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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统一部署，国务院扶贫
开发领导小组赴重庆市督查组近
期开展脱贫攻坚实地督查。督查
期间为 2020 年 7月 24 日至 30
日，每天上午9-12点，下午2-5
点受理举报，电话：12317。

特此公告。

公 告

新华社北京 7 月 29 日电 （记者
梅世雄）中央军委晋升上将军衔仪式29
日在北京八一大楼隆重举行。中央军委
主席习近平向晋升上将军衔的火箭军政
治委员徐忠波同志颁发命令状。

下午4时30分许，晋衔仪式在庄严
的国歌声中开始。中央军委副主席许其
亮宣读了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签署的晋
升上将军衔命令。中央军委副主席张又
侠主持晋衔仪式。

晋升上将军衔的徐忠波军容严整、
精神抖擞来到主席台前。习近平向他颁
发命令状，表示祝贺。佩戴了上将军衔
肩章的徐忠波向习近平敬礼，向参加仪
式的全体同志敬礼，全场响起热烈的掌
声。

晋衔仪式在嘹亮的军歌声中结束。
中央军委委员魏凤和、李作成、苗

华、张升民，以及军委机关各部门、驻京
大单位领导等参加晋衔仪式。

中央军委举行晋升上将军衔仪式
习近平颁发命令状并向晋衔的军官表示祝贺

▶7月29日，中央军委晋升上将军
衔仪式在北京八一大楼隆重举行。中央
军委主席习近平向晋升上将军衔的火箭
军政治委员徐忠波同志颁发命令状。

新华社记者 李刚 摄

新华社北京 7 月 29 日电 （记者 胡浩）中共中央总书
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近日就研究生教育工作作
出重要指示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即将在决胜
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决战脱贫攻坚的基础上迈向建设社会主
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党和国家事业发展迫切需要培养造就

大批德才兼备的高层次人才。
习近平强调，研究生教育在培养创新人才、提高创新能

力、服务经济社会发展、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方面具有重要作用。

（下转2版）

习近平对研究生教育工作作出重要指示强调

适 应 党 和 国 家 事 业 发 展 需 要
培养造就大批德才兼备的高层次人才

新华社北京 7 月 29 日电 北斗
三号全球卫星导航系统建成暨开通
仪式将于7月31日上午10时 30分
在人民大会堂举行。中共中央总书

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
将出席仪式。

届时，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将进行
现场直播。

北斗三号全球卫星导航系统建成
暨开通仪式7月31日上午举行

习近平将出席

新华社北京7月29日电 中央军
委主席习近平日前签署通令，给3个
单位、5名个人记功。

给中国人民解放军仪仗大队、海
军“和平方舟”号医院船、军事科学院
某研究所记一等功；给陆军装甲兵学

院某教研室教授单东升，陆军炮兵防
空兵学院某教研室教授万明杰，海军
潜艇学院某研究所主任、教授笪良龙
记二等功；给96911部队某研究室高
级工程师谭可可、国防大学某学院正
高级工程师胡晓峰记三等功。

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签署通令

给3个单位、5名个人记功

□饶思锐

为深化“放管服”改革，市政
府向重庆高新区下放了418项市
级行政权力事项。此举无疑有
利于进一步激发高新区创新发
展的活力，推动重庆高新区高质
量发展。

权力放下去，效率就要提上
来。市政府深化治理改革，赋予
高新区更大自主权和管理权限，
是为基层放权赋能的具体体现。
相关下放权力的承接单位，要本
着“减流程就要减时间、减环节就

要少跑路”的标准，切实提高管理
服务效率，不能权力下放后，相关
审批许可等事项的时间不变、效
率不增。

当然，放权不是放任，更不能
一放了之。市级层面要按照权责
对等的原则，在放权的同时，完善
相关监督体系。同时，还要通过
强化培训、下沉人力、倾斜财力等
途径，强化基层力量，提高服务能
力，使承接单位的能力与权力相
匹配。只有赋能与强基同步，才
能避免“瘦子挑大梁”，更好提高
基层的行政效率和服务能力。

放权就是赋能

□本报记者 颜若雯

7月22日，周三。沙坪坝区石井坡
街道团结坝社区中心湾82栋居民胡清
智起了个大早。上午9点多，81岁的他
换上衬衣，郑重地在胸前别上党徽，步
行十多分钟前往社区办公室三楼的会
议室。

胡清智要参加的，是团结坝社区每
周三上午十点准时召开的网格民情分
析会、网格居民议事会。这两个会始于
2007年，至今已风雨无阻、雷打不动地开
了13年，被居民们简称为“居民小两会”。

每周三，团结坝社区的党支部委
员、社区网格员、居民组长、居民代表和
热心居民等聚在一起，在有商有量的氛
围中，让一个个阻碍社区发展、影响居
民生活的难题得以解决。

社区“三顾茅庐”邀请
新居民参会

胡清智居住的中心湾82栋，是原
特钢厂的职工楼，房子虽然老旧，但楼
梯过道打扫得干干净净。

下楼后，胡清智经过一个干净的小
花园。花园只有十来平方米，种植了石

榴树、三角梅等植物，还插了个“开心花
园”的小牌子。每次进出，胡清智都会
仔细打量花园一番。现在，他对82栋
的周边环境很满意。

“这个花园，就是我在‘居民小两
会’上提建议修起来的。”胡清智所住的
中心湾82栋一带，原本不属于团结坝
社区。2005年特钢厂破产后，包括中
心湾82栋在内的特钢厂职工楼由厂区
转为社区管理，82栋一度成了“脏乱
差”的典型。“楼上的住户从窗户扔垃
圾，楼前的坝子连个垃圾桶也没得，小
路坏了得不到整修，下雨出门一腿泥
巴，环境卫生差得很。”

5年前，石井坡街道社区行政范围
重新划分，将中心湾81、82栋划为团结
坝社区辖区。

胡清智退休前在特钢厂当了20多
年中干，一直是楼栋里受人尊敬、说得
起话的居民，成为了社区邀请参加“居
民小两会”的对象。

“社区干部第一次上门邀请我，我
没同意。”胡清智拒绝的原因，主要是过
去对老社区的一些工作不太满意，不相
信这个“居民小两会”能起多大作用。

后来，社区党支部委员又一次上门
邀请，胡清智再次谢绝参会。

（下转5版）

□本报记者 吴刚

一季度，我市新设立市场主体仅
6.5万户，比去年同期减少20.52%，尤
其是2月，市场主体新设立数量断崖
式下滑，同比减少85.56%。

二季度，我市新设立市场主体
16.1万户，同比增幅高达35.56%。正
是凭借二季度的爆发式增长，上半年，
我市新设立各类市场主体22.6万户，
同比增加12.64%。

承受住了疫情的考验，重庆市场
主体逆势上扬。从断崖式下滑到爆发
式增长，背后有何原因？

“重庆的主要做法是根据疫情期
间市场主体的结构性变化，进行有针
对性地引导。”市市场监管局相关负
责人说。

近年来，我市服务业快速发展，第
三产业企业注册登记数增幅连续多年
领先于第一和第二产业。但今年一季
度，市场监管部门发现，第三产业注册
数增幅首次出现下滑。农、林、牧、渔
业等肩负保供任务的第一产业，创业
者却越来越多。另一个明显的变化，
是创业者更愿意注册成立个体户而非
企业，上半年个体户数量同比增长
61.83%。

针对这一趋势，我市各相关部门
联手优化营商环境，同时加大了对第
一产业发展的引导力度，并给予个体

户特别优惠。例如，我市出台了《关于
应对疫情影响支持个体工商户恢复营
业持续发展若干措施》等政策文件，吸
引更多创业者从事个体经营。

以注册登记便利化为例，我市实
行开办企业“一网、一窗、一次、一日”
全流程办结，以此来激发创业者投身
农业种植、农副产品生产加工等相关
行业的热情。例如，依托“渝快办”平
台，我市推行网上受理个体工商户注
册登记、食品经营许可申请，运用预约
办、邮寄办等多种形式为个体工商户
申办食品生产加工小作坊登记提供便
利；对新申请设立仅从事预包装食品
销售的个体工商户，采取“告知承诺”
的方式，免予现场核查；对销售农副产
品、日常生活用品，或者个人利用自己
的技能从事依法无须取得许可的便民
劳务活动的个体经营者，依法予以豁
免登记。

降低企业开办成本方面，去年8
月的第三方评估显示，我市开办企业
的成本为 1320 元。今年 3月 16 日
起，我市对新开办企业免费发放税控
设备，从6月1日起由政府买单向新
开办企业免费提供一套印章，实现申
领发票和刻制印章“零成本”。

找准方向，政策对路，效果显
现。上半年，我市第三产业新设立市
场主体数量陡减，例如教育、金融业、
住宿和餐饮业分别同比减少33.15%、
21.05%、16.3%。但第一产业有效填
补了“漏洞”。其中，农、林、牧、渔业同
比增速和同比增量均创近年新高，
同比增速以97.34%在各行业中排名
第一。

□本报记者 杨骏

7月28日上午，广西钦州，一列西
部陆海新通道铁海联运班列驶向重庆，
将于本月31日抵达荣昌区。

“这是荣昌首次开行西部陆海新通
道铁海联运班列。”荣昌区商务委副主
任刘祖权说，这标志着荣昌区正式加入
西部陆海新通道建设。

今年重庆已有三个区加入通道

荣昌区之前，重庆今年以来已有两
个区开行了西部陆海新通道铁海联运
班列，分别是涪陵区和长寿区。

涪陵班列于3月6日从涪陵西站首
发，搭载了50个集装箱、货值超800万
元的精己二酸。后续，涪陵区将着力实
现班列常态化开行。

3月25日下午，20余辆集装箱卡车
从长寿经开区驶出，前往沙坪坝区团结
村中心站。这些集装箱当晚搭上西部
陆海新通道铁海联运班列去往东南亚
地区。至此，长寿区正式开行西部陆海
新通道铁海联运班列。

市政府口岸物流办副主任胡红兵
介绍，包括万州、江津、两江新区在内，
重庆多个区县加入到西部陆海新通道
建设中，丰富了通道的始发集结体系。
至此，重庆在西部陆海新通道方面，构
建了主城区“井”字型货运主通道和以
主城区（含江津）为主枢纽，以万州、涪
陵为辅枢纽，以黔江、长寿、合川、綦江、
永川、秀山等为重要节点的“一主两辅

多节点”枢纽体系。
这一集结体系使通道的辐射范围

与货源种类得以扩大。截至目前，西部
陆海新通道服务货品超300类，辐射92
个国家和地区229个港口。值得一提
的是，通道还开行印度、印度尼西亚、菲
律宾等定制化专列。

上半年，虽然受到疫情冲击，但西
部陆海新通道在开行方面基本稳定。
开行铁海联运班列386列、总货值约
26.3亿元；国际铁路联运班列和跨境公
路班车分别开行78列和979车，同比增
长239%和135%。

通道有了专门服务的组织机构

近两个月，刘玮一直处于忙碌的工
作状态。6月9日，经市编办批准同意，
西部陆海新通道物流和运营组织中心
正式成立。刘玮是筹备组负责人。

“单位设置了5个部门，负责承办西
部陆海新通道的综合协调、区域合作、规
划发展、项目推进、信息服务等工作。我
和工作团队需要尽快熟悉和理清各项业
务，让运营组织中心尽快高效运转起
来。”刘玮介绍，该中心的成立，标志着西
部陆海新通道有了专门服务的组织机构。

这是西部陆海新通道规划顶层设
计不断规范完善的一个缩影。

“今年以来，重庆落实《西部陆海新
通道总体规划》要求，积极发挥运营组
织中心作用，着力完善规划和实施体
系。”胡红兵说。

比如，重庆正式出台《重庆市推进
西部陆海新通道建设实施方案》，明确
落实22项国家重点任务；协调“13+1”
省区市在重庆签署合作共建西部陆海
新通道框架协议，沿线海关、建设银行
分别签署合作备忘录。 （下转5版）

“一主两辅多节点”枢纽体系扩大货源，成立专门机构强化服务——

西部陆海新通道辐射范围增至92个国家和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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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下“快进键”

5版刊登

政府带头
过“紧日子”
重庆去年压减一般性

项目和专项支出125亿元

“居民小两会”解决大难题
——沙坪坝区团结坝社区居民共商共建共享和美家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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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半年重庆市场主体
为何能逆势增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