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黔江 三级书记抓扶贫 吹响决胜冲锋号
“‘一把手’督战，党员干部尽锐

出战，把主要领导50%、分管领导
90%的工作精力放在脱贫攻坚上！”
5月13日，黔江区委主要负责人在区
扶贫开发领导小组2020年第三次会
议上，对全区党员干部提出要求，吹
响了啃下脱贫攻坚最后“硬骨头”的
冲锋号。

今年是脱贫攻坚决战决胜之
年。黔江统筹推进战疫战贫，深化
“三级书记”抓扶贫，强化“五类书记”
督战、“双组长制”“指挥长制”，集中
优势兵力推进“百日大会战”，确保脱
贫攻坚靶心不偏、焦点不散、标准不
变，决战决胜脱贫攻坚。

一线奔忙促脱贫

“茶园上肥了没有？生产生活中还
有哪些困难？”连日来，黔江区委宣传部
派驻中塘镇双石村驻村“第一书记”王运
洪，走村入户遍访查摆问题，了解群众生
产生活和产业发展情况，扎实推进决战
决胜脱贫攻坚。

自2017年11月担任双石村第一
书记以来，王运洪结合村里实际，在充
分听取民意的基础上，确立了双石“三
园”为基础的产业发展之路。现发展
茶叶1540亩、油茶4800亩，让6340
亩撂荒地变成了茶园；栽植紫薇1.5万
株，美化村道50公里。他还积极协调

有关部门，建水池、安管网，让村民们
喝上“放心水”。组织人居环境整治，
全村面貌焕然一新。

敢想敢干、干就干成的工作作风和
为民服务的情怀，让王运洪收获了村民
普遍赞誉。今年初，他被评为全区“最
美扶贫人”，同时上榜“重庆好人”。

同为“茶书记”“最美扶贫人”的刘
宗华是城西街道关云村党支部书记。
近期，他同样忙得不可开交。

关云村是城西街道唯一的深度贫
困村，位于城市饮用水源地上游，不宜
发展养殖业。

2018年5月，在主城务工的刘宗华
回村担任党支部书记。在他的主导下，
村里引进业主发展油茶2050亩，全村
301户农户利用闲置土地种上了油茶。
并携手两个兄弟社区，在国道319线塘
坊社区段修建联合便民服务中心，利用
闲置房产发展集体经济，全村每年可实
现村集体经济收入10余万元。目前，全
村60户建卡贫困户已全部脱贫。

和王运洪、刘宗华一样，今年以来，
黔江95个贫困村“第一书记”、219个村
（社区）党（总）支部书记与辖区群众同
呼吸共命运，在决战脱贫攻坚、决胜全
面小康路上携手共进，创造美好未来。

立足岗位战贫困

初夏时节，金溪镇满山遍野的桑

林绿意盎然；集镇干净整洁有序，显得
十分清爽……一幅美丽乡村画卷徐徐
展开。作为全市18个深度贫困乡镇
之一的金溪镇，在镇党委书记李波的
带领下，正由脱贫攻坚的“主战场”，变
为乡村振兴的“示范地”。

2018年3月，李波调任金溪镇担
任党委书记。上任两月，他就跑遍了
全镇所有村社进行调研，针对有些干
部存在的“懒散拖”等作风不实问题，
带头并要求除值班人员外的全部镇干
部下沉到村做好群众工作，推动精准

脱贫。此后，他又带领干部逐村制定
发展规划，逐项落实相应产业项目、基
础设施建设……

目前，金溪镇正以打造全市高质
量脱贫示范镇、健康扶贫示范镇、乡
村振兴示范镇为目标，进一步完善基
础实施，加快产业发展，改善人居环
境，深化金溪护工、金溪被服、金溪农
场“三金”品牌。

以李波为代表，黔江30个乡镇街
道党（工）委书记坚守岗位，督战脱贫
攻坚。区级各部门、国市在黔单位党

组织书记也积极作为，抓好项目到村
资金到户措施到人，全力以赴决战决
胜脱贫攻坚。

在聚焦解决“两不愁三保障”和
饮水安全突出问题中，区水利局通
过实施农村饮水安全巩固提升工
程，让老百姓喝上“放心水”。该局
党委书记段拥军表示，接下来将全
力完成农村饮水安全巩固提升工
程，加强农村饮水安全工程运行管
理，保障农村饮水安全。

去年，黔江区累计兑现教育资助
资金9402.61万元，惠及学生13.75万
人次，全区无贫困家庭学生因贫失学
辍学。区委教育工委书记、区教委主
任米仁文表示，将推动城乡教育一体
化发展，全面解决好教育脱贫攻坚和
教育民生相关问题。

把准方向奔小康

金溪镇长春村、太极乡太河村，是
脱贫攻坚市级挂牌督战村。

3月9日，黔江区委书记余长明深
入两村，了解产业发展和挂牌督战工
作情况。要求聚焦“两不愁三保障”和
饮水安全突出问题，逐户逐项查漏补
缺、补齐短板，逐一整改、举一反三，坚
决攻克深度贫困堡垒。

区委主要负责人一线督战，进一
步提振了黔江干部群众决战决胜脱贫

攻坚的信心。脱贫攻坚中，区委主要
负责人通过调研走访、明察暗访、会议
传达、书面批示、联系帮扶等多种形
式，及时全面贯彻落实上级工作要求。

新冠肺炎疫情发生以来，黔江区
委主要负责人带队，先后走访全区
30个乡镇街道，主持召开区委常委
会（扩大）会议、区扶贫开发领导小组
会议等系列会议，逐一分析评估疫情
对脱贫攻坚的影响。根据评估，黔江
区坚持“六不过夜”，全面部署定方
向，强化分析研判，准确把握形势，找
准着力点，确保战疫战贫有力有序推
进。

针对巡视“回头看”、国家成效考
核反馈问题整改工作，黔江区委结合
脱贫攻坚实际，按照“召开一系列会
议、成立一个领导机构、制定一套方
案、开展一项行动”“四个一”方式开
展工作，有力推动整改落实落地。同
时，坚持立行立改，对反馈的个性问
题进行全面整改。

3月20日以来，黔江区先期启动
脱贫攻坚“百日大会战”，掀起决战决
胜脱贫攻坚高潮。

黔江将围绕年度目标任务找差
距、添措施、补短板，坚定必胜信心、
保持攻坚态势，确保决战决胜脱贫攻
坚，如期实现全面小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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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溪镇产业路

□新华社记者

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
三次会议正在审议《全国人民代表
大会关于建立健全香港特别行政
区维护国家安全的法律制度和执
行机制的决定（草案）》，受到广泛
关注。不出所料，蓬佩奥、佩洛西
等美西方政客在第一时间就跳出
来反对了，有的表示担忧不安，有
的扬言将作出强烈回应，有的甚至
威胁要制裁香港。我们不禁要问，
中国在自己领土上维护国家安全，
碍着了谁？

答案显而易见，这些反华政客
们恼羞成怒地大放厥词，恰恰彻底
暴露了外部势力干预香港事务、干
涉中国内政的政治谋算。

国家安全是国家生存发展的基
本前提，事关国家核心利益。世界
上任何国家，无论实行单一制还是
联邦制，国家安全立法都是国家立
法权力，属中央事权。中央政府对
所属地方行政区域的国家安全负有
最大和最终责任，也享有和行使一
切必要权力，这是基本的国家主权
理论和原则，也是世界各国的通
例。香港回归以来，维护国家安全
的立法长期缺失，在维护国家安全
方面实际处于世所罕见的“不设防”
状态。尤其去年“修例风波”发生以
来，“港独”组织和本土激进分离势
力在外部势力支持下，实施触目惊
心甚至具有恐怖主义性质的暴力犯
罪，严重挑战“一国两制”原则底线，
严重危害国家主权、统一和领土完
整，令香港陷入极度动荡中，全社会
都付出惨痛代价。面对如此严峻局
面，从国家层面果断采取措施，完全
合理合法，具有放之四海而皆准的
正当性。

世界上没有任何国家会对严
重危害自身安全的行为坐视不
管。试问美国会允许自己国土上
存在“不设防”的城市吗？会允许
外国插手本国内政尤其是国家安
全事务吗？己所不欲，勿施于人！

事实上，美国、英国等西方国家制
定的维护国家安全的法律汗牛充
栋、名目繁多，包括人们熟知的美
国在“9·11”事件后制定的《爱国者
法案》《云法案》等，而且在司法实
践中形成了大量案例。这些国家
已构建涵盖立法、执法、检控、审判
以及罪犯改造等各方面的极严密
的国家安全法律制度体系。我们
不禁又要问，为何美西方国家自身
可以组织严密的维护国家安全网
络，中国就不能采取措施在自己的
领土香港堵住国家安全漏洞，让国
家安全和与之息息相关的人民权
益面对巨大风险？

心里越是藏着阴暗的算计，嘴
里往往越是充斥漂亮的词藻。美西
方政客操着“民主”“自由”“人权”的
老腔老调，对中国香港事务说三道
四，事实上哪里是真正关心香港市
民的利益福祉。去年 6 月以来，不
断升级的“黑暴”“揽炒”令广大香港
市民基本权利和自由受到严重侵害
和威胁。对此，美西方政客们“选择
性失明”，非但不谴责还美化违法暴
力，为暴徒撑腰打气，甚至出谋划
策。我们更要问问这些政客，你们
所谓的“民主”“自由”“人权”难道只
属于一小撮暴徒？而广大守法的香
港市民就应该被“黑暴”剥夺民主、
自由、人权？

中国从国家层面建立健全香港
特区维护国家安全的法律制度和执
行机制，打击的是分裂国家、颠覆国
家政权、组织实施恐怖活动的行为，
以及外部势力干预香港特区事务，
是为了维护绝大多数香港居民的合
法权益和切身利益，保障香港的长
治久安和繁荣稳定。

香港是中国的一个特别行政
区，是直辖于中国中央人民政府的
一个地方行政区域。香港特别行政
区维护国家安全立法的问题纯属中
国内政，任何外国无权干预。中国
政府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
的决心坚定不移，反对任何外部势
力干涉香港事务的决心坚定不移。
我们再次正告美西方反华政客及其
所代表的政治势力，就此“住嘴”
吧！趁早打消干预香港事务、干涉
中国内政的政治谋算。

（新华社北京5月24日电）

住嘴吧，反华政客们！
——中国的国家安全和香港事务决不容外部势力插手干预

新华时评

新华社宁波 5 月 24 日电 （记
者 顾小立）记者从宁波海事局获悉，
国内首条海底高铁隧道——甬舟铁路
金塘海底隧道海上钻探工作23日已
全部完成，为隧道主体的全面开工建
设打下重要基础。

甬舟铁路设计全长77公里，采取
“桥+隧”组合方式，其全线控制性工
程——金塘海底隧道全长16.2公里，
隧道最大埋深达78米。

据介绍，海上钻探主要通过海上平
台和施工船所携带的钻机，运用冲击

回转钻进的方式获取海底地层样品，
通过对样品的现场分析和实验室分析
获取海底地层的地质信息，查明隧道通
过地区的地形、地层、岩性，综合分析隧
道围岩岩性、构造、地下水发育情况。

宁波海事局通航管理处相关负责
人表示，金塘海底隧道海上钻探作业位
于交通繁忙的甬江口海域，水域环境复
杂，施工难度较大。今年3月以来，海
事部门通过“线上审核”“云监管”等创
新服务举措，帮助该项目顺利复工，目
前没有因为疫情影响工程进度。

全长16.2公里，最大埋深达78米

国内首条海底高铁隧道完成海上钻探

□本报记者 陈钧 实习生 王天翊

5月14日，世界领先的汽车零部件
供应商——佛吉亚歌乐电子,将其在中
国的首个独立法人研发总部落户在两
江新区。

5月15日，两江新区与广州呼吸健
康研究院、广州天鹏计算机科技有限公
司三方携手，在两江新区设立南山健康
医疗大数据人工智能研究院，中国工程
院院士钟南山将担任研究院荣誉院长。

5 月 18 日，国内顶尖的创投企
业——36氪集团将重庆总部布局在两
江新区，将在新区同时打造36氪媒体
重庆总部、鲸准研究院重庆分院、氪空
间重庆创新中心三大项目。

5天时间，3个创新类重磅项目落
户，是什么原因让他们一致选择两江新
区？重庆日报记者对此进行了采访。

“四个协同”探索科技创新
路，产业基础让创新“种子”落地
“开花”

5月9日召开的重庆主城都市区工
作座谈会明确，北部片区以两江新区为
主体，加快聚集科技创新、先进制造、现
代服务等高端功能，加快建成内陆地区
对外开放重要门户，打造以大数据智能
化创新为引领的智慧之城。

36氪集团创始人、董事长刘成城表
示，两江新区是内陆第一个国家级开发
开放新区，10年开发开放，不但为高质
量发展打下扎实基础，也为科技创新营
造了良好环境。

5月22日，两江协同创新区，御临
河风光旖旎，明月湖明、月山湖光山色
相映成趣。

“为了不辜负这一片青山绿水，两
江新区向全球征集方案，聘请国际知
名设计大师克里斯·兰克斯‘操刀’。”
两江协同创新区负责人王飞说，协同
创新区生态用地比例将达到50%，规
划的7个产、学、研、生活功能混合组
团，也将配置城市、组团、社区三级公
共服务体系。

“这就是两江协同创新区所坚持的
生态协同、生活协同。”王飞说。

不仅如此，两江协同创新区还追求
人才协同、产业协同。

人才协同方面，两江协同创新区大
力引进顶尖大学和研发机构，已有新加
坡国立大学、北京理工大学等20多所
高校及科研院所落户。

高端人才和机构聚集，迅速提高了
这一区域的创新能力。在新冠肺炎疫
情期间，落户该区域的华东师范大学、
武汉理工大学、同济大学、北京理工大学
等高校共计完成申报科技攻关项目12
个，涉及应急杀菌消毒设施及高效消毒
通道、高灵敏新冠病毒检测试剂盒研制、
智能人体外表面消毒门柜等产品和解
决方案。

产业协同方面，创新链与产业链的
深度融合，有望在未来催生出一批战略
性新兴产业集群。

比如，西北工业大学重庆科创中心
看准两江新区航空航天产业发展机遇，

准备在航空航天、新型材料方面下功
夫，向落户新区的全球低轨卫星移动通
信与空间互联网项目，以及民营火箭企
业零壹空间寻求合作。

又如，同济大学重庆研究院策划了
两条高端装备产业链，一条是整合重庆
风电装备制造和船舶制造优势资源，探
索“海上风电—风电制氢—氢能源船
舶”项目研发；另一条是结合重庆山水
城市特点，研发长江水环境应急清洁船
舶、高楼与山林火灾应急消防无人机等
智慧装备。

成果能落地，创新才能形成闭环。
两江新区拥有西部一流的产业基

础，特别是响应以大数据智能化为引领
的创新驱动发展战略行动计划，高质量
打造的两江新区数字经济产业园已落
户4500多家企业，能让创新“种子”迅
速落地“开花”。

凭借超强的创新成果转化能力，两
江协同创新区做好“四个协同”，为科技
创新中心探索新路。

集聚全球创新要素，悦来国
际会展城为创新成果展示交流
提供“会客厅”

创新，从来都不是“闭门造车”。创
新成果展示、交流，才能获得更广泛的
应用。

悦来国际会展城，恰好为创新成果
展示、交流，提供了一个“会客厅”。

传统概念里，会展带来人流、消费、
酒店住宿和基础设施使用，对经济的带
动效应是 1:9。但这只是“小会展经
济”，而“大会展经济”，则是会展作为一
种功能对其他产业的重大推动。

比如两届智博会的举办，通过会
议、展览、论坛、赛事，既展示本地智能
化成果，又吸收全球创新资源，极大地
促进了重庆智能化产业发展，为经济赋
能，为生活添彩。

4月29日，华为鲲鹏计算产业生态
重庆中心揭牌。华为公司重庆云与计
算业务部部长曾玉峰表示，华为加码布

局重庆，离不开两届智博会签约项目顺
利落地给予华为的信心。华为在2018
智博会签约的重庆软开云创新中心项
目，目前已为重庆376家企业提供软件
开发“上云”服务，帮助渝企降低软件开
发门槛，提高开发效率。

不仅如此，悦来国际会展城还为创
新成果落地，提供了丰富的应用场景。

重庆国际博览中心作为智博会的承
办展馆，率先在全国提出了智慧展馆的
概念，对自有的系列核心系统进行了智
能集成，推出了“智博会现场服务平台”，
集交通、餐饮、展会资讯、观展导航、物品
租赁、个性化体验等服务于一体。

此外，在已实现5G全覆盖的基础
上，重庆国际博览中心还探索“VR探
馆”，实现“线上+线下”观展融合。

与此同时，悦来智慧城管系统、悦
来城市操作系统，也能让不少创新成果
直接落地。

悦来国际会展城是全国首批16个
海绵城市试点地区之一，在其18.67平
方公里的范围内，布置了大量“黑科技”
产品，如会“呼救”的井盖、点亮“光影随
行”的智能路灯、“不会满溢”的智能垃
圾桶等等，可以让落户两江新区乃至重
庆的创新机构、科技企业大显身手。

智慧应用示范、打造“未来
之城”，礼嘉智慧公园是展示舞
台更是智能产业发展平台

高清摄像头跟踪游戏体验者的运
动轨迹，显示步数和热量消耗；绿影婆
娑的“智慧凉道”上，喷雾设备自动感知
环境降温除尘；机器人为游客端茶倒
水，弹奏钢琴……

在 2019 年第二届智博会开幕前
夕，礼嘉智慧公园一期亮相，以云尚花
林、陵江次元为生态本底，率先建成一
系列智慧生活场景，给市民和游客带来
沉浸式的体验，也让公园迅速走红，获
赞“未来之城”。

5月10日下午，在礼嘉智慧公园，
精心打扮的市民王阿姨正和“姊妹伙”

在“智慧凉道”上游玩拍照。凉道喷出
的水雾，在阳光照射下，产生了一道彩
虹。王阿姨说：“智慧公园很有‘耍
头’，在这里，智能化不再是我们听不
懂的概念，而是看得见、摸得着的智慧
生活。”

“礼嘉智慧公园伴随智博会而生，
它是永不落幕的智博会，也是永不落幕
的智慧生活舞台。”两江产业集团董事
长李毅表示，公园周边住宅将全部按照
智慧小区标准建设，临近的500亩智慧
商圈已经开工，园内的湖畔智芯、创新
中心、极客社区即将拔地而起。

其实，这里不仅是公园，更是智能
产业发展平台。

在礼嘉智慧公园，“智慧画框”可以
根据语音指令更换照片和画作，预报天
气，播放音乐；智能冰箱能够自主识别
果蔬品种，计算保鲜期，提醒使用者在
保质期内食用，还可以连接控制扫地机
器人、燃气热水器、空气净化器、空调等
家用电器。围绕智慧生活，这些智能设
备在展示的同时，正在走向市场，加速
重庆智能化产业形成集群。

两江新区管委会常务副主任王志
杰表示，“智慧之城”是市委、市政府对
两江新区的新定位。两江新区将按照
市委、市政府统一部署，积极融入成渝
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和全市“一区两
群”协调发展，以两江协同创新区、礼嘉
智慧公园、悦来会展城等平台为引领，
大力培育智能产业、发展智能制造、拓
展智慧城市应用，做靓“智慧之城”名
片，打造内陆开放门户。

两江协同创新区，一个面向海内外
科研工作者的协同创新智慧场景。

悦来会展城，一个提供智能化创新
成果交流的智慧会展场景。

礼嘉智慧公园，一个面向市民的未
来智慧生活体验场景。

透过三大平台、三大场景，两江新
区大数据智能化创新的逻辑已清晰可
见。两江新区做靓“智慧之城”名片，打
造内陆开放门户，加快建设两江协同创
新区，必将加快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
设科技创新中心的步伐。

培育智能产业 发展智能制造 拓展智慧城市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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