
宅院，名为“王园”。解放后，
重庆市委曾临时在此办公。

通过提档升级，枇杷山公
园恢复了红星亭、红楼、亭廊
建筑风格的历史记忆，道路管
网下地使园区空中视角更加
清晰，新增庭园灯照亮了夜间
休闲之路，水循环设施点缀公
园功能靓点，园内植物配置更
趋合理，四季花香。国庆节
前，公园内经过修缮后的王陵
基公馆也揭开面纱正式对游
客开放。

人民公园是重庆第一座
市民公园，建园历史已有90
多年，整座公园是文保单位

“中央公园”旧址。乾隆年间，
“巴渝十二景”之首“金碧流
香”说的就是人民公园所在
地。从20世纪初到抗战结
束，重庆官方、民间文化活
动多在此举行；郭沫若、老
舍、曹禺等文化名人时常到
公园聚会，寻找创作灵感。

去年以来，人民公园完
成了首次全面提档升级，面积
从9000余平方米扩大到1.3
万平方米。如今，人民公园内

辛亥革命纪念碑、消防纪念
碑、九三学社成立纪念碑等已
进行重点保护，中山亭、丹凤
亭得以复建，也打造了具备小
型音乐会等集体活动的设施。

“人民公园、枇杷山公园、
鹅岭公园作为重庆建园较早
的城市公园，拥有深厚的历史
文化底蕴，承载着城市发展的
重要记忆。在公园改造提升
过程中，我们尤其注重保护
好、发掘好、传承好、利用好历
史文化资源，传承城市文脉、
提升公园品质。”渝中区城管
局相关负责人表示。

下一步，渝中区将着重突
出公园的公益性、历史性、人
文性，按照5A级旅游景区的
相关要求进行公园改造提升，
加大力度整治脏乱差，进一步
完善道路、停车、标识标志等
基础配套设施和休闲设施，精
心打造一砖一瓦、一草一木，
努力打造优质公共活动空间，
丰富提升市民休闲体验。

张锋 盛志信
图片由渝中区城市管理局提供

精心打造一砖一瓦、一草一木

渝中 提升公园品质 添彩美好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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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快建设国际化、绿

色化、智能化、人文化

现代城市，突出抓好

园林绿化品质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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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为市民美好生活

增色添彩。

近段时间，渝中区鹅岭公园内几乎
每天都是人潮涌动。原来，老重庆人最
有记忆的耍事之一，鹅岭公园菊展又回
来了！

从10月25日开始，鹅岭公园秋季
菊展正式开展，约100个品种的7万余
盆菊花，免费对市民开放。

据介绍，鹅岭公园菊展前后曾举办
过40多届，2004年后因故停办，今年恢
复举办。

本届菊展的主题是“菊海花山、文
化巴渝”。展览主要由包括山水之间存
古韵、精品菊花汇渝中、高山流水觅知
音、国粹变脸显神通4个主展区和东篱
秋韵、菊韵悠悠两个小展点，以及沿途
布置的若干个串联小节点组成。

同时，这次菊展还将菊花造型艺
术与巴渝传统文化相结合，打造出独
具风格的地域特色。比如，将菊花造
型做成的川江号子、川剧变脸等。园
内的土耳其公使馆旧址为此次精品菊
展的展馆所在地，摆放七彩绚菊、十六
头菊、独头菊等传统栽培技术的菊花
约80个品种。

此外，从串联公园周边景点考虑，

二厂文创园至公园沿途还摆放了若干
个串联小节点，有效延伸了公园菊展的
浓烈氛围。

“小时候就经常跟父母来鹅岭逛公
园、看菊展，来了几十年了。现在，这座
公园修得越来越好，里面的景点越来越
精致了。”来自九龙坡区，正在公园内游
玩的退休老人孙念红说。

如今的鹅岭公园，只是渝中区实施
公园提质工程的一个缩影。

近年来，渝中区城管部门按照品质
化、精细化、智慧化、规范化要求，在鹅
岭公园、枇杷山公园、人民公园、珊瑚公
园完善基础设施，加强园林绿化美化，
努力把一座座公园提升建成精品之作、
经典之作，不断增强人民群众的获得
感、幸福感。

值得一提的是，在实施公园品质提
升过程中，渝中区将上述4座公园归口
到鹅岭公园统一管理，整合优化了管理
资源，提高了管理效能和水平。

下足绣花功夫 打造园林精品

提升公园品质 延续城市文脉

鲜花扮靓珊瑚公园鲜花扮靓珊瑚公园

修葺一新的枇杷山公园红星亭修葺一新的枇杷山公园红星亭

鹅岭公园菊展游人如织鹅岭公园菊展游人如织

据新华社北京11月17日电 （记者 于
文静）农业农村部日前召开南方九省区市生
猪生产调度会，明确各地落实政策措施取得
了明显成效，要进一步压实责任，全力推动生
猪生产加快恢复。

这是记者17日从农业农村部了解到的
消息。在江西省南昌市召开的南方九省区
市生猪生产调度会上，江苏、浙江、安徽、江
西、湖南、广东、广西、重庆、四川等九省区市
和部分重点地市农业农村部门做了生猪生
产情况汇报，共同分析生产形势，研究措施。

会议指出，从调度情况看，各地认真贯彻
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落实有关政策措施，
取得了明显成效。下一步要针对产业发展、

政策落实中还存在的问题，针对西南地区小
散养殖户数量多、规模化率低以及中南地区
水网密集、环境容量小等客观实际，加大工作
力度，促进生猪生产形势持续好转。

会议强调，要明确生猪生产实行省负总
责，主要负责人是第一责任人，严格落实“菜篮
子”市长负责制。要落实好财政、金融等支持
生猪生产的政策措施，养猪大县要定期调度政
策落实情况，对禁养区超划等做法要及时整
改。持续强化非洲猪瘟各项防控措施，搞好技
术服务，推介“龙头企业带农户”“产业体系带
农户”等有效模式。加强对养殖、流通、屠宰等
各环节管理，统筹抓好禽肉和牛羊肉等替代品
生产，确保元旦、春节期间群众“菜篮子”供应。

农业农村部召开九省区市生猪生产调度会

要 求 全 力 推 动 生 产 恢 复

新华社香港11月17日电 国家主席习近平
近日就当前香港局势表明中国政府严正立
场。香港社会各界17日表示，以习近平主席的
讲话为指引，香港社会必须团结一心反对暴
力，才能更好地维护社会繁荣与民众福祉。

全国政协常委、香港福建社团联会荣誉主席
吴良好表示，习近平主席的讲话表明中央是香
港的强大后盾，中央绝不会坐视香港一直乱下
去。中央的全力支持将大大增强香港社会对于
止暴制乱的信心。相信香港各界未来会更加积极
作为，坚决止暴制乱、恢复秩序，共同保卫家园。

港区全国政协委员、香港岛各界联合会常
务副理事长叶建明指出，习近平主席的讲话向
全世界有力地指出了事实真相，戳穿了反中乱
港势力炮制的谣言。希望香港各界都能认真
思考，目前暴徒已经进入疯狂状态，丧失了基
本的道德底线，如果再不能止暴制乱，香港很
难避免出现更大的惨剧。

港区全国人大代表、香港立法会议员马逢
国说，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坚定支持香港司法
机构依法惩治暴力犯罪分子”十分重要，止暴
制乱必须得到司法机构的配合，即使警察捉住
暴徒，但如果法官不能依法做出有阻吓力的判
决，就很难实现止暴制乱。

港区全国人大代表、特区行政会议成员叶
国谦说，习近平主席的讲话对特区政府止暴制
乱提出了明确要求，特区政府应当以此为指
引，检视一切合法手段惩治暴力。广大市民也
不能袖手旁观，应当全力支持特区政府，齐心
协力维护香港繁荣稳定。

港区全国政协委员、香港新活力青年智库
总监杨志红指出，广大香港市民听了习主席的
讲话后，更有勇气和信心反对一切暴力破坏行
为。最近几天，有更多市民出来清理暴徒设置
的路障，相信未来会有更多市民以实际行动反
对暴力，让社会秩序早日恢复。

港区全国政协委员、香港妇联主席叶顺兴
说，习近平主席的讲话清晰表明止暴制乱绝不
是某个部门的任务，而应该是多部门共同的责
任。今后，多个部门之间要更密切地配合，合
力完成止暴制乱。

香港内地经贸协会会长黄炳逢强调，习主
席的讲话清晰地表明中国坚定不移维护香港
繁荣稳定与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反对任
何外国势力干预香港。以习主席的讲话为指
引，特区行政长官必须更积极地动员各种力
量，带领广大民众全力止暴制乱、恢复社会安宁。

香港华大证券首席宏观经济学家杨玉川
表示，习近平主席的讲话十分重要。他说，如
果尽快止暴制乱，将大大提振投资者的信心，
进而避免香港经济陷入更深的泥潭。

香港资深金融专家温天纳表示，在目前全
球金融动荡的大环境下，香港如能尽快落实
习主席的要求，实现止暴制乱，将有利于维护
好自身的国际金融中心地位。内地是香港发
展的强大依靠，香港各界要团结自救，这样才
能让香港拥有更加美好的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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