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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 1 月 6 日电 （记者 孙
奕）国家主席习近平6日在人民大会堂同
基里巴斯总统马茂会谈。

习近平指出，新年伊始，世界上好消息
坏消息交织，不稳定不确定因素增多。总
统先生访华正值北京迎来新年第一场雪。
中国有句话，瑞雪兆丰年。我们有信心，
2020年中国的发展会更好。

习近平强调，去年9月，中国同基里巴
斯在一个中国原则基础上恢复外交关系，
掀开了两国关系发展新篇章。总统先生和
基里巴斯政府站在了历史的正确一边，充
分体现了战略眼光和政治魄力，中方对此
高度赞赏。复交以来，双方各领域、各层级
交流合作蓬勃开展，取得不少早期收获。
事实证明，中基复交符合两国人民共同利
益，两国关系发展前景广阔。总统先生这
次来访是中基关系发展的重要里程碑。我
们愿同基方一道努力，推动两国关系迈上
新台阶，结出更多硕果。

习近平强调，双方要深化政治互信。
中方一贯坚持大小国家一律平等，各国应
该相互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平等相待。
中国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不搞“国强必
霸”，不干涉别国内政，同时也不允许别国
干涉中国内政。中方尊重基方自主选择
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愿同基方加强
高层和各级别交往，分享治国理政经验。
此次两国签署了共建“一带一路”谅解备
忘录等文件，要将共建“一带一路”倡议同

“基里巴斯20年发展规划”相对接，拓展
务实合作。中方愿鼓励更多中国企业赴
基里巴斯投资兴业。中方已经批准基里
巴斯为中国公民组团出境旅游目的地国，
双方可加强人文交流和地方合作。中方
愿同基方在联合国、太平洋岛国论坛等多
边机制内加强沟通合作，继续在南南合作
框架内为基方应对气候变化提供支持帮
助，维护发展中国家共同利益。

马茂表示，基方排除干扰，作出了同中
华人民共和国复交的重大决定，这是基于
对中国的信任和信心。基中复交时间不
长，但双边合作已经取得显著成果。我重
申，基方将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尊重中
国的主权和领土完整，支持中国“一国两
制”方针，支持中国实现统一大业。基方感
谢中方给予的宝贵支持，期待同中方加强
经贸、投资、旅游、渔业、教育、卫生、基础设
施等领域合作。基方高度赞赏中国为维护
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发挥的重要作用，
感谢中国积极致力于加强南南合作，帮助基
里巴斯等中小发展中国家加快发展，共同应
对气候变化等挑战。基方愿同中方一道，推
动基中关系不断发展，造福两国人民。

会谈后，两国元首共同见证了两国政
府共同推进“一带一路”建设等多项双边合
作文件的签署。

会谈前，习近平在人民大会堂北大厅
为马茂举行欢迎仪式。彭丽媛、杨洁篪、吉
炳轩、王毅、何立峰、刘新成等参加。

新华社北京1月6日电 （记者 孙奕）国家主席习近平6日在人民
大会堂会见老挝总理通伦。

习近平请通伦转达对本扬总书记、国家主席的新年祝福。习近平指
出，中老是好邻居、好朋友、好同志、好伙伴，更是命运共同体。共产党领
导和社会主义制度是我们的政治本色，双方要同舟共济、携手并肩，保持
密切高层交往传统，加强治国理政交流，共同提高执政水平和治理能力，
维护各自政治安全，维护两国及广大发展中国家共同利益。

（下转2版）

习
近
平
分
晤
基
里
巴
斯
总
统
马
茂
和
老
挝
总
理
通
伦

二○
二○
年
中
国
的
发
展
会
更
好

本报讯 （记者 罗静雯）1月6日，
市长、市优化营商环境工作领导小组组长
唐良智主持召开市优化营商环境工作领
导小组第一次全体会议。他强调，要深入
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优化营商环境的
重要指示要求和视察重庆重要讲话精神，
认真落实《优化营商环境条例》，按照全市
经济工作会议部署和陈敏尔书记要求，对
标国际先进，完善政策措施，加快建设市

场化、法治化、国际化营商环境。
市领导吴存荣、陆克华、李波、熊雪、

杨临萍等出席会议。
唐良智说，好的营商环境就是生产

力、竞争力，营商环境只有更好、没有最
好。对标国际先进优化营商环境，是倒
逼改革、顺推开放的重要契机。近年来，
我市全面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
深入推进“放管服”改革，持续优化营商

环境，取得积极成效，但与国际国内先进
相比仍有较大差距。全市各级各部门要
进一步深化认识、凝聚共识，把优化营商
环境作为重大发展机遇，切实增强使命
感紧迫感，围绕营商环境进入全国先进
行列目标，对标国际一流标准，推广国内
最佳实践，以刀刃向内、自我革命的决心
和魄力，推动我市营商环境来一次大提
升。

唐良智强调，要对照国际国内先进标
准，坚持问题导向、目标导向、结果导向，
持续完善政策措施，及时修订有关法规规
章，适时启动实施减免涉企费用，增强政
策措施的精准性有效性。要围绕企业高
效办事的目标，抓住办事系统和流程重构
这个关键，提速线上“一网通办”、线下“一
窗综办”，加强部门后台工作融合，进一步
简化优化政务服务流程，最大限度压减办
事环节、材料、时间、费用，提高企业满意
度。要全方位宣传解读政策措施，注重发
挥中介机构和行业协会作用，增强市场主
体对优化营商环境相关政策的知晓度、认
同度和获得感。要强化责任担当，加强统
筹联动，抓好督查督办，增强改革的协同
性时效性，推动各项任务清单化、项目化、
政策化落地落实，促进我市营商环境制度
完善、体系优化、能力提升。

市有关部门、单位、企业负责人参加。

唐良智在市优化营商环境工作领导小组第一次全体会议上强调

对标国际先进 完善政策措施
加快建设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营商环境

本报讯 （记者 杨帆 张珺）1月6
日，市委常委会召开扩大会议，传达学习
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财经委员会第六次
会议上的重要讲话精神，研究我市贯彻落
实意见。会议还传达贯彻全国宣传部长
会议等会议精神，听取全市高层建筑消防
安全、“米袋子”“菜篮子”工作、2019年重
点民生实事推进情况及2020年工作计划
情况汇报。

市委书记陈敏尔主持会议并讲话。
市委副书记、市长唐良智，市人大常委会
主任张轩，市政协主席王炯，市委常委，市
人大常委会、市政府、市政协、市高法院、
市检察院、重庆大学负责同志参加。

会议指出，推动成渝地区双城经济
圈建设，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
央作出的重大战略部署，有利于在西部
形成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增长极，打造内
陆开放战略高地，充分体现了对优化区
域经济布局的高度重视，对新时代西部
大开发形成新格局的大力支持，对重庆
发展的亲切关怀，是赋予重庆的重大责
任和重要使命，是重庆改革开放和高质
量发展的重大机遇。我们要提高政治站

位，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
话精神，深刻认识推动成渝地区双城经
济圈建设的战略意义，把思想和行动统
一到党中央部署要求上来，牢固树立一
体化发展理念，只争朝夕、不负韶华，唱
好“双城记”、建好“经济圈”，为全国发展
大局作出新贡献。

会议强调，建设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
的重大部署，战略站位高，功能定位准，特
色十分鲜明。要深刻理解战略内涵，尊重
客观规律，发挥比较优势，强化重庆和成
都的中心城市带动作用，促进产业、人口
及各类生产要素合理流动和高效集聚，
助推高质量发展。要深刻领会目标定
位，加快建设具有全国影响力的重要经
济中心、科技创新中心、改革开放新高
地、高品质生活宜居地，努力在西部形成
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增长极。要深入把握
战略重点，加强交通基础设施建设，提高
互联互通水平；加快现代产业体系建设，
推动产业结构迈向中高端水平；增强协
同创新发展能力，加快建设科技创新中
心；优化国土空间布局，深入推动“一区
两群”协调发展；加强生态环境保护，共

同筑牢长江上游重要生态屏障；推进体
制创新，努力在创新区域合作、高质量发
展体制机制等方面走在前列；强化公共
服务共建共享，提高基本公共服务均等
化、协同化水平。要切实抓好贯彻落实，
深化学习宣传、沟通衔接和工作推进，举
全市之力推动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
设。

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
书记关于宣传思想工作的重要论述，高质
量做好我市宣传思想工作。要坚持不懈
推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
想学习宣传贯彻，注重创新方式、联系实
际，不断提高学习宣传的针对性实效性。
要积极营造决胜全面小康、决战脱贫攻坚
的浓厚氛围，激发全市各族人民昂扬斗
志。要着力培养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
代新人，提高全体人民思想觉悟、道德水
准、文明素养。要加强宣传思想战线党的
领导和党的建设，牢牢掌握意识形态工作
领导权。

会议指出，要时刻绷紧安全生产这根
弦，把安全工作落实到城市建设发展的各
领域各方面，把高层建筑消防安全作为重

中之重，扎实做好各项安全工作。要统筹
规与建，把消防安全要求不折不扣落实到
规划、设计、管理各环节。要统筹防与救，
在“物防”“技防”“人防”上下功夫，增强救
援能力，严格执法管理，确保消防通道畅
通。要统筹治与管，全面排查整治各类消
防安全隐患，全面落实安全生产责任制，
强化应急值守，坚决防范重特大安全生产
事故。

会议强调，抓好“米袋子”“菜篮子”工
作事关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事关百姓日常
生活，事关社会和谐稳定。要紧盯从“农
田”到“餐桌”各环节，生产环节要稳保供，
储备环节要抓安全，流通环节要畅通达，
消费环节要重监管。要处理好政府与市
场、农业生产与生态环保、农业供给侧结
构性改革与稳定粮食生产、打赢脱贫攻坚
战与抓“米袋子”“菜篮子”的关系，推动粮
食安全和“菜篮子”任务落地。民生工作
承载着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要
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对接需求、精准施策，
尽力而为、量力而行，把好事办好、实事办
实。

市有关部门负责人参加。

市委常委会召开扩大会议传达贯彻习近平总书记
在中央财经委员会第六次会议上的重要讲话精神

牢固树立一体化发展理念
扎实推动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

陈敏尔主持并讲话

本报讯 （记者 王丽）1月6日晚，
由重庆市委宣传部、市文旅委联合出品，
重庆交响乐团和贵阳交响乐团在施光南
大剧院联袂奏响交响乐《重庆组曲》，这也
是第四届重庆文化旅游（冬季）惠民消费
季原创舞台艺术精品惠民展演剧目、国家
艺术基金2018年度大型舞台剧和作品资
助项目。

交响乐《重庆组曲》从历史、自然、人
文、生活的不同维度，以多重段落的方式，
描绘古往今来的重庆形象。其中包括《红
岩村》《我的自白书》《解放碑》《黄桷树》
《白帝城》《千手》《钓鱼城》《竹枝词》《朝天
门》等9个段落。

当晚，一首大气磅礴、慷慨激昂的管
弦乐《红旗颂》拉开音乐会序幕。在演奏
了作曲家陈培勋的作品《咏雪》之后，《重
庆组曲》的9个段落缓缓展开，通过交响
乐与民乐、声乐等音乐形式融合，展现重
庆丰富厚重、与时俱进的文化脉络，以重
庆的变迁展现中华民族的欣欣向荣。其
中，《黄桷树》乐曲悠扬，以黄桷树折射重庆
人的坚韧；女高音独唱《竹枝词》是对巴渝
古诗词的再创作，用花腔将少女内心的喜
悦和对爱情的向往淋漓尽致地表达出来。

“用交响乐讲述中国故事，发出重庆
好声音，这是我们的目标和追求。”重庆交
响乐团团长刘光宇介绍，《重庆组曲》特邀
中国音乐家协会主席叶小纲担纲作曲、中
国音乐家协会副主席张国勇担任指挥。

（下转2版）

在音乐中聆听重庆变迁

交响乐《重庆组曲》首演

1月6日晚，在施光南大剧院，重庆交响乐团与贵阳交响乐团联袂演奏交响乐《重庆组曲》。 吴思佳 摄

□本报记者 龙丹梅

1月 6日，在市政府新闻发布
会上，重庆日报记者了解到，经过
专项整治，目前我市污水偷排、乱
排行为基本杜绝，直排问题已建立
台账加快解决。

2019年 4月 20日，我市发布
第1号总河长令，决定在全市开展污水偷排直排乱排整治行动。近9个
月过去了，我市水环境质量明显改善，河库脏乱现象得到有效遏制，全市
贯彻落实总河长令取得阶段性重大成效。

查问题：“三排”问题完成整改超八成
市河长办主任吴盛海介绍，第1号总河长令发布后，各区县对辖区内

工业企业、城市及镇街污水集中处理设施、畜禽养殖场、医疗机构、餐饮行
业、洗车场和“散乱污”企业等进行全面排查，深入查找污水偷排、直排、乱
排问题源头，并针对排查出的问题，采取责任化、项目化、清单化方式推进
整改。

经过全面排查，全市共查出污水偷排、直排、乱排问题4055个，已整
改3345个，整改率达82.5%。针对还未整改完毕的710个问题，各区县
已制定整改方案，明确整改时限，确保按期整改到位。

（下转7版）

重庆发布第1号总河长令阶段性成果

实施近9个月
污水偷排乱排基本杜绝

3版刊登

11条高速路今年开竣工
重庆交通建设“加速跑”

2019年度“感动重庆十大人物”揭晓

平凡的人们给我们最多感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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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年重庆物联网核心
产业产值超752亿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