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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 杨帆 张珺）4月20日，
市委常委会召开会议，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
记在4月17日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重要讲
话精神，分析研究全市一季度经济形势，深
化部署统筹推进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和经济
社会发展工作，听取全市一季度安全生产和
维护社会稳定工作情况、粮油保供稳价工作
情况汇报，安排有关工作。

市委书记陈敏尔主持会议并讲话。市
委副书记、市长唐良智，市委常委出席。市
人大常委会、市政协党组主要负责同志，市
政府、市政协有关负责同志列席。

会议指出，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政治局
会议上的重要讲话，高瞻远瞩、见微知著，指
导性、针对性很强，为我们统筹推进当前疫
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工作指明了方向、提
供了遵循。全市上下要深刻领会党中央对
国内外疫情防控形势的科学判断，深刻领会
对我国经济形势的精准分析，深刻领会对做
好当前经济工作的总体要求，进一步增强

“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

护”，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中央决策
部署上来，对标对表抓好贯彻落实。

会议指出，今年以来，新冠肺炎疫情对
我市正常生产生活秩序带来了前所未有的
影响。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
强领导下，我们统筹推进疫情防控和经济社
会发展工作，经过全市上下的艰苦努力，疫
情防控向好态势进一步巩固，经济社会运行
秩序加快恢复，取得的成绩来之不易。要用
全面、辩证、长远的眼光看待当前形势，坚定
信心、再接再厉，在常态化疫情防控中全面
恢复经济社会正常运行，不获全胜决不轻言
成功。要善于危中求机、努力化危为机，抓
住用好国家恢复经济发展的政策机遇、疫情
催生的市场机遇、全球化深度调整带来的时
代机遇、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的战略机
遇，切实巩固持续向好的局面，牢牢把握发
展主动权。

会议强调，要抓紧抓实抓细常态化疫情
防控，为人民群众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经
济社会秩序全面恢复提供有力保障。要确

保学校开学复课安全顺利，严而又严强化责
任落实，细而又细抓好防控工作，牢牢守住
学校和学生安全底线。要提高外防输入针
对性和有效性，持续做好入境人员全流程闭
环管理，强化集中隔离人员安全服务保障。
要严格无症状感染者精准防控。要继续做
好近期重点地区来渝返渝人员健康管理。
要扎实抓好社会面防控，落实好重点部位防
控措施，筑牢社区防控安全屏障。要提高群
众自我防护意识，养成良好卫生习惯，尽量
减少公共场所聚集。

会议指出，二季度是抢时间、赶进度、补
损失的关键时期。要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
基调，坚持新发展理念，坚持以供给侧结构
性改革为主线，坚持以改革开放为动力推动
高质量发展，坚决打好三大攻坚战，加大“六
稳”工作力度，保居民就业、保基本民生、保
市场主体、保粮食能源安全、保产业链供应
链稳定、保基层运转，确保完成决战决胜脱
贫攻坚目标任务，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要立
足当前、着眼全年，突出抓好经济社会发展

重点任务，千方百计稳定企业生产经营，促
进社会消费，扩大有效投资，稳住外贸外资
基本盘，培育新的增长点，保障和改善民生，
搞好财政收支平衡，推动高质量发展之路越
走越宽广。

会议强调，安全稳定工作连着千家万
户，宁可百日紧，不可一日松。要深学笃用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和社会稳定的
重要论述，紧盯重点时段、关键节点，有的放
矢、精准发力，努力把风险隐患化解在未发
之时，把矛盾问题解决在萌芽状态。要深入
开展安全生产专项整治三年行动，高度警觉
防范重特大自然灾害，全面加强森林防火、
防汛抗旱和地质灾害防治，切实做好重点领
域安全生产工作。要扎实做好社会稳定重
点工作，稳妥排查化解涉疫矛盾纠纷，切实
维护社会和谐稳定。要认真落实安全稳定
责任制，层层压实责任，改进工作方法，强化
队伍建设，确保安全稳定各项工作落地落
实。

市有关部门负责人列席。

市委常委会召开会议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重要讲话精神

分析研究全市一季度经济形势
深化部署统筹推进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工作

陈敏尔主持并讲话

本报讯 （记者 曾立）4月20日，2020年市级重大建设
项目江北嘴国际金融中心在江北嘴金融核心区举行动工仪
式，标志着重庆第一高楼群正式动工。

该项目位于江北嘴金融核心区江北城A13地块，由4栋
超高层建筑构成，其中主塔高470米、共103层，副塔分别高
350、300、250米，构成一个全球罕见的超高层建筑集群。项
目总投资约200亿元，整体占地2.91万平方米，总建筑面积约
71万平方米。

据了解，该项目将集办公、住宅、酒店、商业、观光、城市会
客厅等功能于一体，计划引进金融、涉外、智能科技等中国
500强及世界500强标杆企业，打造西部地区总部经济基地，
为内陆国际金融中心要素集聚提供高端空间载体。江北嘴国
际金融中心项目特邀建筑设计大师任力之、苹果概念设计师
Rob Janoff、宝格丽酒店设计师Flaviano Capriotti等十
多位全球顶尖大师和世界第一高楼迪拜塔、中国第一高楼上
海中心两大设计研发团队共同打造。

“江北嘴国际金融中心既要努力成为重庆新的城市名片，
更要见证重庆走向世界的决心和勇气。”融创集团相关负责人
表示，作为工业文明和建筑艺术的结晶，超高层建筑往往会成
为一座城市的地标，也是城市能级、未来发展的重要体现。此
次江北嘴国际金融中心项目动工，是融创参与重庆发展、与重
庆共同成长的又一个里程碑。

江北区相关部门负责人表示，江北嘴金融核心区是中新
（重庆）战略性互联互通示范项目的重要承载地，也是重庆自
贸试验区的重要组成部分。江北嘴国际金融中心项目建成
后，必将进一步促进江北嘴片区业态提升和功能集聚，为重庆
建设内陆国际金融中心汇聚更多优质资源，为成渝地区双城
经济圈建设及“两高”示范区建设注入新的强大动能。

（相关报道见5版）

重庆首批1300余所学校、70余万师生复课
学校采取多重措施守住师生安全底线开学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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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第一高楼群动工
江北嘴国际金融中心由4栋超高层

建筑构成，将努力建成重庆新的城市名片

▶4月20日，万州二中，老师在A班教学，B班的学生通过网络
听课。该校将每个班级的学生分为A、B班，以分流课堂人数。

特约摄影 冉孟军

本报讯 （记者 罗静雯）4月20日，市
长、市规划委员会主任、市城市提升领导小
组组长唐良智主持召开市规划委员会和市
城市提升领导小组会议，审议《重庆市国土
空间总体规划（2020-2035年）》等。

市领导吴存荣、王赋、陆克华、熊雪、郑
向东等参加。

会议指出，我市紧紧围绕把习近平总书
记殷殷嘱托全面落实在重庆大地上这条主
线，认真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关于建立国土
空间规划体系并监督实施的若干意见》要
求，按照市委、市政府工作安排，广泛调研对
接，深入论证优化，不断提升国土空间总体
规划的前瞻性、科学性和可操作性。会议强
调，要从全局谋划一域、以一域服务全局，推
动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形成高质量发

展的重要增长极。要突出比较优势，构建
“一区两群”协调发展格局。主城都市区要
突出高质量发展重要增长极和成渝地区双
城经济圈的核心引擎定位，强核提能级、扩
容提品质，构建网络城市群，提升人口、经济
承载力和综合竞争力，建设全市产业升级引
领区、科技创新策源地、改革开放试验田、高
品质生活宜居区。要突出渝东北三峡库区
城镇群生态优先绿色发展示范区定位、渝东

南武陵山区城镇群文旅融合发展示范区定
位，支持区域中心城市和资源环境承载力强
的区县城、重点镇发展，加快发展生态旅游、
生态农业、生态工业等绿色产业，走深走实
产业生态化、生态产业化路径。

会议审议了《中国西部（重庆）科学城国
土空间规划（2020-2035年）》。会议指出，
科学城东衔中梁山、西揽缙云山、南接长江、
北拥嘉陵江，涉及北碚、沙坪坝、九龙坡、江

津、璧山五区，其中重庆高新区直管园313
平方公里。要对标中央要求找准定位、明确
方位，以“一城多园”模式加强与四川合作共
建，提高区域协同创新发展能力，建设科学
之城、创新高地，努力成为具有全国影响力
的科技创新中心核心区。要加强规划衔接，
注重科学城规划与双城经济圈建设规划纲
要、“十四五”规划和国土空间总体规划等的
衔接。 （下转2版）

市规划委员会和市城市提升领导小组召开会议
唐良智主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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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记者

这个春天注定不平凡：一场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给
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带来严重影响，也给决战决胜脱贫攻坚出
了加试题。

其作始也简，其将毕也必巨。从决定性成就到全面胜利，
脱贫攻坚战要啃下最难啃的硬骨头，唯有坚定信心，绷紧弦、

加把劲。
距离如期完成脱贫攻坚目标任务还有200多天时间。在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脱贫攻坚决策部署指引下，贫困地区干部
群众抗疫情、战贫魔，正在向绝对贫困发起最后总攻。我们撷
取了春天里的5个“战贫”瞬间，展现基层干部群众打赢脱贫
攻坚战的决心和举措。

（下转6版）

春天里的5个“战贫”瞬间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脱贫攻坚决策

部署指引攻克最后的深贫堡垒

本报讯 （记者 汤艳娟）近
日，我市出台《关于深挖潜力促进农
民多渠道持续增收的具体措施》（以
下简称《措施》），围绕增加农民收
入、推动创新创业等6个方面，提出
让农民鼓起钱袋子的22条增收措
施。

此次出台的《措施》紧扣全面小
康之年补齐农民增收短板的硬任
务，最大限度降低新冠肺炎疫情对
农民收入的影响，坚持“农外损失农
内补、当期损失全年补”的思路，从
拓展农民经营收入、增加农民务工
收入、增加农民财产收入、稳定农民
转移收入、推动农村创新创业、增加
农村困难群体收入等6个方面提出
了22条具体增收措施，加快培育农
民收入新增长点，巩固农民持续稳
定增收良好形势。

在拓展农民经营收入方面，《措
施》提出深度挖掘全产业链增值潜
力，紧扣特色产业、农产品加工、科
技服务等农业经营重点领域提出了
6条举措，大力培育农民家庭经营
收入新的增长点。其中，我市今年
要大力提速恢复生猪产能，计划新
增生猪产能200万头等。

在增加农民务工收入方面，《措
施》针对稳定和增加农民就业岗位
提出了4条具体举措，确保在有效
化解疫情影响的同时，保证农民工
资收入的稳步增长。其中，我市将
深入推进乡村振兴战略行动计划
72个三年重点项目，全面实施乡村
振兴十大重点工程，注重吸纳当地
农民参与建设，今年新增阶段性就
业5万人。

（详见3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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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法治手段根治农民工欠薪问题
——《保障农民工工资支付条例》解读

下调20个基点！
1年期LPR降至3.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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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匡丽娜 黄琪奥

4月20日，我市初三、高三和中职毕业
年级开学复课，涉及全市1300余所学校、70
余万师生。学生在校学习情况如何？就餐
问题怎么解决？围绕家长关心的问题，重庆
日报记者当天对一些学校开学情况进行了
采访。

学生提交温度自测单
教室外放置免洗手消毒液

7时10分，重庆第二十九中学校门口，
学生们戴着口罩，相互间隔1米的距离，在
老师的引导下依次进行体温检测后进入校
园。几个月没有见面，学生们在校园相聚显

得有些兴奋，他们相互挥手致意。
“今天看到同学真高兴！”初三（1）班学

生陈志轩告诉记者，“尽管疫情给学习生活
带来不便，但我们的学习劲头不会松懈。”

“开学前，学校每位老师都做了核酸检
测，每位师生必须提供健康承诺书、健康卡、
共同居住者的轨迹和健康状况、渝康码、复
工复产信息等5项资料，确保身体健康才能

返校。”该校初三（8）班班主任陈茜表示。
“请同学们保持距离，把温度自测单拿

在手中。”在南坪中学校，初三、高三年级学
生进校前需先提交温度自测单（上面有自测
的体温数据、班级、姓名等信息），然后在校
门口通过体温检测才能进入校园。“进入教
室前，班主任还要对学生再次进行测温。”

（下转2版）

入校

▲4月20日，重庆徐悲鸿中学校，食堂外新增了水槽，学生洗手
十分方便。 记者 卢越 摄

重庆校园又闻琅琅读书声
各区县及相关部门全力护航开学复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