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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江四岸核心区如何
打造成重庆新名片

市住房城乡建委相关负责人解读《实施方案》

4版刊登

“再贷款暖企百日行动”
解企业燃眉之急

全市重点保障企业获优惠利率贷款115
亿元；近万户个体工商户、小微企业、农户及涉
农企业等获普惠性贷款93亿元

强化举措推进西部大开发形成新格局，
是党中央、国务院从全局出发，顺应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区域协调发展进入
新阶段的新要求，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作
出的重大决策部署。党的十八大以来，在以
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西
部地区经济社会发展取得重大历史性成就，
为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奠定了比较坚实
的基础，也扩展了国家发展的战略回旋空
间。但同时，西部地区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
题依然突出，巩固脱贫攻坚任务依然艰巨，
与东部地区发展差距依然较大，维护民族团
结、社会稳定、国家安全任务依然繁重，仍然
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
的短板和薄弱环节。新时代继续做好西部
大开发工作，对于增强防范化解各类风险能
力，促进区域协调发展，决胜全面建成小康
社会，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

征程，具有重要现实意义和深远历史意义。
为加快形成西部大开发新格局，推动西部地
区高质量发展，现提出如下意见。

一、总体要求
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

想为指导，全面贯彻党的十九大和十九届二
中、三中全会精神，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
体布局，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落
实总体国家安全观，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
调，坚持新发展理念，坚持推动高质量发展，
坚持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深化市场
化改革、扩大高水平开放，坚定不移推动重
大改革举措落实，防范化解推进改革中的重
大风险挑战。强化举措抓重点、补短板、强
弱项，形成大保护、大开放、高质量发展的新
格局，推动经济发展质量变革、效率变革、动
力变革，促进西部地区经济发展与人口、资

源、环境相协调，实现更高质量、更有效率、
更加公平、更可持续发展，确保到2020年西
部地区生态环境、营商环境、开放环境、创新
环境明显改善，与全国一道全面建成小康社
会；到2035年，西部地区基本实现社会主义
现代化，基本公共服务、基础设施通达程度、
人民生活水平与东部地区大体相当，努力实
现不同类型地区互补发展、东西双向开放协
同并进、民族边疆地区繁荣安全稳固、人与
自然和谐共生。

二、贯彻新发展理念，推
动高质量发展

（一）打好三大攻坚战。把打好三大攻
坚战特别是精准脱贫攻坚战作为决胜全面
建成小康社会的关键任务，集中力量攻坚克
难。重点解决实现“两不愁三保障”面临的

突出问题，加大深度贫困地区和特殊贫困群
体脱贫攻坚力度，减少和防止贫困人口返
贫，确保到2020年现行标准下西部地区农
村贫困人口全部实现脱贫，贫困县全部摘
帽。在全面完成脱贫任务基础上压茬推进
乡村振兴战略，巩固脱贫攻坚成果。结合西
部地区发展实际，打好污染防治标志性重大
战役，实施环境保护重大工程，构建生态环
境分区管控体系。精准研判可能出现的主
要风险点，结合西部地区实际，进一步完善
体制机制，拿出改革创新举措。坚持底线思
维，强化源头管控，有效稳住杠杆率。

（二）不断提升创新发展能力。以创新
能力建设为核心，加强创新开放合作，打造
区域创新高地。完善国家重大科研基础设
施布局，支持西部地区在特色优势领域优先
布局建设国家级创新平台和大科学装置。

（下转2版）

中共中央国务院

关于新时代推进西部大开发形成新格局的指导意见

本报讯 （记者 陈维灯）近日，生态环
境部通报2019年度《水污染防治行动计划》
（即“水十条”）实施情况，在22个实施情况
为“好”的省市中，重庆的综合评估排名首
位，其中水质目标和工程措施两项指标均排
名第一。

重庆地处长江上游、三峡库区腹地，保
护好长江母亲河和三峡库区，事关重庆长远
发展，事关国家发展全局。2019年，重庆认
真贯彻落实“水十条”，深化水污染防治各项
措施，有效保障了三峡库区水环境安全。

2019年，长江干流重庆段水质总体为
优，纳入国家考核的42个断面水质达到Ⅲ
类以上比例为97.6%，优于90.5%的年度目
标；纳入市级考核的105个断面水质达到年
度目标的比例为94.3%，同比提高8.6个百
分点；市控监测的211个断面水质达到水域
功能的比例为93.8%，同比提高6.1个百分
点；全市无劣Ⅴ类断面；城市集中式饮用水
水源地水质达标率为100%，城乡饮用水源
总体安全；48段城市黑臭水体整治成效得
到巩固；长江流域重庆段未发生重、特大水
污染事件。

在加强水环境治理方面，2019年市生
态环境局组建了重点流域监督指导组，全年
累计组织2000人次开展重点流域巡查检
查；建立不达标重点河流日分析、周评判、月
调度工作机制，每天分析自动站水质波动情
况，每周结合日常巡查评判流域水质变化趋
势，每月调度流域综合治理进展、评估流域
整治成效，针对性提出解决措施。对水环境
质量不达标的11个区县政府进行约见、3个
区县政府实施约谈，现场督办龙溪河等18
条河流污染治理工作。 （下转4版）

本报讯 （记者 张国勇 周雨 陈维
灯）5月14日上午11点，重庆智邦信息技术
有限公司会计李俊霖，通过“渝快办”铜梁平
台申请开办企业；下午3点半，区市民服务
和营商环境促进中心服务专员便将营业执
照、公章、税控设备等送到李俊霖的手中，整
个办理过程实现了“四零”，即零材料、零收
费、零见面、零跑路。

今年4月10日，铜梁开始推行“四零”改
革，目前已有203家新开办的企业享受到该
服务。

具体而言，“零材料”就是实行全程电子

化网上登记，所有申请信息均由企业自主在
网上通过格式化数据形式填报；“零收费”就
是对开办的企业由区财政统一解决印章刻
制费用，免收税控设备费、银行基本户开户
费，企业无需缴纳任何费用；“零见面”就是
实行企业设立登记、刻制印章、申领发票、就
业社保登记全流程网上申请，相关部门网上
审核，结果实时反馈，实现不见面审批；“零
跑路”就是专人负责，将审批结果物当日送
达企业。

“3年前，像智邦公司这样的企业办理开
办手续，至少要用十多天时间。”该区市民服
务和营商环境促进中心主任万承先介绍，那
时企业要先到工商部门办理营业执照，再分
别到公安部门办理印章备案、税务部门办理
税务登记、人社部门办理就业社保登记、银
行办理开户等，才能办完手续。

自2017年以来，铜梁将推进行政审批
制度改革作为全面优化营商环境的一项重
要内容，实现了“三年三大步”：2017年，狠

抓行政审批流程再造集成创新，涉企审批由
267个工作日压减到10日以内；2018年，狠
抓“互联网+综合窗口”，396项政府服务事
项实现“一窗受理、一网通联、一站办结”；
2019年，狠抓承诺制信任审批，推行容缺办
理、材料后补，实现“一件事情一次办”、42
件事立等可取。

今年3月底，铜梁面对新冠肺炎疫情带
来的挑战，决定在前期“三大步”的基础上大
力推动“四零”改革，进一步优化营商环境，
为推进复工复产和保居民就业、保市场主体
提供坚强保障。

今年以来，铜梁共新增企业525家，其
中超三成企业是在“四零”改革后开办的。

“持续优化的营商环境，已成为推动铜梁经
济实现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力量。”铜梁区委
书记唐小平说，从2017年至今，铜梁共新增
了5500多家企业，地区生产总值由2016年
的341亿元增长至2019年的616亿元，3年
翻了近一番。

铜梁推行企业开办“四零”改革
目前已有203家新开办企业享受该服务 本报讯 （记者 颜若雯）5月15日，市五届人大常委会

第三十四次主任会议举行。市人大常委会主任张轩主持会
议。

会议听取了市高法院、市检察院关于人事任免事项的汇
报，听取了市政府关于《重庆市人大常委会对〈重庆市人民政
府关于2018年度市级预算执行审计整改情况的报告〉的审议
意见》《重庆市人大常委会对〈重庆市人民政府关于全市基本
医疗保险工作情况的报告〉的审议意见》《重庆市人大常委会
对〈重庆市人民政府关于我市民族地区和深度贫困乡镇脱贫
攻坚工作情况的报告〉的审议意见》研究处理情况的汇报，听
取了市人大法制委、常委会法制工委关于重庆市人大常委会
基层立法联系点有关情况的汇报，听取了市人大民宗侨外委
关于《秀山土家族苗族自治县人民代表大会关于修改〈秀山土
家族苗族自治县锰矿资源管理条例〉的决定》审查意见的汇
报，听取了市人大社会委关于《重庆市人力资源市场条例（草
案）》审议情况的汇报。

会议还听取了市人大常委会人代工委关于人事任免事项
的汇报，听取了市人大常委会办公厅关于举行市五届人大常
委会第十八次会议补充事项的汇报。

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刘学普、周旬、杜黎明、沈金强、张定
宇、夏祖相、王越，秘书长龙华出席会议。

市五届人大常委会
第三十四次主任会议举行

张轩主持会议

5月17日，璧山城区内，穿城而过的璧南河水清岸绿，美不胜收。去年，璧山区改造提升了42家污水处理厂处理能力，其中乡镇污水厂的
出水标准达到最高的一级A标，使河道内水质更干净，河道自净功能进一步增强。 特约摄影 钟志兵

其中水质目标、
工程措施两项指标均
排名第一

2019年“水十条”评估
重庆位居全国首位

□新华社记者

人类迈入公元2020年，历史写
下惊心动魄的又一篇章。

中国，正全力决胜全面小康、决
战脱贫攻坚；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
局加速演变。此时，一场突如其来
的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席卷全
球。

中国怎么做？世界怎么办？
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

带领14亿中国人民作出历史性抉
择：以“生命至上”凝聚万众一心，以
举国之力对决重大疫情，以“人类命
运共同体”共克时艰。

经历顽强奋斗和巨大牺牲，中
国有效遏制了病毒传播，为全球战

“疫”作出了重要贡献。

大疫突袭，果敢出手，
挽狂澜于既倒

“要把人民群众生命安全和
身体健康放在第一位，制定周密
方案，组织各方力量开展防控，采
取切实有效措施，坚决遏制疫情
蔓延势头。” ——习近平

2020，岁在庚子。
“封城！”
2020年1月23日上午10时，

农历除夕前最后一个工作日，武汉
成了一场战役的中心。

管控一座千万级人口城市的人
员流动，世所未见。又值阖家团圆
的传统佳节，更显不同寻常。

习近平总书记于1月22日亲
自作出这一战略决策，他强调：“作
出这一决策，需要巨大政治勇气，但
该出手时必须出手，否则当断不断、
反受其乱。”

1月20日，正在云南考察调研
的习近平总书记对新冠肺炎疫情作
出重要指示，“要把人民群众生命安
全和身体健康放在第一位，制定周
密方案，组织各方力量开展防控，采
取切实有效措施，坚决遏制疫情蔓延势头”。

人民至上！这是中国共产党的使命担当，是习近平总书
记念兹在兹的执政信条，也是举国上下同疫魔较量的动力源
泉。

“人民生命重于泰山！只要是为了人民的生命负责，那么
什么代价、什么后果都要担当。”习近平总书记的话掷地有声。

隆冬，正是病毒易于传播的时节。春节，正是春运开足马
力的当口期。此时一场始料未及的疫情突袭“九省通衢”的武
汉。

时间，回拨到元旦前夕。
这个春节来得早。武汉东湖之畔，万盏花灯流光溢彩；城

中闹市，煨汤擂台赛升腾人间烟火。
然而，就在这欢乐祥和之中，一个看不见、摸不着的“恶

魔”悄然而至。
2019年12月底，湖北省中西医结合医院。
“有一家3口，出现相同症状。一般不会3人同时得一样

的病，除非是传染病。”经历过非典救治的呼吸与重症医学科
主任张继先心里一紧。

甲流、乙流、合胞病毒、腺病毒、鼻病毒、衣原体、支原
体……一系列检查做下来，结果更让她警觉。

不是流感！
随后，又来了4位病人，一样的发烧、咳嗽，一样的肺部表现。

“这是我们从来没有见过的病。”一个警觉的念头冒出来，
张继先迅速向医院报告。

（下转5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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循着习近平总书记的足迹，感受那山那水
□新华社记者

3月，重访浙江安吉余村、考察西溪湿地。
4月，走进秦岭深处，察看生态保护情况。
5月，在汾河岸边了解流域综合治理成果。
短短一个半月里，习近平总书记三赴地方考察，生态环保

主题贯穿其中。党的十八大以来，山山水水见证了习近平总
书记心系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情怀。

善待我们的母亲河
12日中午，山西太原。
山西皮划艇队的队员们，在波光粼粼的汾河上奋力挥

楫。水面上划过一道道清亮的涟漪。

说起汾河，教练金刚很激动：“我们是汾河生态环境修复
的最大受益者。”

山西皮划艇队成立于2013年。这个内陆省份的水上运
动队，一直以来就没有自己的水上运动场所。综合治理之前
的汾河，水量少水质差。

汾河是黄河第二大支流，孕育了灿烂的三晋文化。然而，
长期过度利用和污染曾经让这条山西的母亲河“有水皆污”，
太原市的9条支流成为黑臭水体，沿河市民苦不堪言。

无奈之下，前几年金刚和队员们只能去南方训练。
转机出现在2017年。这年6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山西考

察时明确指出一定要高度重视汾河的生态环境保护，让这条
山西的母亲河水量丰起来、水质好起来、风光美起来。

（下转2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