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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1月12日电 国家主席习近平12日致电海
赛姆·本·塔里克·赛义德，祝贺他继任阿曼苏丹国新任苏丹。

习近平表示，中阿建交以来，两国关系取得长足发展，彼
此成为相互信赖的战略伙伴。我高度重视中阿关系发展，愿
同海赛姆苏丹一道努力，推动两国战略伙伴关系不断迈上新
台阶。

新华社北京1月12日电 国家主席习近平12日就阿曼
苏丹卡布斯不幸逝世向阿曼新任苏丹海赛姆致唁电。习近平
代表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并以个人的名义，对卡布斯苏丹逝

世表示深切的哀悼，向卡布斯苏丹亲属及阿曼人民表示诚挚
的慰问。

习近平表示，卡布斯苏丹是阿曼卓越领导人，为推动阿曼
发展建设、维护中东海湾地区和平稳定作出了重要贡献，深受
阿曼人民敬仰和爱戴。卡布斯苏丹是中国人民的老朋友，为
推动中阿战略伙伴关系发展、促进两国各领域务实合作、增进
两国人民友谊作出了积极贡献。中国政府和人民十分珍视中
阿友谊，我深信，在双方共同努力下，中阿战略伙伴关系一定
会取得新发展。

习近平向阿曼新任苏丹海赛姆致贺电
就阿曼苏丹卡布斯逝世向海赛姆致唁电

本报讯 （记者 颜若雯）1月
12日上午，市五届人大三次会议主
席团举行第二次会议。

主席团常务主席张轩主持会
议。主席团常务主席胡文容、刘学
普、杜黎明、沈金强、张定宇、夏祖

相、王越、龙华出席会议。
会议听取了关于市第五届

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选举
办法草案审议情况的汇报，决
定将选举办法草案提请大会表
决。

市五届人大三次会议
主席团举行第二次会议

张轩主持
本报讯 （记者 颜若雯）1月12日下午，

市五届人大三次会议主席团举行第三次会议。
主席团常务主席陈敏尔、张轩、胡文容、

刘学普、杜黎明、沈金强、张定宇、夏祖相、王
越、龙华出席会议。主席团常务主席张轩主
持会议。

会议听取了关于市人民政府工作报告审议
情况的汇报；通过了候选人建议名单草案，决定
提交各代表团酝酿；通过了关于代表联名提出
候选人截止时间的决定，决定印发各代表团；通
过了总监票人、监票人名单草案，决定提交各代
表团酝酿。

市五届人大三次会议
主席团举行第三次会议

陈敏尔出席 张轩主持

本报讯 （记者 杨帆 张珺）1月
12日，市委书记陈敏尔到市政协五届三次
会议第一联组参加讨论，同委员深入交
流，听取大家的意见建议。市政协主席王
炯，市领导王赋、莫恭明、熊雪、吴刚，重庆
大学主要负责人参加。

会议厅内座无虚席，讨论气氛热烈。
王任林、叶静涛、杨金胜、张洪铭、熊刚、唐
应珊、白九江、蔡锡田、杨世兴、赵君辉、王
金山、王昱、刘双翼、宇继生、邱献锋共15
位委员，围绕在推进新时代西部大开发中
发挥支撑作用，聚焦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
建设争相发言，提建议、谋良策。陈敏尔
认真听取发言，不时同大家交流互动。他
说，大家发言战略站位高、主题很集中、建
议落点实，有关部门要记下来、带回去，认
真研究吸纳，转化为推动重庆发展的新举
措。

陈敏尔对全市政协组织和广大政协
委员过去一年的工作给予肯定，感谢大家
为重庆经济社会发展作出的贡献。他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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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
署，习近平总书记亲自谋划、亲自部署、亲
自推动，是党中央送给重庆的新年“大礼
包”，是赋予重庆的重大责任。要充分认
识到，加快建设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是
新时代推进西部大开发形成新格局、共建

“一带一路”、推动长江经济带发展走深走
实的重大行动，是推动形成优势互补高质
量发展的区域经济布局的重大举措，是重
庆改革开放和高质量发展的重大机遇。
全市上下要提高政治站位，抓住用好战略
机遇，更加注重从全局谋划一域、以一域
服务全局，树牢一体化理念、强化一盘棋
思想，唱好“双城记”、建好“经济圈”，加快
培育西部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增长极，为全
国发展大局作出新贡献。要深入领会战
略内涵，搞清楚“成渝地区”范围指向、“双
城”枢纽引擎、“经济圈”核心要义，尊重客
观规律，发挥比较优势，强化中心城市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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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紧紧围绕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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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居地的战略目标，加强沟通对接，深化专
题研究，抓紧制定实施方案、行动计划，明
确时间表、路线图，项目化、事项化、清单
化抓好落实。

陈敏尔强调，要准确把握推动成渝地
区双城经济圈建设的战略抓手，集中力量
打造高质量发展新动力源。要坚持做好
自己、服务大局，精心描绘“一区两群”发
展蓝图，促进各片区发挥优势、彰显特色、
协同发展。要加强以交通为重点的基础
设施建设，构建内畅外联、快捷高效的现代
综合交通运输体系，推动更深层次互联互
通；加快现代产业体系建设，把制造业高质
量发展放到更加突出的位置，打造具有国
际影响力的产业集群；增强协同创新发展
能力，提升创新平台，壮大创新主体，优化
创新生态，集聚创新人才；优化国土空间
布局，促进生态生产生活空间相协调，促

进产城景相融合；加强生态环境保护，深
化联防联治，共同筑牢长江上游重要生态
屏障；推进体制创新，加强改革系统集成
协同高效，营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营商
环境；强化公共服务共建共享，加强教育、
医疗、就业、社会保障等合作，让人民拥有
更多获得感。全市各级各部门要增强责
任感使命感，只争朝夕、不负韶华，推进国
家战略在重庆落地见效，推动成渝地区双
城经济圈建设开好局、起好步。

陈敏尔强调，人民政协智力和人才密
集，政协委员是社会各界各领域代表。要
坚决站稳政治立场，强化责任担当，增强

“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
维护”，把讲政治体现到贯彻党中央决策
部署的实际行动中，体现到履职尽责的工
作成效上。希望大家围绕中心、服务大
局，紧扣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目标任务，深
入调查研究，积极建言献策，为新时代重
庆改革发展作出新的更大贡献。

市有关部门负责人参加。

陈敏尔在参加市政协五届三次会议第一联组讨论时强调

唱好“双城记”建好“经济圈”
为全国发展大局作出新贡献

王炯参加

本报讯 （记者 罗静雯）1月12日，
市委副书记、市长唐良智到市政协五届三
次会议第二联组参加讨论，听取意见建
议，与大家深入交流。

市领导段成刚、屈谦、李波、宋爱荣、
张玲、周克勤等参加。

讨论中，委员们一致表示，唐良智市
长所作的政府工作报告，通篇贯穿习近平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全面贯彻
习近平总书记对重庆的殷殷嘱托，站位
高、视野宽，思路清、方向明，接地气、落点
实，很走心、很暖心，很有重庆味，充分体

现过去的一年是重庆感恩奋进、砥砺奋斗
的一年，激励全市上下在新的一年不忘初
心、牢记使命，只争朝夕、不负韶华，是一
个催人奋进、鼓舞人心的好报告，进一步
增强了发展自信、激发了前进动力、凝聚
了干事合力。完全赞成报告。

大家围绕“在推进共建‘一带一路’中
发挥带动作用”主题争相发言、建言献策，
提出很多真知灼见。唐良智认真听取委员
们的发言，不时与大家交流互动。会场气
氛十分热烈，中肯建议和生动语言频出，掌
声和赞许声不断。罗朝友委员建议加强制

度建设、深化改革举措，营造国际一流营商
环境。唐良智表示赞同，他说，经济增长、
有效投资都是良好营商环境带来的，好的
营商环境就是生产力、竞争力。为人民服
务是各级政府的根本宗旨，政府工作人员
就是人民群众的服务员。全市各级政府各
部门要进一步解放思想、转变观念，勇于创
新、敢于担当，牢固树立服务意识，建立健
全信用承诺制度，大力简政利企便民，提高
企业和群众获得感。胡百中委员建议提升
重庆公路物流基地建设水平，推动西部陆
海新通道高质量发展。唐良智说，要强化

重庆与沿海沿边通关协作和制度创新，推
进跨境公路物流便捷通关，切实提高通关
效率、降低物流成本。各位委员还就支持
企业上市、口岸建设、对外开放大平台建设
等建言献策。唐良智说，要营造创新生态
环境，发展高新产业，培育创新企业，以创
新重塑“重庆制造”，推动优质企业上市，
持续提升经济证券化水平。要提升开放
平台辐射带动能力，积极培育内陆开放新
引擎。委员们的发言问题抓得准、建议提
得实，市级有关部门要认真梳理研究，在工
作中予以落实。

唐良智说，去年，习近平总书记在重庆
视察指导时对推动全方位开放作出重要指
示，寄予殷切期望。我们要深入贯彻落实
总书记对重庆提出的重要指示要求，按照
市委、市政府部署和陈敏尔书记要求，全面
融入共建“一带一路”，着力营造良好营商
环境，加快建设内陆开放高地，努力在推进
共建“一带一路”中发挥带动作用，为加快
形成陆海内外联动、东西双向互济开放格
局作出新贡献。 （下转2版）

唐良智参加市政协五届三次会议第二联组讨论时强调

营造良好营商环境 建设内陆开放高地
努力在推进共建“一带一路”中发挥带动作用

本报讯 （记者 戴娟）1月12日，市政协主席王炯主持召开市政协
五届二十九次主席会议第二次会议。

会议听取大会秘书长关于政协重庆市第五届委员会第三次会议有关
情况汇报；听取委员小组审议人事事项情况汇报；审议政协重庆市第五届
委员会第三次会议选举办法（草案）；审议增选政协重庆市第五届委员会
副主席、常务委员候选人名单（草案）；审议总监票人、监票人名单（草案）；
审议关于学习贯彻中央政协工作会议精神及市委新时代加强和改进人民
政协工作会议精神的决议（草案）；审议政协重庆市第五届委员会第三次
会议关于政协重庆市第五届委员会常务委员会工作报告的决议（草案）；
审议政协重庆市第五届委员会第三次会议决议（草案）。

市政协副主席宋爱荣、吴刚、谭家玲、张玲、周克勤、徐代银、王新强，
秘书长秦敏出席会议。

市政协召开五届二十九次
主席会议第二次会议

1月12日，市五届人大三次会议举行第二次全体会议，张轩作市人大
常委会工作报告。 记者 郑宇 摄

11月月1212日日,,南滨路南滨路,,市民在江边市民在江边
放风筝放风筝。。当日当日,,重庆艳阳高照重庆艳阳高照,,数九数九
寒天出现春天般景色寒天出现春天般景色,,市民们纷纷走市民们纷纷走
到江边到江边、、公园公园、、商圈等地商圈等地，，享受冬日享受冬日
暖阳暖阳。。 特约摄影特约摄影 钟志兵钟志兵

数九寒天赛春天数九寒天赛春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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突出重点
整体推进“云联数算用”

要素集群建设

本报讯 （记者 颜若雯）1 月
12日，市五届人大三次会议举行第
二次全体会议，听取市人大常委会、
市高级人民法院、市人民检察院工作
报告。

本次会议应到代表853人，实到
代表825人，符合法定人数。

本次全体会议的执行主席由大会
主席团成员刘学普、万相兰、马培生、
王前元、艾亚军、付子堂、朱维、杨竹、
陈彬、陈志猛、赵远坤、袁天长、徐迪
雄、梁正华、谭观银担任。刘学普主持
会议。

陈敏尔、唐良智、张轩、王炯、吴存
荣、张鸣、刘强、王赋、李静、胡文容、莫
恭明、韩志凯、段成刚和主席团成员在
主席台就座。

受市五届人大常委会的委托，市
人大常委会主任张轩作市人大常委会
工作报告。

张轩说，2019年是中华人民共和
国成立70周年，也是重庆发展进程中
极不平凡的一年。一年来，在市委坚
强领导下，市人大常委会坚持以习近
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
导，深入贯彻党的十九大和十九届二
中、三中、四中全会精神，深学笃用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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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贯彻落实习近
平总书记对地方人大及其常委会工作
的重要指示，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对重
庆提出的“两点”定位、“两地”“两高”
目标、发挥“三个作用”和营造良好政
治生态的重要指示要求，坚持党的领
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统
一，围绕市委贯彻落实党中央大政方
针的决策部署，依法履行职责，较好完
成了市五届人大二次会议确定的各项
任务。

张轩说，2019年，市人大常委会
始终把坚持党的领导落实到人大工
作各方面和全过程，全面落实习近
平总书记视察重庆重要讲话精神，积
极助力我市脱贫攻坚、西部陆海新通
道建设、广阳岛片区规划管理等重点
工作，严格落实河长制，有序推进梁
滩河综合整治，对口帮扶的丰都县三
建乡脱贫成效明显。市人大常委会
党组坚决肃清孙政才恶劣影响和薄
熙来、王立军流毒，严格执行请示报
告制度，深入落实市委第五次人大工
作会议精神，扎实开展“不忘初心、牢
记使命”主题教育。一年来，市人大
常委会共制定法规4件、修订6件、作
出法规性决定6件，审查批准单行条
例3件，推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
入地方立法，委托第三方开展地方性
法规结构研究，开展1项工作评议、6
项执法检查，听取审议23项工作报
告， （下转2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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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两会特别报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