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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1月3日，习近平总书记主持召开中央财经委员会第六次会议作出推
动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的重大战略决策。市委、市政府认真贯彻落实中央
决策部署，切实把推动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作为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
个自信”、践行“两个维护”的实际行动，更加注重从全局谋划一域、以一域服务
全局。半年来，各部门各区县与四川方面积极开展
对接，共推各项工作，双城经济圈建设起步扎实、开

局良好、进展顺利。 （详见3版）

推动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的

N个第一次

□本报记者 王翔

近年来，我市深入贯彻共抓大保
护、不搞大开发方针，统筹山水林田湖
草系统治理，不断筑牢长江上游重要生
态屏障，打出一套“增绿+治污+禁捕”
的系统治理组合拳，长江生态环境持续
改善，“山清水秀美丽之地”的美好愿景
一步步成为现实。

增绿，长江两岸森林
覆盖率大幅提升

三峡水库蓄水后，平湖美景处处可
见。但由于库区水位的不断升降，逐渐
形成了落差高达30米的消落带。这些
裸露在外的滩涂，不仅不美观，而且容
易造成水土流失、地质灾害等。加快消
落带治理成为我市维护库区生态安全
的一项重要任务。

开州区拥有消落带土地面积42.78
平方公里，占重庆库区的13.79%，是三
峡库区消落带面积最大的区县。为加
快消落带的治理，开州因地制宜在县城
下游4.5公里处建了一个水位调节坝，
形成三峡水库的前置库——汉丰湖，并
开展了消落带生态环境综合治理。

“我们创建了消落带治理的四大工
程：基塘工程、林泽工程、鸟类生境重建

工程、多带多功能生态缓冲系统工程。”
开州区一负责人介绍，基塘工程挖泥成
塘，种植荷花、美人蕉、茨菇、菱角等耐
水淹水生植物，形成了库湾基塘、河岸
基塘、半岛基塘、城市景观基塘，实现了
改善消落带单一景观、净化水质、提升
河库岸人居环境的效果。

林泽工程则在165米至175米区域
种植耐水淹且具有经济价值的湿生林
木，恢复消落带“乔-灌-草”结构。既发
挥了固碳、固岸、生物生境的重要功能，
也在不同季节呈现出五彩缤纷的湿地林

泽景观，成为一道亮丽的风景线。
小微湿地工程，主要是建设生物

沟、生物塘、生物洼地、生命景观墙和生
物塔等小微湿地工程，种植了美人蕉、
鸢尾、肾蕨等30余种湿地植物，不仅丰
富了湖滨湿地昆虫、湿地水鸟、两栖动
物、水生动物种类，也有效净化了湖滨
地表径流及污水等。

鸟类生境工程通过建设水塘、沟
渠、洼地、湿地植物群落、林鸟庇护林、
两个鸟岛，为越冬迁徙鸟类提供了一个
栖息地。

如今，汉丰湖成为鸟类栖息的天
堂，深受游客青睐，成为三峡深度体验
的旅游休闲胜地和开州的城市名片。

除了治理消落带外，我市也倾斜资
源，重点加快退耕还林、天然林保护、国
土绿化提升行动等林业重点工程，向库
区荒山、“天窗”、“断档”等发起了总攻。

经过全市上下的共同努力，截至
2019年底，三峡库区22个区县森林面
积达 3562 万亩，森林覆盖率达到
51.4%，比“十二五”末提高约4个百分
点，库区生态保护修复取得了显著成效。

治污，长江干流重庆
段总体水质为优

云阳四方井公园地处澎溪河河畔，
曾是当地运送钢材、水泥、砂石的货运
老码头。前些年，老码头关闭后，这里
垃圾遍地、污水横流，地质灾害隐患突
出，水土流失严重，影响了三峡库区生
态安全。

为了改善这里的环境，云阳决定实
施环湖绿道工程，对包括四方井在内的
全长约33公里、面积约500公顷的江
岸岸线进行全面整治。其中，四方井处
建一座占地17万平方米的河岸公园，
既修复这些“伤疤”，又提升城市形象，
使其成为守护长江的绿色生态屏障。

“我们采用了工程治理、生态修复
等方式实施环湖绿道工程。”云阳县一
负责人介绍，工程的首要任务是进行库
岸综合整治，减少污水、生活垃圾及沙
石进入江河。为此，在四方井公园一
线，安装有球墨铸铁污水管网，从云阳
双江中学下侧至四方井污水泵站，长度
约850米。 （下转2版）

增绿 治污 禁捕

重庆系统治理让长江水清岸绿

本报讯 （重报集团渝西分社记
者 周雨 李家勇）7月9日，永川区挂
牌设立1063个新乡贤新时代文明实践
点，从而将该区新时代文明实践三级组
织体系拓展延伸至四级组织体系，推进
新时代文明实践进家入户。

建设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是党中
央对宣传思想文化和精神文明建设工
作作出的重要部署。今年3月，永川区
建成了由区委书记任中心主任的区新
时代文明实践中心，由镇（街道）党（工）
委书记任所长的新时代文明实践所，由
村（社区）党组织书记任站长的新时代
文明实践站，形成了新时代文明实践三
级组织体系。此次设立的1063个新乡

贤新时代文明实践点，是对该区新时代
文明实践原有三级组织体系的进一步
拓展和延伸，将形成新时代文明实践四
级组织体系，推进新时代文明实践进家
入户，打通群众工作“最后一公里”。

据了解，新乡贤新时代文明实践点
作为永川区新时代文明实践体系的“神
经末梢”，将统筹整合现有基层公共服
务阵地、志愿服务组织、新乡贤队伍等

资源，形成集成化、分众化、互动化的文
明服务平台，集约开展新时代文明实践
服务和志愿服务活动。

据介绍，这些实践点将重点发挥4
个方面的作用：一是宣传宣讲习近平新
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宣传宣讲
党的路线方针、群众关心的政策，宣传宣
讲实用技术、农业经营管理以及农村电
商等知识，提升群众的幸福感、获得感、

满意度。二是发挥集聚群众作用，把新
乡贤新时代文明实践点建设成为群众走
得进、愿意来的场所，邻里之间增进感
情、交流信息的好去处，收集反映社情民
意的新渠道。三是组织群众常态化开展
巡逻护院、互帮互助、清洁卫生、助学结
对、扶贫济困等活动，推进志愿服务常做
常新、常态长效。四是示范引领，促进形
成崇德向善、见贤思齐的社会风尚。

推进新时代文明实践进家入户 打通群众工作“最后一公里”

永川设立1063个新乡贤新时代文明实践点

□本报记者 李珩

9点42分，邓薇薇带着6岁女儿
童童（化名）抵达重医附属儿童医院渝
中院区，签到后屏幕显示童童前面有
4名患儿候诊。

邓薇薇预约的是7月8日10∶00—
10∶10的普内科号，所以她只需要在
10点前抵达医院就行了。对于近年
来就医的改变，邓薇薇深有感触：“以
前看个病，挂号难，排队时间又长。现
在手机上就能预约挂号，节约了不少
时间。”

看病如同打仗
全家人齐上阵

童童眼睛大大的，笑起来嘴角有
两个小酒窝，是全家人的宝贝。可童
童患有变异性哮喘，每次一生病，全家
人就赶紧跑重医附属儿童医院。

“童童一岁多时很容易生病，每次
生病我就很头痛，因为去医院看病就
跟打仗一样。”邓薇薇说，而且这场仗
是全家上阵。

那时，童童外公邓辉林是“主

力”。“早上6点，我从杨家坪坐公交车
赶去儿童医院，去晚了就挂不到号
了。”邓辉林说，特别是冬天，等他到儿
童医院时，天还没亮，可已经有很多人
等在医院门口了。“医院一开门，所有
人就往里冲，有一次把我鞋都踩掉
了。”

邓辉林挂到号后，就来到诊室外
候着，估摸着时间给女儿打电话。

“我一看，前面还有大约十多个号
时，就赶紧给薇薇打电话，让她带孩子
过来。”邓辉林说，打电话的时间不能
太早，不然孩子来了医院要等，还怕交
叉感染；太晚又会过号，所以时间得拿
捏准确。

一般来说，医生会开血常规检查
单，一家人就立马分头行动：邓薇薇去
缴费窗口排队；外公带孩子到检查窗
口排队；外婆负责后勤，身上挎一个大
包，里面装有奶瓶、奶粉、水壶、尿不
湿、薄毯等物品。

“有时薇薇缴费半天过不来，这边
抽血又轮到我们了，鬼冒火！”邓辉林
是个急性子，就冲老伴发脾气，“在搞
啥子嘛？！”

（下转2版）

童童看病记

本报讯 （记者 戴娟 见习记
者 何春阳）7月8日到9日，市政协
五届十四次常委会会议召开。市政协
主席王炯出席会议并指出，在市委坚
强领导下，全市政协系统要更好发挥
专门协商机构作用，围绕唱好“双城
记”、建好“经济圈”，推动“一区两群”
协调发展履职尽责，助力统筹推进常
态化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为决
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作出政协积极贡
献。

会议传达了全国政协十三届十二
次常委会会议精神，听取了全市脱贫
攻坚情况通报，并组织学习讨论。王
炯表示，2017年7月以来，市委、市政
府带领全市上下深入贯彻习近平总
书记关于扶贫工作重要论述和视察
重庆重要讲话精神，坚决贯彻落实党
中央决策部署，尽锐出战、真抓实干，
脱贫攻坚取得决定性进展。接下来，
全市政协要按照市委市政府工作部
署，紧扣脱贫攻坚持续助力，为确保如
期高质量打赢脱贫攻坚战作出政协积
极贡献。

会议听取了重庆市推动成渝地区
双城经济圈建设工作情况，并以分组
讨论和视频联动的形式就此开展重点
协商。王炯指出，全市推动成渝地区
双城经济圈建设起步扎实、开局良好、
进展顺利。市政协认真贯彻落实市委
工作要求，将“推动成渝地区双城经济
圈建设”作为当前谋划工作的重点，统
一思想、凝聚力量的重点，参政议政、
建言献策的重点，发挥专门协商机构
作用，助力双城经济圈建设。全市政
协系统要进一步发挥独特优势，持续
深化学习，深化认识，找准履职重点，
发挥委员主体作用、专委会基础性作
用和参加单位、区县政协作用，建言资
政，凝聚共识，不断推动成渝地区双城
经济圈建设走深走实。

会议还审议有关人事事项。
市委常委、常务副市长吴存荣应

邀到会参加重点协商。副市长陆克华
就“一区两群”协调发展作专题报告。

市政协副主席宋爱荣、陈贵云、吴
刚、谭家玲、张玲、周克勤、王新强，秘
书长秦敏出席会议。

市政协五届十四次常委会会议召开
王炯出席

本报讯 （记者 崔曜 实
习生 封婉仪）7月9日，“发现
重庆之美——2020重庆最美环
卫工暨最美坡坎崖调查推选活
动”正式启动。新闻发布会上，
组委会邀请市民来推选重庆最
美坡坎崖、最美公园、最美街巷、
最美人行道等奖项。

该活动由市委宣传部、市文
明办、市城市管理局、市总工会、
重庆日报报业集团共同指导，市
精神文明建设协会、市环卫协
会、重报都市传媒集团联合主
办。

组委会介绍，活动共设8个
奖项，其中，重庆最美坡坎崖奖
是首次推出。活动在推选重庆
最美街巷的同时，也将开展主城
都市区中心城区脏乱差街巷媒
体曝光活动，并督促相关街道限
期整改。

据了解，“发现重庆之美”活
动已成功举行三届，参与市民累
计突破7000万人次。

“2020发现重庆之美”活动开启

邀你一起发现大美重庆

8个奖项
1.重庆最美环卫工 50人
2.重庆最美城市管理志愿者 10人
3.重庆最美坡坎崖 20个
4.重庆最美公园 10个
5.重庆最美街巷 20条
6.重庆最美人行道 20条
7.重庆垃圾分类示范社区（村）和时
尚小区 60个
8.重庆“门前三包”示范户 500户

推荐方式
推荐表格可在重庆市城市管理

局门户网站“发现重庆之美——重
庆最美环卫工暨最美坡坎崖调查推
选活动”专栏下载；登录上游新闻进
入活动专题下载。
推荐邮箱：fxcqzm2020@163.com
咨询电话：67886005 17708339561
（刘先生）
截止时间：2020年8月9日18点

导
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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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6日，开州市民在荷香阵阵的汉丰湖湿地公园进行晨练。从2011年开始，
开州区对汉丰湖、澎溪河开州段流域实施“湿地生态、滨湖景观、库岸生态、湿地基
塘”等系列工程建设，不仅修复了消落带生态，还让城市披上“绿外衣”，形成了独具
滨湖特色的湿地之城、生态之地、宜居之都，切实增强了市民的获得感和幸福感。

通讯员 叶娟 摄/视觉重庆

以
前

推开心门 走进酉阳

大 型 文 旅 推 介 活 动 最险处在老关口
来凤驿上车马喧

10版刊登

车险综合改革怎么改？银保监会征求意见

交强险总责任限额
拟提高至20万元

7版刊登“重走成渝古驿道 感受双城新变化”

7月7日，北碚区双元大道，市民行
走在整洁美观的人行道上。

近年来，北碚区城市管理局坚持
“城市管理应该像绣花一样精细”的工
作要求，精心打造“安全畅通、舒适美
观”的出行环境。2020 年 1 至 4 月，已
完成双元大道、碚南大道、金华路、辽宁
路等路段路平整治约7万平方米，其中
双元大道与碚南大道是重点打造的市
级示范路段。

记者 谢智强 摄/视觉重庆

改造人行道
出行更舒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