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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记者
沈虹冰 罗布次仁 王琦 张京品

这是一片神奇的高原，千山耸立，万水
奔腾。

这是一片浑厚的土地，沧海桑田，见证
奇迹。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
党中央科学分析西藏工作面临的形势，深刻阐
释一系列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在党和国家工
作全局中部署和推进西藏工作，为新时代西藏
工作指明了前进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

夏秋之交，天朗气清，格桑花开，高原大
地生机勃勃，景美如画。

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
领导和亲切关怀下，西藏各族儿女正意气风
发、携手同行，阔步走在新时代康庄大道上。

党的恩情记心间
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

央高瞻远瞩、谋篇布局，为新时代
西藏发展指明方向

西藏林芝市318国道旁，巨柏林葱郁挺
拔，巴吉村的民居掩映其间。

作为远近闻名的富裕村，巴吉村2019年
村集体经济收入超1200万元，村民人均纯收
入3.4万元。

这个西藏的小村庄，习近平同志曾两次
来过，并叮嘱“千方百计帮助群众增加收入，
让老百姓的日子越过越甜”。

“按照总书记说的，我们大力发展村集
体经济，没有一人在致富的路上掉队。”巴吉
村党支部书记米玛说。

喜马拉雅莽莽苍苍，群山起伏绵连，一
座座高矗的山峰犹如无字丰碑，见证和记录
着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雪域高原发生的巨
变。

西藏和平解放近70年来，历届中央领导
集体高度重视西藏工作、关心西藏人民。党
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
央，站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战略高
度，着眼于西藏同全国一道实现全面小康和
现代化，为新时代雪域高原发展倾注了大量
心血。

作为我国重要的边疆民族地区，西藏高
寒缺氧，地处边陲，反分裂斗争任务艰巨。

特殊的自然地理、历史因素，决定了西
藏是完善国家治理、实现全面小康、推进现
代化建设的重点难点。

党的十八大以来，西藏进入了全力推进

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长治久安的关键阶
段。维护西藏和谐稳定、实现西藏繁荣进
步，是西藏各族干部群众的热切期盼，也是
全党全国各族人民的共同心愿。

习近平总书记对于新时代如何治理西
藏，进一步推进西藏长足发展和长治久安，
实现西藏各族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有着
深刻的思考。

“治国必治边，治边先稳藏。”
2013年3月，在参加十二届全国人大一

次会议西藏代表团审议时，习近平总书记明
确提出治边稳藏重要论述，强调西藏工作在
边疆治理、国家治理中的特殊地位。

2015年8月，北京。
党的西藏工作历史上的一个重要里程

碑——中央第六次西藏工作座谈会召开。
（下转8版）

阔步走在新时代康庄大道上
——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关心西藏工作纪实

中共北京市委、北京市人民政府：
你们《关于报请审批〈首都功能核心区控制性详细规划

（街区层面）（2018年－2035年）〉的请示》收悉。现批复如
下：

一、同意《首都功能核心区控制性详细规划（街区层面）
（2018 年－2035 年）》（以下简称《核心区控规》）。《核心区控
规》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
彻习近平总书记对北京重要讲话精神，牢牢把握核心区战略

定位，突出政治中心、突出人民群众，注重中央政务功能保
障、注重疏解减量提质、注重老城整体保护、注重街区保护更
新、注重民生改善、注重城市安全，符合党中央、国务院批复
的《北京城市总体规划（2016年－2035年）》，对首都规划建
设具有重要意义。

二、核心区是全国政治中心、文化中心和国际交往中心
的核心承载区，是历史文化名城保护的重点地区，是展示国
家首都形象的重要窗口地区。 （下转8版）

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对《首都功能核心区控制性
详细规划（街区层面）（2018年－2035年）》的批复

□人民日报记者
刘新吾 刘书文 金歆

群山合抱，绿波荡漾，薄雾轻笼，
一对新人正在拍摄婚纱照。“这里风景
真美，拍照都不需要美图！”新娘雷婷
说。

就在两年前，新人们还不会来重
庆市北碚区缙云山拍照。从上世纪
90年代起，缙云山里建了不少酒店、
农家乐，一些居民乱搭乱建，生活污
水、厨余垃圾未经处理直接倾倒，环境
不断恶化……

2018年6月以来，北碚区对缙云
山开展环境综合整治，拆除多年违建，
实施生态搬迁，修复自然生态，谋划产
业提档升级，走出了生态美、产业兴、
百姓富的绿色发展新路。

拆除违建 力保绿水青山
“要提醒进山的人，千万不能野外

用火。”66岁的缙云村村民、护林员李
星华叮嘱其他护林员。作为村林业队
长，他管理全村40多名护林员，每天
都带队“巡山”。

李星华家就在缙云山后山，2012
年通过危旧房改造项目扩建了新房。
相关部门批准建设不到100平方米，
他偷偷增高楼层、扩大面积，建了900
多平方米，成为全村最大的违法建筑。

北碚区探索自然保护区生态搬
迁，将核心区、缓冲区的村民先搬出安
置。可好事却不好办，很多村民世代
在这里居住，不舍得离开；有的村民农
房已改造成农家乐，收入不少。搬迁
工作不好开展。

一方面要做群众思想工作，干部
们挨家挨户讲法律、摆道理，还组织村
民到外地观摩学习。另一方面，要真正能解决群众最关心的

“下山之后怎么办”的问题。北碚区多次召开院坝会、座谈会，
听取群众意见和诉求，现场办公解决问题。区里整合资金，对
搬迁村民作补偿，还在山下规划安置点，解决自愿易地迁建的
村民子女就学、社保等问题。同时，积极开发环卫、绿化、护林
等公益性就业服务岗位，保障村民生计。

（下转5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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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成核心游览区域清淤和消杀工作

磁器口古镇重新开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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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州 一台好戏正在上演
重庆人逆势创业
热情不减动力何在

渝中区健康医疗产业谋划跨越发展

“互联网+”激活优质医疗资源

本报讯 （首席记者 申晓佳 实习生 张凌漪）重庆日
报记者8月27日从市发展改革委获悉，我市《支持民营企业
改革发展若干措施》（下称《措施》）正式出台。《措施》从支持民
营企业公平参与市场竞争、完善有利于激发民营企业活力的
政策环境、鼓励引导民营企业改革创新、服务民营企业健康发
展、强化组织保障5个方面提出了20条措施。

市发展改革委相关负责人介绍，此次出台《措施》，是贯彻
落实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营造更好发展环境支持民营企业
改革发展的意见》的具体举措，旨在进一步推动全市民营企业
改革创新、转型升级、健康发展。

具体来说，在支持民营企业公平参与市场竞争方面，我市
将进一步放开重点领域市场准入，支持民营企业参与市场竞
争。将实施公平统一的市场监管制度，建立完善信用修复机
制和异议制度，完善“互联网+监管”系统，强化公平竞争审查
制度刚性约束，深化要素市场化配置体制机制改革，确保民营
企业平等获取资源要素。将破除招投标隐性壁垒等，全面清
理工程建设招投标领域现有政策，依法保障不同所有制企业，
特别是民营企业参与招投标活动的合法权益。

在完善有利于激发民营企业活力的政策环境方面，我市
建立完善应对新冠肺炎疫情的政策体系，对冲疫情影响，增强
发展动力。将进一步减轻企业税费负担，巩固和拓展减税降
费成效，切实降低企业水电气和物流成本。将进一步健全银
行业金融机构服务民营企业体系，完善民营企业直接融资支
持制度，健全民营企业融资增信支持体系，推动金融机构服务
民营企业发展。将建立清理和防止拖欠账款长效机制，切实
解决拖欠民营企业中小企业账款问题。 （下转8版）

重庆出台“20条措施”
支持民营企业改革发展

本报讯 （记者 杨帆 张珺）8月 27
日，市委书记陈敏尔前往大足区调研。他强
调，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
精神和党中央决策部署，坚定贯彻新发展理
念，主动融入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科学
谋划“十四五”发展，突出特色、发挥优势、明
确路径，在构建新发展格局中展现新作为。

市领导王赋、郑向东参加。
施密特电梯有限公司对电梯产品研发、

制造、销售、服务实现全流程智能化管理，运
营效率显著提升。陈敏尔走进智能制造指挥
中心和电梯体验馆，了解生产线实时运行，察
看企业产品。在生产车间，陈敏尔详细询问
产品销售、产业链招商等情况。他说，随着新
型城镇化发展，电梯市场空间越来越大。要
深耕细作、强化创新，把品牌做强、服务做优、
产业做大。盛泰光电有限公司的产品广泛运
用于城市管理运行、汽车智能驾驶、通讯和医
疗服务等领域。近年来，企业发展迅速，有效
带动了配套企业集聚。在生产车间、可靠性
实验作业流程工作室，陈敏尔察看产品生产
线，听取新技术研发进展情况介绍。企业建
立起先进的数据收集体系，并以算法为支撑，
不断提升服务水平，陈敏尔予以肯定。他指
出，对成长性强、发展潜力大的高新技术企
业，要持续加大政策支持，积极创造条件，帮
助企业做大做强。

巴岳山下的龙水湖碧波粼粼，湖心岛
绿植成荫，独特的湖山风景吸引着游人驻

足观赏。陈敏尔考察龙水湖生态环境保
护，步行察看滨湖水岸综合治理情况。他
指出，要深入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
的理念，统筹山水林田湖草系统治理，持续
推进生态保护修复，守护好这片山清水秀
美丽之地。北山石刻是第一批全国重点文
物保护单位，拥有多种石刻造像，展示着晚
唐至两宋石窟艺术风格的发展变化。陈敏
尔边走边看，听取文物保护工作情况介
绍。他说，要运用大数据智能化等现代科
技加强文物保护，深入研究文化内涵，讲好
文化故事，传承文化价值，让传统文化活在
当下、服务当代。

调研中，陈敏尔还前往大足区城市综合
展示馆了解大足历史沿革、文化传承等情况，
听取大足区贯彻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和主城
都市区建设部署、完成“十三五”任务、谋划

“十四五”发展工作汇报。陈敏尔指出，大足

区位于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腹地，区位优势
独特，人文资源厚重，要立足自身优势，做好
当前、谋划长远，努力在“十四五”时期迈开

“大足”，实现长足发展。
陈敏尔强调，谋划好“十四五”发展，对

于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开启社会主义现代
化建设新征程具有重要意义。要深入贯彻
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深刻认识
和把握“十四五”时期新发展特征，更加注重
从全局谋划一域、以一域服务全局，扎实有
效地推进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和“一区
两群”协调发展，在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
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
中展现新作为。要在产业发展上实现长足
进步，坚持把做实做强做优实体经济作为主
攻方向，加快传统产业转型升级，发展壮大
战略性新兴产业，培育龙头企业，带动配套
企业，建强产业链、优化供应链、提升价值

链，推动产业加速向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
发展。要在新型城镇化上实现长足进步，坚
持以人为本、道法自然，着力优化生产生活
生态空间，有序推动区县城扩容提质，注重
职住平衡，促进人口集聚，增加教育、医疗等
公共服务供给，增强城镇综合承载能力。要
在文旅融合发展上实现长足进步，加强自然
山水和历史文化资源保护利用，因地制宜发
展全域旅游，注重吃住行游娱购一起抓，完
善配套设施，丰富旅游产品，提升旅游附加
值，加快旅游业提档升级。一个地方各项事
业的发展，关键在党，根本靠人。要推动全
面从严治党向纵深发展，持续营造风清气正
的良好政治生态，大力加强干部队伍建设，
教育引导各级干部增强政治能力、提高干事
本领、强化工作作风，以实干实绩确保“十三
五”收好官、“十四五”开好局。

市有关部门负责人参加。

陈敏尔在大足区调研时强调

科学谋划“十四五”经济社会发展
在构建新发展格局中展现新作为

本报讯 （记者 张莎）记者8月27
日从重庆市城市照明中心获悉，此次洪水
过境重庆城区，对“两江四岸”市直管照明
设施造成严重影响，目前，该中心正积极开
展灾后恢复工作，“两江四岸”部分路段已
恢复照明。

市城市照明中心工作人员介绍，此次
洪水过境，他们所辖维护管理的箱变、配电
箱和管线不同程度受损，造成南滨路、长滨
路、嘉滨路等重点路段的功能照明，以及

“两江四岸”全线堤岸景观照明和菜园坝大
桥景观照明受到影响、无法亮灯。

为及时恢复部分断电区域功能照明，
市城市照明中心加强与供电部门的沟通协
调，检测未被淹没的箱变设施，及时对部分
区域路灯进行恢复。截至8月26日晚，南
滨路（洋人街至长嘉汇段，长江大桥至警备
区隧道沿线）、巴滨路（李家沱大桥至警备
区隧道段）、嘉滨路（曾家岩地铁站至嘉陵
江大桥南桥头）的功能照明已恢复运行。

记者了解到，对被洪水淹没但暂时无
法恢复照明的路段，市城市照明中心计划
在保证行人和车辆通行安全的前提下，采
取搭建临时照明的方式，保障市民夜间出
行。目前已完成南滨路（长嘉汇至长江大
桥段）临时照明安装工作。

（相关报道见5版）

“两江四岸”部分路段
恢复照明

8月27日，游客在磁器口古镇游览。当日，洪水过境后的磁器口古镇景区
恢复对外开放，仍实行网上分时预约制。截至下午6点，古镇恢复接待首日共
接待游客7500余人次。据了解，磁器口古镇现已完成核心游览区域的清淤和
消杀工作。 记者罗芸、特约摄影孙凯芳摄影报道/视觉重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