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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就业促进

司司长张莹 1 月 14 日说，2019 年我国
就业形势总体稳定，目标任务全面
完 成 ，城 镇 新 增 就 业 继 续 保 持 在

1300 万人以上，2019 年底全国城镇
登记失业率为 3.62%。据介绍，我国
劳动力市场运行基本平稳，高校毕
业生、农民工等重点群体就业基本
稳 定 ，就 业 扶 贫 工 作 取 得 积 极 进
展。截至 2019 年末，累计帮扶建档
立卡贫困劳动力就业 1213 万人，较
上年末增加 225 万人。

全国城镇登记失业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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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高人民检察院1 月 14日召开新

闻发布会，发布了服务保障长江经济带

发展检察白皮书。白皮书显示，2019
年长江经济带11省市检察机关对破坏
环境资源犯罪案件批准逮捕 4336 件
7084 人 ，同 比 分 别 增 长 44.39% 和
43.05%；提起公诉12504件22310人，同
比分别增长15.78%和20.26%。

破坏环境资源公诉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新闻发言人
卢爱红 1 月 14 日说，2019 年我国社会
保障制度运行平稳。截至 2019 年底，

基本养老、失业、工伤保险参保人数分
别达到9.67亿人、2.05亿人、2.55亿人。
数据显示，我国社保卡持卡人数达13.05
亿人，开通100多项持卡应用。人力资
源社会保障部积极推进电子社保卡建
设，目前电子社保卡全部地市开通，电
子社保卡的签发总量即将突破1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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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首席记者 彭瑜
实习生 胡莉雯

“父亲搬家那天，我在村里回不了
家，但心头一直惦记着这事儿。深夜，
妻子刘红梅打来电话说，有几个干部到
我家帮忙搬完了家具，让我在村里安心
工作。”1月12日，忠县电视台副台长
万山红告诉重庆日报记者，“这事过去
20多天了，但一想起来心头就暖暖的，
工作就有干劲儿。”

2018年，万山红被派到忠县三汇
镇寨坪村任第一书记、驻村工作队队
长。万山红说，他后来打听得知，帮忙
搬家的是忠州街道十字街社区的干部。

社区干部为啥要帮万山红的父母
搬家？这事儿还得从忠县扶贫驻村工
作群一次聊天说起。2019年 12月 7
日，忠县汝溪镇马河村驻村干部田伟在
群里发言：“我在村里走不开，妻子上重
庆主城开会去了，晚上9点孩子还没吃
饭……”田伟在群里的聊天内容正好被
县委组织部相关负责人看到了。

“一定要解决好驻村干部的后顾之

忧。”这位负责人当即表态说。该县经
过摸排发现，全县选派的贫困村驻村干
部共230人，其中109人家中有困难需
要帮助。经过研究，该县按照属地管理
原则，由驻村干部居住地所在的社区党
委牵头，通过定人、定时间、定任务的方

式，明确1名社区干部、网格员或志愿
者与这些驻村干部家庭结对帮扶，每周
定期上门走访慰问，搜集存在的困难和
急需解决的问题。并制定了“你们安心
下乡扶贫，家人我们来照顾”的工作原
则。

随即，忠县城区两个街道15个社
区的社区干部行动起来，他们走进驻村
扶贫干部家中，了解他们的配偶、父母、
岳父母、儿女等工作、生活、学习上遇到
的困难，以及急需解决的问题等，商定
帮扶方案，安排责任人执行落实。

去年12月19日晚上，忠州街道十
字街社区党委书记张光霞与网格员走
访万山红家。正巧碰见刘红梅一个人
在为公公、婆婆搬家。张光霞他们立即
帮忙搬运东西，直到把所有家具和两位
老人安全送到新家。

提起这事，刘红梅感激地说，两位
老人都是80多岁了，“如果没张书记他
们帮忙，我怕要搬到凌晨一两点。”

去年年底，忠县史志办副主任刘皇
的父亲去世。办理丧事期间，刘皇的母
亲摔了一跤，右手不能动、右半身青紫，
不能卧床，只能坐在椅子上。刘皇本应
陪在老人身边，但他在白石镇巴岭村驻
村扶贫，村里扶贫工作忙，他实在抽不开
身。社区干部走访得知情况后，轮流上
门照顾老人。刘皇说，悬着的心终于落
了地，现在他更能专心投入扶贫工作了。

县委统战部台侨事务科科长陶梦
到磨子乡石梯村驻村扶贫后，孩子在幼
儿园放学没人接。香怡社区落实了志
愿者每天把孩子先接到社区照看，等陶
梦家人下班了再接回家。

……
忠县创新推行关爱下乡扶贫干部

家庭行动，温暖了扶贫干部和其家人的
心，也更坚定了扶贫干部在一线冲锋的
决心。陶梦称，没了后顾之忧，自己更
能轻松上阵，扶贫工作更有劲头和信
心。

“你们安心下乡扶贫，家人我们来照顾”
——忠县开展关爱下乡扶贫干部家庭行动 据新华社德黑兰1月14日电 （记

者 张栩 柳伟建）据伊朗官方通讯社
14日报道，伊朗司法部门已逮捕数名
乌克兰客机事件相关人员。

伊朗司法部门发言人伊斯梅利当
天上午召开发布会，表示专家组正调
查、审问相关人员及收集相关文件，并
已逮捕数人。

伊斯梅利表示，失事飞机的黑匣子
已被送往法国解密，伊朗和乌克兰专家
将全程参与。

伊朗总统鲁哈尼14日在伊朗国
家电视台的直播中要求伊朗司法部门

成立一个由高级法官和十名专家组成
的“特别法庭”，进一步查明乌克兰客
机事件原因。他说：“客机坠机事件并
不寻常，全世界都在关注伊朗如何处
理。”

同时，鲁哈尼对伊朗军方此前“坦
率承认错误”表示满意，并希望调查结
果能给所有人一个答案。

本月8日，乌克兰国际航空公司一
架波音737-800客机从伊朗首都德黑
兰的霍梅尼国际机场起飞前往乌首都
基辅，但起飞不久后坠毁，机上167名
乘客和9名机组人员无一生还。

伊朗逮捕数名乌克兰客机事件相关人员

新华社北京 1 月 14 日电 （记
者 余俊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14日
在京举行2020年春节联欢晚会创新
应用启动仪式，将利用5G、8K、4K和
VR等新技术为观众带来全新观看体
验。

据介绍，基于5G网络的移动拍摄
和景观等机位的4K信号，都将接入春
晚制作系统，为春晚全4K智能直播提
供技术支持。同时，总台还将采用
5G+8K技术实现多机位拍摄，并制作
8K版春晚。

今年用5G信号看8K版春晚

新华社北京 1 月 14 日电 （记者
郑明达）针对美方取消对中国“汇率操
纵国”认定一事，外交部发言人耿爽14
日表示，中国本来就不是汇率操纵国。
美方的最新结论符合事实以及国际社
会共识。

美国财政部13日发表半年度汇率
政策报告，取消去年8月对中国“汇率
操纵国”的认定。

“中国本来就不是汇率操纵国。美
方的最新结论符合事实以及国际社会
共识。”耿爽在14日举行的外交部例行
记者会上回答有关提问时表示，“最近

一次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评估结论认
为，人民币汇率水平大体上是符合经济
基本面的，客观上否认了中国是‘汇率
操纵国’的说法。”

耿爽说：“中国是一个负责任的大
国，我们曾多次重申不会搞竞争性货币
贬值，没有也不会将汇率作为工具来应
对贸易争端等外部扰动。”

耿爽说，中国将坚定不移地深化汇
率市场化改革，继续完善以市场供求为
基础、参考一篮子货币进行调节、有管
理的浮动汇率制度，保持人民币汇率在
合理均衡水平上的基本稳定。

外交部：中国本来就不是汇率操纵国

社区干部走进扶贫干部家里关爱老人。 （受访者供图）

据新华社北京1月14日电 （刘奕
湛 杨凌伟）记者14日从公安部了解
到，公安交管部门将启动接受教育减免
交通违法记分等6项便民利企新措施。
此次推出的 6 项新措施中有 3 项在
2020年3月1日起开始试点推行，另有
3项在2020年3月底前全国全面实施。

3项试点推行的措施主要是围绕
积极推进电子证照在交管领域应用、优
化驾驶人记分管理、接受教育减免交通
违法记分等方面。

机动车检验标志电子化，将在重

庆、上海、哈尔滨等16个城市先行试
点。群众在办理完成车辆登记、检验业
务后，可通过互联网交通安全综合服务
管理平台或者“交管12123”手机App
查看、下载检验标志电子凭证，车辆不
需要再粘贴纸质检验标志，免去粘贴麻
烦，公安交管部门不以未放置检验标志
为由处罚。

提供交通事故处理进度和结果网
上查询，将在上海、江苏、山东、广东、重
庆、四川6个省（市）先行试点。对发生
造成人员伤亡或者较大财产损失，公安

交管部门适用一般程序处理交通事故
的，事故当事人各方可以通过互联网交
通安全综合服务管理平台、“交管
12123”手机App查询案件受理、扣留
扣押、调查取证、检验鉴定、损害赔偿调
解等事故处理进度，以及道路交通事故
认定书、复核结论等事故处理结果。

据公安部交通管理局局长李江平
介绍，试点接受教育减免交通违法记
分，是坚持教育与处罚相结合，对符合
规定条件的机动车驾驶人，参加公安机
关交通管理部门组织的交通安全教育

学习、考试或者交通安全公益活动达到
相关要求的，减免最高不超过六分交通
违法记分，将在湖北、广东深圳等地先
行试点。

3项全面推进的改革措施主要是
总结推广已试点的改革措施，推进在全
国范围内全面落地，进一步扩大改革覆
盖面，让更多群众企业享受到便利实
惠。一是全面推行租赁车交通违法处
理简捷快办，二是全面推行小客车转籍
信息网上转递，三是全面推行交通安全
导航提示服务。

公安部推行6项便民利企新措施
接受教育减免交通违法记分将在湖北、广东深圳等地试点

据新华社西宁 1 月 14 日电 （记
者 王浡）记者从西宁市政府新闻办公
室14日晚间召开的新闻发布会上获悉，
1月13日傍晚发生在西宁市城中区南
大街的路面坍塌事故搜救工作仍在进
行，经继续核查，死亡人员由6人上升至
9人，受伤人员由15人上升至17人。

西宁市副市长杨小民介绍，事故发
生后，西宁市全力以赴开展搜救工作，
密切监控周边建筑，科学制定救援作业
方案，动用应急救援车辆30余辆，应急
救援、公安等部门 1000 余人参与救
援。截至目前，已找到9名遇难群众遗

体。
西宁市卫生健康委员会主任郭伟

介绍，截至目前，共救治伤员17名，均
由青海省红十字医院统一救治。其中，
收住入院16名，门诊治疗1名。住院
伤员中，1名因腰椎骨折，需择期进行
手术，其余15名伤员均为不同程度的
软组织挫伤，目前所有伤员均采取专
家、医生、护士三对一救治，青海省人民
医院两名专家对伤员进行了会诊，现病
情平稳，均无生命危险。

目前，救治工作仍在有序进行之
中。

西宁市路面塌陷事故
死亡人员上升为9人

□本报首席记者 陈钧
实习生 王天翊

近日，重庆果园保税物流中心（B
型）（简称果园B保）在两江新区鱼复园
区正式封关运行。

在试运行的十天里，果园B保实现
进口贸易量1392万元，迎来2020年新
区高质量发展“开门红”。

果园B保封关运行的利好，还不仅
仅是带动进出口这么简单。

果园B保距离果园港只有10分钟
车程，因此能进一步促进“一带一路”、
长江经济带、西部陆海新通道有机融
合，有利于完善两江新区乃至重庆的开
放体系，形成全方位、多层次、宽领域的
对外开放新格局。

“全力以赴，助力重庆，在推进新时
代西部大开发形成新格局中打头阵、作
先锋，这是两江新区孜孜不倦的追求。”
两江新区管委会有关负责人表示，为实
现这一目标，新区正奋力推动高质量发
展之路越走越宽广。

潮涌巴渝 开放以兴
大通道大口岸大平台

持续提高开放质量

第一批进入果园B保的货物，是康
宁公司日本工厂的玻璃基板。

这批玻璃基板，走的正是西部陆海
新通道。

“通过江海联运以及保税仓储模

式，极大节约了康宁公司的物流成本。”
康宁显示科技（中国）有限公司副总裁
屠巍表示，“2020年康宁公司在‘果园B
保’存储的货物预计可达到4000标箱，
进出口货值1.5亿美元左右。”

2019年年底，国务院批复同意重庆
港口岸扩大开放果园港区。西部陆海新
通道、中欧班列（重庆）和长江“黄金水
道”，在长江上游最大港口——两江新区
果园港真正实现无缝衔接，形成内陆地
区与东部沿海地区以及长江经济带与欧
洲、南亚等地区的重要物流通道。

以果园港、两路寸滩保税港、江北
嘴内陆国际金融中心、悦来国际会展城
四大开放平台为核心，瞄准东西南北四
个方向、铁公水空四式联运，两江新区
全面融入“一带一路”和长江经济大发
展，推动全方位对外开放。

作为中新（重庆）战略性互联互通
示范项目的核心承载地，两江新区累计
签约项目54个，全市占比29%，签约金
额120亿美元，全市占比42.9%，一批具
备示范性、影响力的重大项目相继落
地。与此同时，中新、中德、中瑞、中意、
中日、中韩、中以7家国际合作产业园加

快推进。
站在两江看世界，站在世界看两

江。开放的通道、枢纽、口岸逐渐成型，
开放的产业、环境、平台全面升级，两江
新区深度融入全球产业链、价值链、供
应链，陆海内外联动、东西双向互济开
放格局日益凸显。截至目前，两江新区
吸引158家世界500强企业落户，激发
了全世界投资者的热情。

上天入地 迈向云端
大数据智能化推动产业华丽转型

2019年12月，全球低轨卫星移动
通信与空间互联网系统项目入驻两江
新区，这是新区在首届智博会期间签约
的重大项目，将构建海、陆、空、天一体
化新型天地一体化信息网络，助力两江
新区成为我国首个太空互联网时代的
全球总部基地。

由两江新区入驻企业长安汽车、中
国汽研等联合打造的国内首个5G自动
驾驶公共服务平台暨5G自动驾驶开放
道路场景示范运营基地，标志着我国
5G商用和自动驾驶产业应用方面取得
重大进展。

这一系列的“首个”折射出两江新
区从传统工业制造向技术、信息、管理
密集的高附加值的华丽转型。这里，正
上演着一场现代产业体系的深层变革。

如今，新能源和智能网联汽车成为
两江新区汽车产业转型主要方向。长
安汽车全球研发中心、金康新能源两江
智能工厂、长安新能源汽车科技有限公
司等先后投用，雪人等新能源电池项目
加快推进。

立足全球重要的笔电生产基地基
础优势，两江新区智能产业加紧向“芯
屏器核网”“云联数算用”全产业链升
级。紫光集团“芯”动两江，宣布在两
江新区发起设立紫光国芯集成电路股
份有限公司和重庆紫光集成电路产业
基金，打造世界级存储芯片领域核心
产业基地。重庆两江新区云计算产业
园现已成为国内西部地区最集中、规
模最大的云计算产业园，建有重庆市
电子政务云、腾讯云、华为云、阿里云、
讯飞语音云、华龙网安全云、两江云、
紫光云、平安云、宝信宝之云等近20个
大型云平台，两江新区数字经济加速
迈向云端。

环境教育医疗就业同步发力
普惠性基础性兜底性民

生建设不断增进人民福祉

今年元旦，在重庆互联网学院工作
的王超带着女友来到金海湾滨江公园游
玩。王超是重庆小伙，女友是青岛小妹。

王超说，金海湾滨江公园这一片区
域，是女友最喜欢的地方，街道两旁的
梧桐树、欧式建筑，还有公园内的消落
带景观，让她有了家的感觉。

目前，两江新区已建成公园 116
个，新区绿化覆盖率已达42.17％，人均
绿地面积28.16平方米，真正实现“开门
见绿，7分钟可达”。2019年，两江新区
空气质量优良天数达到320天，空气中
的6项污染物浓度，均同比下降，创下自
2013年国家实施新环境空气质量标准
以来最好水平，实现了空气质量持续改
善的目标。

人居环境的改善，是两江新区创造
高品质生活的一个缩影。

作为国家级开发开放新区，两江新
区正不断健全幼有所育、学有所教、劳
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

居、弱有所扶等方面国家基本公共服务
制度体系，注重加强普惠性、基础性、兜
底性民生建设。

——两江新区以每年新开办3-5
所学校的速度，义务教育学位供给得到
有效保障，教育发展日益均衡优质，义
务教育入学率达到100%，并为42所中
小学及公办幼儿园配置了65间人工智
能机器人教室，推行智能化教育。

——截至2019年底，1580余种质
量可靠、疗效确切、供应充足、价格低廉
的药品进入联合体目录。新区区属公
立医院与重医附属医院共建医联体，全
面提升医疗服务质量和服务能力。

——2019年，全区1/2的直属街道
完成“更高质量就业”创建并通过区级
验收，全年新增高校毕业生就业见习基
地210家，新增就业近20000人。

2020年，是一个崭新的起点。
中央财经委员会第六次会议明确

提出,推动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
为成渝地区高质量发展指明了前进方
向、提供了根本遵循。

两江新区又迎来一次重大战略机
遇，新区将积极融入成渝地区双城经济
圈建设，努力体现国家级新区的高站位、
大担当和新作为，加快高端高质高新产
业集聚发展；深化创新驱动，以大数据智
能化引领转型升级；推动全面开放，在高
质量发展开放型经济上走在前列；提升
城市品质，打造智慧城市和公园城市样
板，推动高质量发展之路越走越宽广。

打头阵 作先锋

两江新区奋力推动高质量发展之路越走越宽广

本报讯 （记者 陈维灯 实习
生 周传勇）1月14日，重庆日报记者从
永川区招商局获悉，去年永川正式签约
项目256个，合同引资545亿元。其中，
工业项目139个，投资1亿元以上的工业
项目80个，总投资约300亿元，预计年
产值约600亿元。

去年，永川区政府集中调度抓招
商，压实责任抓招商，构建“1+4+9”招
商引资工作体系，明确年度目标，层层
分解任务。去年，永川区共举办集中签
约3次，正式签约项目231个，总投资

481.66亿元。
不仅如此，永川区围绕长城汽车、

理文造纸等龙头企业“顺藤摸瓜”，共计
引进智能装备企业16家，投资约22亿
元；引进汽车整车及零部件企业23家，
投资近100亿元；引进电子信息企业
13家，投资近23亿元；引进特色轻工
企业18家，投资近40亿元；引进能源
及新材料企业16家，投资约55亿元；
引进大数据企业79家，投资近50亿
元；引进食品企业15家，投资近12亿
元。

去年永川签约项目256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