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2 月 24 日，北碚区十里温泉城温
泉谷山城步道，市民正在休闲游玩。

该步道位于治理后的璧北河两岸。
经过多年治理，璧北河（北碚段）河流水
质已完全达标，碧波荡漾，河道沿线绿
草如茵。当地在河道两旁新建成慢行
步道，一期全长约 3000 米、宽 4 米，分为
人行步道和自行车道，是缙云山生态环
道的子系统，也是北碚区山城步道的重
要组成部分。

记者 万难 摄

十里温泉城
有了美丽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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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12月26日电 近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
院办公厅印发了《关于做好2020年元旦春节期间有关工作的
通知》。全文如下：

2020年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十三五”规划收官之
年，做好元旦春节期间各项工作十分重要。各地区各部门要
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党
的十九大和十九届二中、三中、四中全会精神，增强“四个意
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不忘初心、牢记使命，
坚定信心、锐意进取，统筹做好节日期间各项工作，确保全国
各族人民度过喜庆祥和的节日。经党中央、国务院同意，现将

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关心困难群众冷暖，扎牢民生保障“安全网”。各级党

委和政府要按照“小康路上一个都不能掉队”的要求，全面落
实社会保障政策，广泛开展走访慰问、帮扶救助等活动，将以
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的关心和温暖送到困难群众心坎
上。落实特困人员救助供养制度，加强对分散供养特困人员
的定期探访，加大临时救助工作力度，及时足额发放救助金。
及时启动社会救助和保障标准与物价上涨挂钩联动机制，确
保困难群众基本生活水平不因物价上涨而降低。

（下转4版）

中办国办印发《关于做好2020年
元旦春节期间有关工作的通知》

本报讯 （记者 杨骏 黄光红 实习
生 何春阳）重庆市政府办公厅近日正式印
发《关于加快建设国际消费中心城市的实施
意见》（下称《意见》）。《意见》提出，重庆将加
快建设国际购物名城、国际美食名城、国际
会展名城、国际文化名城、国际旅游名城，建
成具有全球影响力的国际消费中心城市。

在12月26日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市
商务委负责人介绍称，重庆建设国际消费中
心城市有4条原则——政府引导、市场运
作，创新驱动、融合发展，对标国际、特色发
展，品质提升、引领消费。按照这4条原则，
重庆将加快集聚国际消费资源，提升国际消
费服务，打造国际消费环境，激发国际消费
需求，不断增强消费对经济发展的基础性作
用，建设成为具有全球影响力的国际消费中
心城市。

按照《意见》要求，到2022年，我市总消
费年均增速高于地区生产总值增速，消费对
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超过55%，社会消费品
零售总额突破1.1万亿元，旅游外汇收入年
均增长10%以上；到2025年，消费对经济
增长的贡献率超过60%，社会消费品零售
总额突破1.3万亿元，旅游外汇收入年均增
长12%以上。

如何实现上述目标？《意见》明确，要实
施10大工程，分别是：国际消费集聚区打造
工程，国际消费品牌集聚工程，“渝货精品”
培育工程，特色服务消费提升工程，国际消
费融合创新工程，国际会展提升工程，国际
消费服务质量提升工程，国际消费环境优化
工程，国际交流合作深化工程，国际消费营
销推广工程。

“10大工程，包括30个方面的任务。”
市商务委负责人举例说，比如特色服务消费
提升工程，要求提升特色文旅、餐饮、体育、
康养等消费。该负责人还表示，根据《意见》
要求，市商务委将从消费供给优化、消费平
台优化、消费环境优化、消费支撑优化等四
个方面统筹推进相关工作。

（相关报道见5版）

重庆发布建设国际消费中心城市行动计划
加快建设国际购物名城、国际美食名城、国际会展名城、国际文化名城、国际旅游名城

本报讯 （记者 罗静雯）近日，市政府
党组召开扩大会议，贯彻落实全市经济工作
会议精神。市委副书记、市长唐良智主持会
议并讲话。

会议指出，全市经济工作会议认真贯
彻落实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精神，分析当
前经济形势，总结 2019 年经济工作，对
2020 年经济工作进行了安排部署。陈敏

尔书记在会上的讲话，明确提出了领会落
实中央关于经济工作部署的四点要求，充
分肯定了今年我市经济工作取得的成绩，
强调了明年必须抓好的六个方面重点工
作，政治站位高、形势把握准、工作落点
实，具有很强的针对性、指导性和可操作
性。我们要认真贯彻落实全市经济工作
会议精神，按照市委、市政府部署和陈敏

尔书记要求，坚定不移贯彻新发展理念，
推动高质量发展之路越走越宽广，确保全
面建成小康社会和“十三五”规划圆满收
官。

会议强调，要抓紧做好任务分工，准确
把握明年经济工作的目标要求，全面梳理全
市经济工作会议提出的工作任务，列出任务
清单、明确工作举措和完成时限、落实责任

单位，确保每项工作都有人抓、有人管，推动
经济社会发展再创新业绩、取得新成效。要
扎实推进重点工作，各级各部门要精准对接
中央各项部署，紧扣市委、市政府工作重点，
坚决打好三大攻坚战，深入实施“八项行动
计划”，全面做好“六稳”工作，着力深化改革
开放，抓好大数据智能化创新，加快构建现
代产业体系，推进城乡区域协调发展，加大
保障和改善民生力度，健全制度机制，提升
治理能力，确保重庆经济实现量的合理增长
和质的稳步提升。要转变作风狠抓落实，坚
持问题导向、目标导向、结果导向，力戒形式
主义、官僚主义，以过硬的作风、务实的举
措，推动中央决策部署和市委工作要求落地
见效。

市政府党组召开扩大会议

贯彻落实全市经济工作会议精神

□本报记者 颜安 通讯员 刘敏

“冬至过了，来吃刨猪汤的游客又多了起来，几乎每周都
有游客来。”12月24日早晨，南川区三泉镇窑湾村曾经的贫
困户黄忠贤一家，正在院里打扫卫生、推豆花、摘蔬菜，准备迎
接又一拨游客的到来。

在窑湾村，像黄忠贤一样通过乡村旅游过上好日子的村
民还有470人，约占全村人口的1/3，其中有18户建卡贫困
户。吃上了“旅游饭”后，今年全村人均收入同比增加30%。

“近年来，南川区认真贯彻‘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
念，念好‘山’字经、做活‘水’文章、打好‘生态’牌，着力构建以
田园观光为主线、养身休闲为基础、乡村旅游为核心、民俗文
化为特色的乡村旅游格局。”南川区文旅委有关负责人介绍，
通过积极探索“文旅+扶贫”发展模式，将产业项目优先往贫
困村布局，使越来越多的贫困户在家门口就能挣钱。

近3年来，南川区招商引资重大文化旅游综合体项目13
个，每年到位资金30多亿元，并保持20%以上投资增长率。全
区建成农家乐549家，建成或在建乡村精品民宿项目15个。

市级贫困村窑湾村正是得益于此。发展乡村旅游以前，
窑湾村交通不便，主导产业几乎为零，但这里的森林、高山、瀑
布资源丰富，非常适合发展乡村旅游。南川区决定在此发展
乡村旅游，几年下来，村里的基础设施不断完善，出村公路从
单向机耕路改造成双向沥青路，每家每户的便民路也修建了
起来。

村民黄忠贤借着三泉镇和窑湾村发展乡村旅游的契机，
通过扶贫小额贷款，在2017年建起了能容纳20多人住宿、70
多人就餐的农家乐。两年下来，稳扎稳打的黄忠贤不仅还上
了外债，顺利摘掉了贫困帽子，还成了全村响当当的富裕户。

“贫困村大多地处偏远、山高坡陡，但海拔较高、植被丰
富，发展乡村旅游具有得天独厚的优势。”该负责人介绍，40
个贫困村里，将乡村旅游作为扶贫主导产业的就有23个，已
培育乡村旅游经营主体549户，直接带动6752名贫困人口增
收。

今年1至11月，南川区乡村旅游人数达1638万人次，乡
村旅游收入38.3亿元，旅游人数和旅游收入持续保持20%以
上的高速增长。旅游产业的蓬勃发展，还带动了其他产业的
发展。目前，该区23个贫困村发展中药材2万亩、茶叶1.3万
亩，年产值达4700万元，3650户农户借此增收。

让贫困户在家门口就能挣钱
——南川“文旅+扶贫”带动

贫困群众增收本报讯 （记者 颜若雯）12月25日至
26日，市人大常委会领导带队，分片区召开座
谈会，听取区县人大常委会负责人、部分市人
大代表对市人大常委会工作报告的意见以及
对市人大常委会下一步工作的建议。市人大
常委会主任张轩主持召开主城片区座谈会。

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刘学普、张定宇、夏
祖相分赴江津区、垫江县、武隆区主持召开渝
西片区、渝东北片区、渝东南片区座谈会，秘
书长龙华参加主城片区座谈会。

会上，各区县人大常委会负责人、部分市人

大代表就市人大常委会工作报告的完善及进一
步强化对区县人大工作的指导、加强人大干部
培训、充分发挥代表之家的阵地作用、加强市
和区县人大工作联动等方面提出了意见建议。

张轩指出，做好新时代地方人大工作，必

须始终把政治建设放在首位，牢固树立“四个
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确
保人大工作正确政治方向。要深入学习贯彻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坚持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
制度的重要思想、对地方人大及其常委会工

作作出的重要指示要求和市委第五次人大工
作会议精神，着眼长远，综合思考，找准工作着
力点，发挥人大优势，认真谋划好明年工作。

张轩强调，要抓紧抓实做好市、区县两级
人代会各项筹备工作，充分利用召开人代会
的契机，凝聚全市人民的智慧和力量，把思想
和行动统一到中央和市委工作部署上来。市
人大常委会将认真研究、充分吸纳大家的意
见建议，进一步修改完善报告，不断提高市人
大常委会工作水平，为推动重庆高质量发展
贡献人大力量。

市人大常委会召开片区座谈会
听取对市人大常委会工作报告意见及下一步工作建议

本报讯 （记者 戴娟 实习生 徐闻
禧）12月25日到26日，市政协五届十次常
委会会议召开。市政协主席王炯出席会议
并讲话。

会议传达学习了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
精神、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精神、中央政协工
作会议精神和市委五届七次全会精神、全
市经济工作会议精神、市委新时代加强和
改进人民政协工作会议精神。会议还听取
了市级党群、法检系统和市政府关于市政
协五届二次会议以来提案办理情况的通

报，听取了市政协主席会议关于2019年工
作情况的报告以及市政协五届三次会议筹
备工作情况报告。会议还审议通过《政协
重庆市委员会提案工作条例（修订案）》和

有关人事事项。会议决定，市政协五届三
次会议于2020年 1月 10日至 14日召开，
会期四天半。

学习讨论中，大家认为，今年以来我国

发展成绩来之不易，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
的中共中央坚强领导的结果，充分体现了总
书记举旗定向的战略智慧、励精图治的使命
担当、驾驭全局的高超能力。一年来市委团
结带领全市上下深入学习贯彻总书记视察重
庆重要讲话精神，全面落实中央决策部署，坚
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聚焦高质量、供给
侧、智能化持续发力，三大攻坚战取得关键进
展，经济运行逐步向好，高质量发展态势更
加明显。

（下转4版）

市政协五届十次常委会会议召开
会议决定：市政协五届三次会议于2020年1月

10日至14日召开

本报讯 （记者 仇峥）重庆日报记者从12月26日举行
的重庆市工商业联合会（总商会）第五届执委会第四次会议获
悉，今年前三季度，全市民营经济实现增加值8293.96亿元，
同比增长7%，占全市经济的比重达51.6%。全市民营市场主
体总量257.37万户，其中民营企业78.49万户，较上年底增长
3.06%。

市工商业联合会表示，2019年全市民营企业家增强信心，
创新发展，保持了民营经济总体平稳、稳中向好。重庆民营经
济之所以在高质量发展中取得新成效，得力于四个方面——

精准服务企业。全市开展集中走访活动，共走访4万余
家规模以上民营企业，收集困难问题2.6万个，目前已解决1.7
万个。完善政银企对接机制，今年直接帮助企业融资19.72
亿元，为重庆民营企业100强授信1350亿元，破解企业融资
难、融资贵等核心难题。

创新驱动发展。在政府积极推动下，推进民营企业实施
“靶向”转型，一批传统制造业企业已向大数据智能化方面转
型发展。截至9月底，全市大数据企业达900余家，其中民营
企业占比80%以上；全市已培育入库民营科技企业14919
家，同比增长36.7%。

助推“走出去”。截至今年9月，全市民营企业进出口总
值为1313.6亿元，同比增长14.6%，占全市31.7%。59家民营
企业对26个国家和地区的61家境外企业进行非金融类直接
投资，累计投资2.8亿美元、占全市62.9%。新增对外投资备
案10.7亿美元、占全市86%。

强化人才建设。重庆大力开展“渝商名家”成长行动，实
施“重庆英才计划·创业领军人才”计划；与市人力社保局联合
举办2019年“百万英才兴重庆引才·民营企业引才服务月”活
动；推动两家民营企业获准建立重庆市院士专家工作站。

市工商业联合会表示，2020年将制定重庆市新时代民营
企业家培养计划，大力推动企业创新发展，引导民营企业聚焦
主业加快转型升级，引导中小民营企业走“专精特新”发展之
路；做好民营企业人才职称评定工作，为企业创新发展提供人
才保障；积极营造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营商环境。

今年前三季度重庆民营经济
实现增加值 8293.96 亿元
同比增长7%，占全市经济比重达5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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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费对经济增长的
贡献率

超过55%

突破1.1万亿元

年均增长10%以上

社会消费品
零售总额

旅游外汇
收入

超过60%

突破1.3万亿元

到2022年 到2025年

■国际消费集聚区打造工程

■国际消费品牌集聚工程

■“渝货精品”培育工程

■特色服务消费提升工程

■国际消费融合创新工程

■国际会展提升工程

■国际消费服务质量提升工程

■国际消费环境优化工程

■国际交流合作深化工程

■国际消费营销推广工程

主城部分轨道交通和公交线路
明年起双休及节假日等延时收班

山路为证

10大工程推动重庆建成国际消费中心城市

资料来源：《关于加快建设国际消费中心城市的实施意见》
制图/乔宇

年均增长12%以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