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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评论员

“耕乃本，读至远。”耕可致富、养
身，乃生存之保障；读可致知、养心，
乃生活之追求。耕读传家是中国乡
村最美的文化图景，也是浸入人们血
脉的家风传承。无论是张可久笔下
的“数间茅舍，藏书万卷”，还是曾国
藩劝读名句“百战归来再读书”，又或
是各地状元村里的书斋书院遗迹，都
可以一窥古代乡村读书向学之风。

山水田园是人们灵魂深处的故
乡，但只有书香浓郁，故乡才美丽。
阅读古诗词，就会发现乡村里无论是
村边绿树、郭外青山、朝露夕霞、荷叶
尖尖等平凡景象，还是蓬头稚子、牧
童浣女、柴门轻掩、袅袅炊烟等生活
气息，都有着浓得化不开的诗意，动
人心弦。若不阅读，我们就难以领略
乡村最美的人文风景，也难以解读厚
植其间的文化基因。在当下，重庆建
设山清水秀美丽之地，推动乡村振
兴，创造高品质生活，无不需要使乡

村充满诗情画意，无不需要在阅读中
汲取前行的力量。

让乡村因阅读而改变，需要建好
农家书屋这一“精神驿站”，让乡村书
声悦耳。先后获得中国成语大会、中
国汉字听写大会、中国诗词大会年度
总冠军的文艺青年彭敏，因爱读书才
完成乡村少年的“逆袭”“蜕变”。同
彭敏一样，阅读是千千万万乡村孩子
的“精神食粮”，也是他们最丰富、最
快乐、最有价值的童年记忆。然而因
买书贵、借书难等因素制约，在乡村
阅读书籍一度十分匮乏。为了让阅
读之光普照乡村，重庆先后投入数亿
资金，实现农家书屋全覆盖，并每年
增加出版物，同时还积极打造数字化
农家书屋。目前，全市农民人均拥有
图书藏量达1.7册，高于全国1.63册的

平均水平，基本解决了乡村居民看书
难、看报难、借阅难的问题。推动新
时代农家书屋高质量发展，更好满足
人民群众的精神文化需求，才能使乡
村阅读成为新民俗。

乡村因阅读而改变，归根结底是
要通过个体的改变来实现。“鸟欲高
飞先振翅，人求上进先读书。”对乡村
居民而言，阅读是与大师、知识、真理
为友，不仅能丰富生活、富足精神、充
盈内心，也能开拓视野、武装头脑、提
振自信，使每个人都享有人生出彩和
改变命运的机会。“家有黄金万两，不
如诗书万卷。”富贵传承难以久远，书
籍“传家宝”却能长久地浸润后代。
阅读使人知书达理，而个人涵养的提
升，精神面貌的改变，又会培育良好
的家风；家风向好，又会移风易俗，促

进乡风文明，进而提高整个乡村的社
会文明程度。

乡村因阅读而改变，最终体现在
乡村面貌的改变。我国发展的最大
不平衡是城乡发展不平衡，最大的不
充分是农村发展不充分，而阅读正是
使农村充分发展，缩小、逾越这一鸿
沟的关键所在。如果说图书是燃料，
那么阅读就是乡村振兴的发动机。
因为阅读的力量，乡村文化日益昌
盛、科技日益振兴，人们更加崇尚科
学。阅读不仅使人机敏，也授人以
渔，帮助村民既富脑袋又富口袋。把
乡村阅读作为乡村振兴的抓手，让农
村的产业建在农家书屋上，决胜全面
小康、决战脱贫攻坚才能拥有更为澎
湃的内生驱动力。

重庆建设山清水秀美丽之地，如
繁星点缀的美丽乡村不可或缺。只
有勾勒山水的骨骼，妆点书香的肌
理，使人居环境与人文环境美美与
共，才能绘就重庆各地乡村的“富春
山居图”。

乡村因阅读而改变

本报讯 （记者 陈波）4月9日，
市检察院发布《重庆市人民检察院关于
拓展公益诉讼案件范围的指导意见（试
行）》（下称《指导意见》），重庆检察机关
公益诉讼监督重点新增了5大领域的
案件，据悉这是全国首个关于检察机关
拓展公益诉讼案件范围的指导意见。

据了解，根据《民事诉讼法》《行政
诉讼法》《英雄烈士保护法》相关规定，
目前检察机关提起公益诉讼的案件主
要有生态环境和资源保护、食品药品安
全、国有财产保护、国有土地使用权出
让、英雄烈士权益保护等“4+1”检察公
益诉讼办案领域。

《中共中央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
治理能力现代化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
明确提出“拓展公益诉讼案件范围”。
近日，市人大常委会出台了加强检察机
关公益诉讼工作的专项决定，明确提出
检察机关可以依法、审慎、稳妥拓展公益
诉讼案件范围。

此次市检察院出台的《指导意见》
共四个部分，包括指导思想、基本原则、
重点领域、工作要求，共13条。

在法律已明确规定的“4+1”领域
以外，《指导意见》首次明确了拓展办理
公共安全，互联网公益保护，文化遗产

和国家尊严保护，未成年人、妇女权利
保护，消费者、投资者权利保护等5个
领域的案件，形成了“4+1+5”的检察公
益诉讼十大重点监督领域。

在这5个领域，国家利益或社会公
共利益受到侵害，或者有关行政机关违
法行使职权或不作为，致使国家利益或
社会公共利益受到侵害的，检察机关可
以按照规定启动公益诉讼程序。

值得期待的是，群众普遍关注的电
梯安全、游乐设施安全，医疗、美容、电
子产品等行业经营者提供缺陷产品或
服务，以及房地产、通信、金融证券、第
三方支付等行业泄露个人信息等民生

领域权益受侵害的情况，均被列入检察
机关公益诉讼范畴。

据市检察院相关负责人表示，《指
导意见》是全国首个关于检察机关拓展
公益诉讼案件范围的指导意见。

西南政法大学法学院民事诉讼法
教研室主任马登科表示，此次重庆市检
察院专门出台拓展公益诉讼案件范围
的指导意见，坚持积极稳妥原则，强调
加强与行政机关沟通协作，是贯彻落实
中央和市委决策部署的重要举措，将有
利于规范和指导全市检察机关进行个
案探索，在更多领域维护公益，推动整
个公益诉讼检察工作向前发展。

全国首个关于检察机关拓展公益诉讼案件范围的指导意见出台

重庆公益诉讼监督新增5大领域

4月9日，工人正在轨道交通
9号线最大站点——富华路站紧
张施工。

轨道交通9号线一期是串联
主城核心商圈的轨道线网骨干线
路，途经沙坪坝区、渝中区、江北
区、渝北区，全长约 32 公里。为
了把时间抢回来，把损失补回来，
交通开投集团在9号线全线增加
人员、设备，延长施工时间，优化
施工组织，全面加快项目建设，确
保年底部分路段通车试运营。

记者 罗斌 摄

轨道交通9号线
抢抓工期

深入实施《重庆市全民健身条例》

巴南努力创建全民运动健身模范区
今年4月，是《重庆市全民健身条

例》（以下简称《条例》）颁布实施后的
第2个“全民健身月”。疫情之下，巴
南区率先行动，将“全民健身月”活动
阵地从线下转移到线上，推出了线上
有奖知识竞答和健身小课堂指导视
频，广大市民足不出户也能涨知识、强
体魄。

近年来，巴南区高度重视全民健
身工作发展，把握机遇、奋力实干，开
启创建全民运动健身模范区的重要之
年，推动体育事业发展再上新台阶。

线上有奖竞答
提升全民健身热情

此次巴南推出的线上健身知识竞
答题目绝大部分出自于《条例》。参与
答题的市民，将有机会赢取微信红包

和精美奖品，分数越高，奖品越丰厚。
活动上线仅48小时，参与人数

已破万。巴南区在这个特殊的“全民
健身月”期间，利用线上有奖竞答活
动，号召广大市民主动参与，增强参
与全民健身活动的法律意识，并将

“全民健身”理念传播给每位参与者，
进一步提高市民参与全民健身活动
的积极性。

专家线上教学
推出全民健身“云课堂”

为解决疫情期间“健身难”的问
题，巴南区推出健身指导视频，满足不
同人群的健身需求。

本次巴南健身小课堂根据不同受
众群共计推出12期，每期5分钟，主要
帮助居家市民锻炼筋骨，增强体质。

值得一提的是，所有指导教练均为巴
南区内的优秀社会体育指导员。目
前，已经上线的视频得到了大家的广
泛关注，市民可通过“巴南体育”微信

公众号观看学习。
即使是在疫情时期，巴南区仍

积极为广大市民创造健身机会，
线上指导居家锻炼，在家也能科

学健身。

活动亮点纷呈
全民健身事业硕果累累

回顾过去，2019年巴南区在全民
健身赛事活动上取得了斐然的成果。

除了举办的巴南区第四届区运会、
重庆国际半程马拉松之外，巴南区各街
镇还举办了全民健身运动会，各部门工
会举办了单项运动比赛或趣味运动会
等。同时，在首个“全民健身月”期间，
该区指导各级各单位累计开展全民健
身活动65场次，参与群众近10万人次，
开展了《条例》培训讲座，让更多人对
《条例》理解透彻。

此外，巴南区进一步完善群众身
边的健身组织和健身设施。新培训社
会体育指导员122人，新建社区健身

中心1个、市级社区健身点6个，累计
社区健身点达40个；新建了农民体育
健身工程22套，新建社区健身路径
120条，新建社区体育文化公园8个，
累计完成建设13个；全年累计增加体
育健身器材1200多件，新增体育面积
6万多平方米。

目前，体育已经成了巴南区社会
发展和居民生活必不可缺少的元
素。2020 年，巴南区严谨落实 6个

“身边工程”，提升群众身边的体育健
身组织覆盖率、体育健身设施规模、
体育健身活动数量、体育健身赛事品
质、体育健身指导水平和体育健身文
化影响力，努力创建全民运动健身模
范区。

韩成栋 向霞蔚
图片由巴南区体育局提供

巴南巴南““健身小课堂健身小课堂””教学视频拍摄现场教学视频拍摄现场

2020年重庆市“全民健身月”系列报道

根据《招标拍卖挂牌出让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规定》，现对以下拟供应宗地按公开出让年限商业：50年予以公告，公告时
间为2020年4月9日9:00至2020年4月28日17:00。土地供应方将公开出让。公开出让时间为2020年4月29日15：30
（如有变动另行通知）。

详情请登录重庆市南川区公共资源综合交易网站： http://jyzx.cqnc.gov.cn/html/9/Index.shtml
联系电话：（023）71421580 联系人：李老师

重庆市南川区规划和自然资源局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公开出让公告
南川交易（土地）告字[2020] 3号

编号

NC2020
让-4-3-1

NC2020
让-4-3-2

NC2020
让-4-3-3

地块
名称

重庆市中医药科技
产业园组团C1分区

01/01（A）地块

龙岩组团BG组团
C-3分区1（C）地块

重庆市中医药科技
产业园组团C27分
区01/01（A）地块

建设用地面积
（㎡）

13923㎡
（约20.88亩）

7052㎡
（约10.58亩）

5357㎡
（约8.04亩）

规划指标要求

容积率下限控制应符合国家有关规定，上限
按1.5控制；建筑密度≥30%。其他规划条件
按南规资条件〔2019〕0552号执行。

容积率下限控制应符合国家有关规定，上限
按1.5控制；建筑密度≥30%。其他规划条件
按南规资条件〔2019〕0557号执行。

容积率下限控制应符合国家有关规定，上限
按1.5控制；建筑密度≥30%。其他规划条件
按南规资条件〔2019〕0552号执行。

用地
性质

二类工业用
地

二类工业用
地

二类工业用
地

出让年限
（年）

50

50

50

竞买保证金
（万元）

134

85

81

起始价
（万元）

134

85

81

□新华社记者 谭晶晶

本周，美国一款名为 INO-4800
的新冠病毒疫苗开始进行一期临床试
验，至此美国已有两款新冠病毒疫苗
开展一期临床试验。美国官员和专家
表示，美国从研发疫苗到开展一期临
床试验的速度创下纪录，但即便一切
顺利，疫苗大规模投入使用可能也要
等到2021年底。

美国开展临床试验的第一款疫苗
是mRNA-1273疫苗，由美国国家过
敏症和传染病研究所和莫德纳公司合
作研发。mRNA-1273是一种信使核
糖核酸（mRNA）疫苗，可针对病毒的
刺突蛋白发挥作用。刺突蛋白是病毒
感染宿主细胞的关键所在，也是过去
研发严重急性呼吸综合征（SARS）冠
状 病 毒 疫 苗 和 中 东 呼 吸 综 合 征
（MERS）冠状病毒疫苗时的靶点。

传统疫苗通常使用灭活病毒方式
研制，而mRNA-1273疫苗是由体外
合成病毒相关mRNA序列研发而成。
3月16日，mRNA-1273疫苗的临床
试验在位于西雅图的凯撒医疗集团华
盛顿卫生研究所开始实施。莫德纳公
司表示，从选择疫苗的mRNA序列到

首名志愿者完成疫苗注射只花了63
天。

INO-4800疫苗由美国伊诺维奥
制药公司研发，是一种DNA（脱氧核糖
核酸）疫苗，使用了被称为质粒的一小
段病毒环状DNA片段，注射后能使细
胞产生病毒的蛋白，从而激发免疫反
应，安全性和可靠性较高。

4月6日，INO-4800疫苗一期临
床试验在位于费城的宾夕法尼亚大学
医学院和位于堪萨斯城的药物研究中
心同时展开，共有40名成年健康志愿
者参与。

多名美国专家在接受新华社记者
采访时强调，疫苗进入一期临床试验
的门槛并不高，但评估其安全性和有
效性会持续相当长时间，乐观估计疫
苗大规模投入使用也要等到2021年
底。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圣迭戈分校
传染病系主任罗伯特·斯库利说，在一
期和二期临床试验对候选疫苗的安全
性、其诱导的免疫反应进行评估后，效
果显著的疫苗将进入规模较大的三期
临床试验，评估其降低感染率和致病
严重程度的有效性，这个时间通常需
要一年以上。

（据新华社华盛顿4月8日电）

美国两款新冠疫苗进入临床试验

新华社日内瓦 4 月 8 日电 （记
者 凌馨）世界贸易组织总干事阿泽维
多8日强调，新冠疫情对全球供应链造
成的影响并不必然导致逆全球化，减少
疫情对产业链负面影响的正确方式是
通过国际协调和合作，让国际贸易正常
运转。

世贸组织当天发布年度《全球贸易
数据与展望》报告，预测今年全球贸易
将缩水13%至32%。在当天举行的视
频记者会上，阿泽维多在回答新华社记
者提问时表示，新冠疫情对全球供应链
造成冲击，但这并不必然导致全球化的
逆向发展。

他说，应对当前供应链冲击有两种
方式。一种是使供应链多样化，不必把
国际供应都集中在一个国家或地区，通
过供应渠道多样化，在全球供应链中引
入更多参与方；另一种是把所有生产都
集中在一个国家内部。他认为后一种应
对方式是错误的，因为一个国家无论多
强大多先进，也不可能完全自给自足。

阿泽维多指出，一些国家在应对疫
情危机中合作不够紧密，实施了不少贸
易限制措施和出口禁令。他强调，应对
产业链冲击的正确方式是国际合作和
国际协调，确保产品供应稳定，国际贸
易正常运转。

世贸组织总干事：

新冠疫情并不必然导致逆全球化

新华社日内瓦 4 月 8 日电 （记
者 凌馨 聂晓阳）世界卫生组织总干
事谭德塞8日呼吁勿将新冠病毒当作
政治筹码，应在国家内部、各国之间加
强团结，共同抗击疫情。

针对美方指责世卫组织、并声称将
暂停向世卫组织缴纳会费一事，谭德塞
在当天例行记者会上回答有关提问时
说，将疫情当作政治筹码相当于“玩
火”，应该将“疫情政治化”这种做法“隔

离”起来。他强调：“我们不应浪费时间
互相指责，我们需要团结行动。”

谭德塞强调，在国家层面，应跨越
党派、信仰、意识形态等各种分歧，共同
团结抗疫。“当一个国家内部各政党之
间、各宗教团体之间出现裂痕，病毒就
会乘虚而入，打败我们。”

谭德塞同时强调，中美之间、G20
成员之间以及世界各国都需要真正团
结起来，只有这样才能战胜疫情。

世卫组织总干事：

勿将新冠病毒当作政治筹码

新华社伦敦 4 月 8 日电 英国埃
塞克斯郡警方8日发表声明说，去年
10月发生在该郡的货车惨案涉事司
机、现年25岁的莫里斯·鲁宾逊当天
通过视频接受位于伦敦的中央刑事
法庭庭审，他承认犯下 39项过失杀

人罪。
英国警方去年10月23日在英格

兰东南部埃塞克斯郡一个工业园区内
的一辆集装箱货车里发现39具遗体。
经调查，警方确认遇难者均为越南公
民。

英国货车惨案司机认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