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狠抓产城融合
经济社会发展不断加速

没有规矩，不成方圆。城市提质
中，渝北区坚持规划先行，加快完成
2035年国土空间规划大纲，空间和功能
不断提升。

城市没有产业支撑，再漂亮也是
“空城”；产业没有城市依托，再高端也
只能“空转”。

渝北进一步抓好产业转型发展，坚
持改造提升传统产业和培育壮大新兴
战略产业“两条腿”走路，构建临空现代
产业体系。

利用每年2亿元区级技改扶持资
金，渝北积极培育“两化”融合试点企
业，传统产业发展效益不断提升。同
时，着力打造智能终端、软件和信息服
务等5个千亿级产业集群，新引进产业
项目103个。以大数据智能化为引领，
用好“智博会”资源，加快创新生态圈建
设，大力发展数字经济。

传统和新兴产业齐头并进，助力渝北
产业结构不断优化，新旧动能接续转换，
三产占比突破50%、战略性新兴制造业
产值增长17%、数字经济总量增长20%。

产业勃兴的大背景下，渝北依托机
场枢纽功能，加快构建空铁公水多式联
运体系。全区高标准打造航空物流园，
两江国际商务中心建设快速推进，加快
现代消费走廊建设，启动实施临空经济
示范区核心区土地征收，推动自贸试验
区渝北板块先行先试。

夯实城市基础
建设管理水平持续提升

城市基础设施建设和环境改造，是
加快城市发展速度，提高城市发展质量
的重要基石。

今年以来，渝北区加快推进全区基
础设施建设。扎实开展市级在区重点
项目交地工作，椿萱大道、甘悦大道、9
号线等4条轨道项目顺利推进，仙桃数
据谷北立交开工建设，新南立交建成投
用。铁路枢纽东环线龙盛站完成建设，
三环高速、渝长高速扩能、南两高速等
项目提速推进。

同时，区内自主实施的悦港大道等
13条主干道、学成北路、横一路、东湖大
道等84条次（支）道路、工职院以北片
区基础设施PPP项目等4个片区道路提
速建设，秋成大道渝北段、观月路大桥
东连接段、环湖雅居片区道路等基础设
施项目全面完工，打通旗山路北段、松
鹤路等城市断头路8条，空港新城新建
体育场馆地下停车库等4个项目已完

工，建成投用兰桂大道步道、萱华路步
道等3条人行步道。兰馨大道人行地通
道、盛景天下人行天桥开工建设，新南
路卜蜂莲花地通道即将完工。

城市提升在“建”，也在“管”。渝北
不断强化城市精细化管理，依托数字城
管智慧平台，加快数据“聚通用”，推进

“大城智管”，让城市管理“耳聪目明”。
创新“网格化治理”，推动172栋老旧单
体楼实施街区制管理。扎实开展“马路
办公”，推进“大城众管”“大城细管”，提
升城市管理科学化、精细化水平，城市管
理公众满意度持续位居主城第一。

此外，渝北还创新城市运营管理模
式，探索城市基础设施及公共服务PPP
模式，整合打包推进空港新城建设，提
升项目建设管理效率。

立足新老城区
城市人居环境不断改善

位于渝北新城区空港新城兰桂大
道与秋成大道交叉口附近，一组崭新的
公共建筑格外惹眼。今年7月，渝北区

全民健身中心正式投用以来，这里正迅
速成为市民健身休闲“打卡”的又一重
要地标。

全民健身中心的投用，是渝北区彰
显为民本色，完善公共服务体系，不断
提升城市生活品质的重要体现。

渝北地处主城核心，老旧城区改造
是提升城市品质的重点难点。针对老
旧城区，渝北着力突出“补短提质”。完
成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签约508户、面
积约42万平方米，完成棚户区改造367
户，拆除房屋面积约22万平方米。双龙
湖民兴路片区二期、仙桃睦邻路片区二
期和三期等 6 个项目签约率达到
100%，老旧小区改造提升逐步推进。
选择双龙湖街道飞湖雅苑和瑞雪花园
两个老旧小区作为改造提升试点，改造
提升老旧小区面积约4.82万平方米。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渝北加
快实施“增绿添园”行动，扎实开展道路
增绿、空地覆绿、公园造绿、山林育绿，
大力实施十万亩生态林、十万亩经果林

“双十万”工程，开工建设了一批城市公
园游园。落实“林长制”，拆除“四山”地
区违法建筑6万余平方米。城市建成区
绿化覆盖率保持45%以上，人均公园绿
地面积达到18平方米，全区森林覆盖率
达到40.5%。

一手添绿，一手治污。渝北全面启
动了6个清水绿岸项目，在全市率先采
用水下生态自净系统完成碧津湖等4
个城区湖库立体生态修复。投资32亿
元启动推进城区雨污分流改造，建立
全城区地下管网三维数据库，同步推
进厂网建设，城市污水处理标准提升
到 一 级 A 标、集 中 处 理 率 提 高 到
96%。深入实施环保五大行动，全力打
好污染防治攻坚战，在成功创建市级
生态文明建设示范区的基础上，成功
创建国家级示范区，群众对生态环境
的满意度达到91.6%。

贺娜 彭光灿 童舟
图片除署名外由渝北区住房城乡建委提供

渝北 城市提质彰显为民本色
城市品质的高低，关系着群众的幸福感、获得感、安全

感，直接反映一座城市规划、建设、管理全过程的水平。
作为重庆主城重要的组成部分，渝北区从去年以来深

入实施以国际临空大都市建设为统揽的城市提升行动计

划，围绕“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加快建设国家临空经济示范
区”的奋斗目标，加快打造“宜居宜业、精致精美、低碳人文”
的国际临空大都市，城市提升行动初见成效，为民本色充分
彰显。

按照《渝北区深入实施以
国际临空大都市建设为统揽的
城市提升行动计划》，2018年-
2022年，渝北计划共推动实施
491个项目，总投资约1052.11
亿元。

全区今年重点项目按基础
设施、社会民生、产业发展、城
市综合体四类推进实施，共168
个，其中续建88个、新建49个、
前期 31 个，年度计划投资
356.23亿元。今年1-11月，项
目总体推进顺利，已累计完成
投资约284.98亿元，约占年度
计划的80%。

按建设性质分
新建项目49个。其中西部

建材家居小镇、厦门航空西部
基地、横二路、市政设计院、圆
通速递西部地区总部基地及航
空货运枢纽等22个项目实现开
工。

续建项目88个。其中区人
民医院三甲医院建设项目、航
空金融总部基地等15个项目年
度计划投资完成率超过 80%，
玉峰山小学、数据谷八中等项
目已完工，渝航大道绿化亮化

工程等15个项目推进较快，已
提前完成年度投资计划。

前期项目31个。其中9个
社会及市级平台投资项目、20
个区级部门及单位投资项目正
在按计划加紧开展方案设计、
初设、规划调整等前期工作。

按项目类型分
42个基础设施类项目完成

投资83.1亿元。其中城市轨道
交通、铁路枢纽东环线、三环高
速、甘悦大道渝北段、椿萱大道
等市级重点项目推进顺利。

78个社会民生类项目完成
投资78.2亿元。其中肖家河污
水处理厂（二期）扩建工程等建
成投用，环湖雅居道路工程基
本建成，区中医院等项目提前
完成年度投资计划。

19 个产业发展类项目完
成投资 24 亿元。其中仙桃数
据谷（二期、三期）、快件集散
中心（一期）等项目正在有序
推进。

29个城市综合体项目完成
投资 85.83 亿元。其中龙脊时
代广场已完工，龙湖天街等综
合体快速推进。

建设项目提速推进
城市品质稳步提升

链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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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民健身中心 摄/尹宏伟
崛起的数据谷 摄/李显彦

新华社北京12月10日电 外交部
发言人华春莹10日宣布：国务院总理
李克强将于24日在四川成都主持召开
第八次中日韩领导人会议，韩国总统文
在寅、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将出席会议。

华春莹表示，今年适逢中日韩合作
20周年，三国合作取得丰硕成果。此
次会议将着眼未来十年，推动三国提升
合作水平，促进地区和世界的和平稳定
与发展繁荣。

第八次中日韩领导人会议将在成都举行

新华社香港12月10日电 据香港
特区政府新闻处10日消息，特区行政
长官林郑月娥将于12月14至17日到
北京述职。

在北京期间，林郑月娥将向国家领

导人汇报香港经济、社会和政治方面的
最新情况。

在林郑月娥离港期间，由特区政
府政务司司长张建宗署理行政长官职
务。

香港特区行政长官将前往北京述职

视觉中国网站、IC photo网站暂停服务全面整改

➡针对视觉中国网站（域名vcg.com）和IC photo网站（域名dfic.cn）违规从事
互联网新闻信息服务、违规与境外企业开展涉及互联网新闻信息服务业务的合作
等问题，国家网信办10日指导有关地方网信办约谈两家网站负责人，责令其停止
违法违规行为。两家网站即日起暂停服务全面整改。

（据新华社北京12月10日电）

新华社北京 12 月 10 日电 （记
者 温馨）针对美方称中国政府给新疆
维吾尔族人带去痛苦，外交部发言人华
春莹10日表示，维吾尔族是中国56个
民族大家庭的一员，充分享受着中国宪
法赋予的各项权利和自由，中国同世界
上的广大穆斯林国家也拥有友好紧密
的关系。“对于这些，美方羡慕是可以理
解的，但是如果美方造谣、抹黑、污蔑，
这是不能接受的。”

当日例行记者会上，有记者问：7
日，美军印太司令部司令戴维森就南
海、知识产权、5G网络等议题发表攻击
中国的言论，称这些领域存在“中国威
胁”。戴维森还称，中国政府给新疆维
吾尔族人带去了痛苦。10日，美国驻
华大使也发声明呼吁中国改善新疆少
数民族人权状况。你对此有何回应？

“美方有关人士的言论，再次提醒
我们这样一个事实：美国不仅是当今世
界的超级大国，还是超级谎言制造者和
散播者。”华春莹说。

她说，美方一些人对中国新疆维吾
尔族表现出了异乎寻常的关心，但他们
似乎忘记了，美国是这个世界上唯一针
对穆斯林群体颁布“禁穆令”的国家；近
年来美国以反恐为由，在伊拉克、叙利
亚、利比亚、阿富汗等国挑起战乱，造成
数以百万计无辜民众伤亡，而这些遭殃

的国家无一例外都是穆斯林国家。
华春莹说，根据美方自己的调查结

果，75%的美国成年穆斯林表示美国社
会存在大量对穆斯林的歧视，69%的普
通公众也持相同观点。50%的美国穆
斯林认为，近年来在美国做一名穆斯林
变得更加困难。穆斯林一直都是美国
最受歧视的群体。根据美国伊斯兰关
系委员会 2018 年 4 月发布的报告，
2016年以来，美国反穆斯林团体的数
量激增2倍。2017年美国反穆斯林事
件中，三分之一以上受联邦政府机构煽
动。2018年美国中期选举中，超过三
分之一的候选人声称穆斯林天生暴力
或构成迫在眉睫的威胁，将近三分之一
的候选人呼吁剥夺穆斯林的基本权利
或宣称伊斯兰教不是宗教。由此可见，
国际社会有充分理由对美国的穆斯林
政策，包括美国国内的穆斯林人权状况
感到强烈关切和担忧。

“维吾尔族是中国56个民族大家庭
的一员，维吾尔族人民和中国其他55个
民族人民就像石榴籽一样紧紧地团结在
一起，过着越来越好的生活，充分享受
着中国宪法赋予的各项权利和自由。
中国同世界上的广大穆斯林国家也拥
有友好紧密的关系。对于这些，美方羡
慕是可以理解的，但是如果美方造谣、抹
黑、污蔑，这是不能接受的。”华春莹说。

外交部回应美方涉疆言论：

羡慕可以 抹黑不接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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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 中 国 峥 嵘 岁 月
新华社北京 12 月 10 日电 （齐

声）2015年11月24日，中央军委改革工
作会议在北京举行。中共中央总书记、
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在会上
发表重要讲话强调，要深入贯彻党在新
形势下的强军目标，全面实施改革强军
战略，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强军之路。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鲜
明提出党的新形势下的强军目标，就是
建设一支听党指挥、能打胜仗、作风优
良的人民军队，并紧紧围绕这一目标谋
划国防和军队改革。

2013年11月，党的十八届三中全
会对全面深化改革作出整体部署，将国
防和军队改革纳入国家全面深化改革的
总体布局，上升为党的意志和国家行为。

2014年3月，习近平总书记主持
召开军委改革领导小组第一次全体会

议，审议通过了改革重要举措分工方案
和改革工作路线图。深化国防和军队
改革的指挥部正式成立，改革工作进入
实质性推进阶段。

中央军委改革工作会议发出深化
国防和军队改革的动员令。会后，中央
军委印发《关于深化国防和军队改革的
意见》。随着中央军委改革工作会议的
召开，一场具有划时代意义的整体性、
革命性变革正式启动。

此后，按照军委管总、战区主战、军
种主建的总原则推进领导指挥体制改
革，实现军队组织架构历史性变革；推
进规模结构和力量编成改革，构建起中
国特色现代军事力量体系；对军事政策
制度进行系统、深入改革，建立健全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军事政策制度体系。

“三大战役”梯次接续、前后衔接、压茬
推进，军队改革向全面胜利的目标迈出
决定性步伐。

走中国特色强军之路

快读

综合新华社北京 12 月 10 日电
（记者 陈炜伟 安蓓 陈爱平）国家
统计局10日发布数据，11月份，全国
居民消费价格同比上涨4.5%，涨幅比
上月扩大0.7个百分点。其中，食品价
格同比上涨 19.1%，影响CPI 上涨约
3.72个百分点；非食品价格上涨1%。

数据显示，食品中，鲜果价格同比
下降6.8%，降幅比上月扩大6.5个百分
点；水产品价格同比上涨2.4%，涨幅比
上月回落0.3个百分点；鲜菜价格由上
月下降转为上涨3.9%；猪肉价格同比
上涨110.2%，牛肉、羊肉、鸡肉、鸭肉和
鸡蛋价格涨幅在 11.8%至 25.7%之
间。非食品中，医疗保健、教育文化和
娱乐、衣着价格同比分别上涨 2%、
1.7%和 1.1%。交通和通信价格下降
2.8%；其中，汽油和柴油价格分别下降
10.8%和11.3%。

从环比看，11月份CPI上涨0.4%，
涨幅比上月回落0.5个百分点。其中，
猪肉价格环比上涨 3.8%，涨幅回落
16.3个百分点。

当天发布的数据还显示，11月份
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同比下降1.4%，
降幅比上月收窄0.2个百分点。

“11月份，国内物价运行总体稳
定，但猪肉等价格上涨的结构性矛盾仍
比较突出。”中国宏观经济研究院市场
与价格研究所研究员郭丽岩测算，11
月猪肉价格上涨对CPI涨幅的贡献近
六成。

近期，农业农村部、商务部等的监
测显示，11月份猪肉价格按周逐步回

落。为何价格回落了，同比涨幅仍然较
大？

郭丽岩分析，11月份，猪肉价格
（36个大中城市精瘦肉平均价格）从月
初每斤超过34元逐步回落到月底的
31元以下，这是时点价格变化，但全月
平均价格较10月份平均价格仍明显上
涨。同时，由于去年同期基数较低，今
年11月份猪肉价格同比涨幅仍超过
110%。

从非食品来看，医疗保健、教育文
化和娱乐、衣着价格同比分别上涨
2%、1.7%和1.1%，交通和通信价格下
降2.8%。上海财经大学高等研究院院
长田国强分析，医疗保健、教育文化和

娱乐等价格上涨，折射居民消费升级势
头，非食品价格稳中略涨将是一个长期
趋势。

专家分析，1至11月，剔除食品和
能源的核心CPI只有1.7%，这也显示
当前总体通货膨胀压力实际上并不大。

未来CPI走势如何？交通银行金
融研究中心首席研究员唐建伟认为，总
体上看，非食品价格上涨动力不足，核
心CPI仍将在相对较低水平。预计近
期CPI仍将处于高位，随着猪肉价格走
稳后回落，2020年一季度之后CPI可
能明显回落。

郭丽岩分析，从今年全年看，我国
物价平稳运行基础较为稳固，预计全年
CPI涨幅能够保持在3%左右的年度预
期调控目标范围之内。明年物价形势
预计呈前高后低走势，总体有望保持平
稳运行，不存在物价全面上涨的基础。

11月CPI同比上涨4.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