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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此哈尔滨工业大学建校 100 周年之
际，我代表党中央，向全校师生员工和校友致
以热烈的祝贺和诚挚的问候！

哈尔滨工业大学历史悠久。新中国成立
以来，在党的领导下，学校扎根东北、爱国奉
献、艰苦创业，打造了一大批国之重器，培养
了一大批杰出人才，为党和人民作出了重要

贡献。希望哈尔滨工业大学在新的起点上，
坚持社会主义办学方向，紧扣立德树人根本
任务，在教书育人、科研攻关等工作中，不断
改革创新、奋发作为、追求卓越，努力为实现

“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的中国梦作出新的更大贡献。

习近平
2020年6月7日

（新华社北京6月7日电）

贺 信
新华社北京6月7日电 中共中央总

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7
日致信祝贺哈尔滨工业大学建校100周
年，向全校师生员工和校友致以热烈的祝
贺和诚挚的问候。

习近平在贺信中指出，哈尔滨工业大
学历史悠久。新中国成立以来，在党的领
导下，学校扎根东北、爱国奉献、艰苦创业，
打造了一大批国之重器，培养了一大批杰
出人才，为党和人民作出了重要贡献。

习近平希望哈尔滨工业大学在新的

起点上，坚持社会主义办学方向，紧扣立
德树人根本任务，在教书育人、科研攻关
等工作中，不断改革创新、奋发作为、追求
卓越，努力为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
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作出新的
更大贡献。

哈尔滨工业大学始建于 1920 年，
1954年进入国家首批重点建设的6所高
校行列。多年来，学校形成“厚基础、强实
践、严过程、求创新”的人才培养特色，培
育出一批优秀人才。

习近平致信祝贺哈尔滨工业大学建校100周年

新华社北京6月7日电 （记者 陈芳 陈聪）中国国务
院新闻办公室7日发布《抗击新冠肺炎疫情的中国行动》白皮
书。

这一白皮书是真实记录中国抗疫艰辛历程的重要文献，
约3.7万字，包括前言、正文和结束语。正文分为四个部分，
分别是中国抗击疫情的艰辛历程、防控和救治两个战场协同
作战、凝聚抗击疫情的强大力量、共同构建人类卫生健康共同
体。

“新型冠状病毒肺炎是近百年来人类遭遇的影响范围最
广的全球性大流行病。”白皮书指出，面对前所未知、突如其

来、来势汹汹的疫情天灾，中国果断打响疫情防控阻击战。中
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高度重视、迅速行动，习近平总书记亲自
指挥、亲自部署，统揽全局、果断决策，为中国人民抗击疫情坚
定了信心、凝聚了力量、指明了方向。

白皮书指出，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疫情防控工作，全
面加强集中统一领导，强调把人民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放
在第一位，提出“坚定信心、同舟共济、科学防治、精准施策”
的总要求，明确坚决打赢疫情防控的人民战争、总体战、阻
击战。 （下转2版）

（7-10版刊登《抗击新冠肺炎疫情的中国行动》白皮书）

真实记录中国抗疫艰辛历程的重要文献

《抗击新冠肺炎疫情的中国行动》白皮书发布

两江短评

□刘江

20万份消费券，12分钟一抢而空——
相继启动的重庆6·18电商节和“重庆六六
数字消费节”上，派发的各种实实在在的
优惠“大礼包”，见证着市民消费热情的高
涨，并持续不断地转化为真实的消费场景
和经济活力。

随着疫情防控进入常态化，此前被疫

情抑制、冻结的消费需求，能否及时有效
地得到回补、释放，直接影响着下一阶段
的经济增长。这个时候，推动消费回升，
不断增强消费对经济发展的基础性作用，
是做好“六稳”工作、落实“六保”任务的重
要举措。

疫情期间的“宅生活”，让许多人开始
习惯数字化消费。这次电商节的一大特
点，正是推动线上线下活动融合，更加顺

应消费新趋势、新业态、新模式。通过派
发消费“大礼包”，创造优质实惠的消费供
给，让大家尽情体验“买买买”的快乐，最
直接的效果就是把人气聚起来、把商气汇
起来，有力激发市场主体的积极性，促进
消费回补和潜力释放，在激活经济发展新
动能的同时，也创造了“在危机中育新机、
于变局中开新局”的更多可能。

重庆正在加快建设具有全球影响力的

国际消费中心城市。这一发展愿景意味着，
重庆要的不仅是消费的复苏，还要提升整个
消费市场的“颜值”和“气质”。因此，今年升
级版的重庆6·18电商节，不仅仅是一次应
对疫情的促消费举措，更是一次积极探索：
以电商节为契机，助力商家打造更多消费
新场景新渠道，集聚更优质的消费资源、提
供更优质的消费服务和环境，为重庆建设国
际消费中心城市提供更强劲动力。

从消费券、打折到秒杀、拼团、特价，
从线上活动到线下体验……市民的消费
热情，正在加速推动这座城市的经济复
苏。

消费“大礼包”激发新动能

本报讯 （记
者 黄 乔）做好

“六稳”工作、“六
保”任务，就业摆
在首位。6 月 5
日，重庆日报记者

从市人力社保局获悉，新冠肺炎疫情发生以来，我市围绕落实
“稳就业”政策、突出重点群体、创新就业服务、开展线上培训
和做好兜底保障五个方面，统筹推进疫情防控和保就业工作，
织紧织牢就业保障网。截至5月底，我市近72万有就业意愿
贫困劳动力实现转移就业。

在落实稳就业政策方面，我市围绕“免、减、缓、返、补”五
个方面，减轻企业负担，稳定就业岗位。“免”“减”指阶段性减
免企业养老、失业、工伤三项社保的单位缴费部分；“缓”指允
许受疫情影响生产经营出现严重困难的企业缓缴社保费，缓
缴期间免收滞纳金，并放宽社保缴费时限要求；“返”指加大失
业保险稳岗返还的力度；“补”指用好用足培训补贴、求职创业
补贴、吸纳就业补贴等政策，支持劳动者提高技能、就业创业，
鼓励企业开展培训、吸纳就业。

据统计，截至5月底，我市累计为企业减免三项社保费
80亿元，返还中小企业社保费2.64亿元，落实社保补贴、岗位
补贴、稳岗补贴共计2.95亿元。

在突出重点群体方面，始终把高校毕业生就业作为就业
工作的重中之重，采取针对性措施，促进高校毕业生就业创
业。同时，积极促进贫困劳动力就业，建立日调度机制，利用
信息系统优先采集就业意愿，提供“点对点”服务优先组织返
岗，落实奖补政策鼓励企业优先招聘吸纳，开发公益岗位优先
安置。截至5月底，近72万有就业意愿贫困劳动力“应转尽
转”。

同时，我市还开展“春风行动”线上招聘和“百日千万网络
招聘专项行动”，为劳动者提供岗位信息，畅通企业复工复产
用工渠道。截至5月底，在各项招聘活动中，1.36万家企业发
布就业岗位64万个，吸引37.5万名求职者线上求职。我市还
积极推进川渝就业创业联盟建设，协同优化两地公共就业服
务，共同落实“六稳”“六保”首要任务。

在开展线上培训方面，积极探索“互联网+职业技能培
训”，通过丰富培训资源、落实培训补贴、强化培训监管，大规
模开展百日免费线上技能培训行动。1-5月，累计开展职业
培训7.85万人次，同比上升112.16%。

“我们还牢牢兜住失业人员基本生活保障这一民生底
线。”市人力社保局相关负责人介绍，1-5月，我市开发临时性
防疫公益岗位安置1.2万名城乡劳动者。截至目前，利用就
业补助资金开发公益性岗位结存安置5.28万人，临时性防疫
公益岗位结存安置6880人，向8.26万名失业人员发放失业
保险金4.32亿元。

疫情发生以来至5月底

我市累计为企业减免
三项社保费80亿元

生态修复后的缙云山黛湖。 记者 万难 摄/视觉重庆

6 月7 日，江北区北城天街，
众多市民在商场内购物休闲。

连日来，我市陆续开展系列
促消费活动，提振消费信心，拉
动消费回升。据了解，目前市内
主要商圈人气明显增加，各大商
场也通过消费券、直播、云商城
等多种形式吸引客流，有效带动
了消费。

记者 罗斌 摄/视觉重庆

重庆各大商场
人气明显回升

本报讯 （记者 颜安 通讯员 饶金兰）“敢吃黄连苦，
不怕辣椒辣，后享蜂蜜甜。”石柱土家族自治县中益乡脱贫攻
坚进程中，流传着这样一句话。6月5日，由南岸区、石柱县共
同打造的“周末集市”在该区行政中心B区举行首场展销，黄
连、辣椒等20余种来自大山的绿色农产品热销。

“此次带来的农副产品中，有从当地农户家里直接收来的
初级农产品，还有石柱县9家企业生产的优质农产品。”华溪
村党支部副书记罗浩说，今年因新冠肺炎疫情影响，石柱县约
三成的莼菜销路受阻，农户生产压力增大。南岸区“周末集
市”不仅拓宽了农产品的销路，还让绿色农产品“走”出大山，
丰富了市民餐桌。

除了莼菜、辣椒等石柱县主要特产外，土鸡、土鸭、土豆
粉、腊肉、土鸡蛋等农副产品因绿色健康的品质，在现场掀起
了阵阵赶集热潮。上午10时30分“周末集市”正式开张，短
短两个小时，销售金额超过4万元。

今年以来，南岸积极推进电商帮扶、产销对接、农产品采
购，帮助石柱消费扶贫。其中，通过国家“扶贫832”平台，南
岸区政府、各企事业单位采购石柱扶贫产品18万元。元旦期
间，区商务委帮助石柱县农产品销售企业在南坪步行街举办
推进会，现场销售35万元，线上销售18万元。

南岸区商务委相关负责人表示，“周末集市”的开办，将进
一步解决华溪村、中益乡及周边乡镇的农副产品销售问题。
接下来，南岸将快速推动“春雷计划”落地，打造淘宝直播基
地，帮助石柱线上直播销售，同时依托阿里资源，进一步为石
柱优质莼菜等特色农副产品打开销路。

“周末集市”助力
绿色农产品快速出山
南岸携手石柱中益乡开展消费扶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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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宁画传》（纪念版）带你走进历史的真实

生动展现革命导师光辉形象

□本报记者 汤艳娟

6月6日，位于嘉陵江一级支流梁滩河
北碚段的大磨滩湿地公园内，络绎不绝的游
客沿着河堤步道散步休闲，欣赏着这里清水
绿岸的美丽景象。

同一时段，地处缙云山上的黛湖同样游
人如织，骑车、漫步、赏景……人们在翠林间
尽情享受清风沁脾、鸟语花香的惬意时刻。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北碚区坚持
当好生态卫士，擦亮了山水之城的生态底色，
探索“生态美、百姓富”的高质量发展之路。

林长制“全力护山”——
缙云山重现“绿肺”活力

5月初，正在北碚区东阳街道观音峡林
场内巡山的护林员周开朗发现，盐东路上有
不法大货车司机倾倒建筑垃圾，严重破坏了
缙云山片区西山坪森林植被。

北碚区林长制办公室得知这一情况后，
立即派街道、村林长采取了严防死守的方式

“破案”。5月12日凌晨，大家终于等来再次
来此倾倒垃圾的车辆，并将涉事司机交由相
关部门处置。

作为林长制的15个试点区县之一，北

碚区开展林长制试点工作范围涉及主城区
“四山”中的缙云山、中梁山，幅员面积
349.19 平方公里，占北碚辖区总面积的
46％，涵盖15个街镇、80个村（社区）。

自2019年7月全面启动林长制试点工

作以来，北碚区严格落实“5+1”运行机制，
按照“一山设一长、一长一办公室”工作机
制，建立区级、镇级、村级林长组织体系，明
确三级林长共196名。全区划分林长制巡
查责任网格80个，对应配置网格护林员160

名，实现网格护林员管理全覆盖，实现了“山
林有人管、事情有人做、责任有人担”。

“缙云山是重庆主城区重要生态屏障，
深入推进缙云山综合整治、开启综合提升项
目，是我们区林长制试点工作的重要任务。”
北碚区林长办副主任、区林业局党组成员王
文友介绍，一年来，该区重点开展了推进生
态修复、推动环道建设、全域提升环境品质、
生态搬迁试点的“四大工作”。

其中，为了促进缙云山的“绿肺”和天然
屏障功能得到有效复苏，北碚区在缙云山区
域累计栽种乔木、灌木、草本植物等86种、
75万株（棵），恢复水域1.79万平方米，修复
生态36.5万平方米。同时，该区实施了生态
搬迁试点，将核心区、缓冲区内208户、536
名居民全部纳入生态搬迁范围，引导帮助
203户、520名居民搬出自然保护区，覆土复
绿1.6万平方米。

区林业局行政执法安全科科长张静介
绍，按照我国自然保护区管理条例的规定，缙
云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的核心区禁止任何单
位和个人进入，而缓冲区也只能进行科研观
测。一年来，北碚区累计拆除缙云山内违法
建筑8.8万平方米，自然保护地缙云山片区收
集到的205个问题已整治完成203个。

（下转2版）

为了山水之城的生态底色
——北碚探索“生态美、百姓富”高质量发展之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