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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 颜若雯）9月1日至4
日，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沈跃跃率全国
人大常委会执法检查组来渝开展土壤污染防
治法执法检查。

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全国人大环资委
副主任委员窦树华、袁驷，全国人大常委会委
员、全国人大环资委委员王毅参加执法检
查。市领导唐良智、张轩汇报了有关情况或
陪同执法检查。

执法检查组先后前往璧山区、大渡口区、

涪陵区、沙坪坝区、南川区、巴南区、南岸区，
采取汇报会、座谈会、现场查看、面对面询问、
随机抽查等方式，检查我市土壤污染防治法
落实情况。

沈跃跃指出，来重庆开展土壤污染防治法
执法检查，是全国人大常委会深入贯彻习近平
生态文明思想、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要求、
党中央决策部署的重要举措，是依法助力打好
污染防治攻坚战和净土保卫战的实际行动。
土壤环境质量状况直接关系到农产品安全，关

系到人民群众的身体健康，打好污染防治攻坚
战，推动大气、水、土壤环境质量持续好转，直
接关系到全面小康的成色。重庆要坚决贯彻
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和党中央决策部署，切
实把生态文明建设的各项部署和重要任务落
实到位，依法助力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净土
保卫战，推动生态文明建设不断取得新的成
效，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目标任务。

沈跃跃强调，土壤污染具有隐蔽性、滞后
性、累积性、复杂性、长期存在性等特点。政府

及有关部门要严格履行领导职责、监管职责和
工作职责，落实法律责任，加快出台、抓紧落实
相关配套规定和标准，依法打击违法行为，做
到执法必严、违法必究。要推进土壤污染防治
与大气、水等污染防治协同联动，从工业、农
业、生活等领域全防全控，有效切断土壤的各
类污染源。要坚持预防为主、保护优先，突出
风险管控，搞清土壤污染底数，因地制宜、有
序有效开展治理修复工作，切实防范风险，坚
决杜绝增加新的污染地块，确保老百姓吃得
放心、住得安心。要坚决贯彻落实习近平总
书记对制止餐饮浪费行为的重要指示精神，
养成节约习惯，从源头上减少厨余垃圾，依法
推动形成浪费可耻、节约为荣的社会氛围。

全国人大代表田春艳、谢德体参加执法
检查。

市领导吴存荣、张定宇、屈谦等陪同执法
检查或参加会议。

沈跃跃率全国人大常委会执法检查组来渝开展执法检查时指出

依法助力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净土保卫战

新华社北京9月6日
电 中共中央党史和文
献研究院编辑的《习近平
关于防范风险挑战、应对
突发事件论述摘编》一
书，近日由中央文献出版
社出版，在全国发行。

党的十八大以来，
面对波谲云诡的国际形
势、复杂敏感的周边环
境、艰巨繁重的改革发
展稳定任务，以习近平
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
持底线思维，增强忧患意
识，提高防控能力，着力
防范化解重大风险，保持
了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和
社会大局稳定。习近平
围绕防范风险挑战、应对
突发事件发表的一系列
重要论述，立意高远，内
涵丰富，思想深刻。认真
学习习近平关于防范风
险挑战、应对突发事件的
重要论述，对于我们切实
做好防范化解风险挑战
各项工作，战胜前进道路
上各种艰难险阻，实现

“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
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的中国梦具有十分重要
的意义。

《论述摘编》分6个专
题，共计404段论述，摘
自习近平 2012 年 11 月
15日至2020年7月17日
期间的讲话、报告、谈话、
演讲、指示、批示等 180
多篇重要文献。其中许
多论述是第一次公开发
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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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9月6日电 全国抗击
新冠肺炎疫情表彰大会将于9月8日上
午10时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
主席习近平将向国家勋章和国家荣誉

称号获得者颁授勋章奖章并发表重要
讲话。

大会还将对全国抗击新冠肺炎疫
情先进个人、先进集体，全国优秀共产
党员、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进行表彰。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新华网将对大
会进行现场直播，人民网、央视网、中国
网等中央重点新闻网站和人民日报客
户端、新华社客户端、央视新闻客户端
等新媒体平台同步转播。

全国抗击新冠肺炎疫情表彰大会
8日上午在京隆重举行

习近平将向国家勋章和国家荣誉称号
获得者颁授勋章奖章并发表重要讲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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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张国勇 颜安

“来来来，大家看我的手势，把手举高一点，在空中画个
圆圈……”

9月1日下午3时许，渝北区统景镇江口村四社的一个
院坝里，二三十位村民，跟着舞蹈老师的动作跳起了广场
舞。农民丰收节系列活动即将拉开帷幕，村民们准备的这
支舞蹈，将在丰收节会场上表演。

金秋时节，记者走进渝北乡村，蓝天白云下，清澈的河
水穿村而过；村道小路、房前屋后干干净净；路边花坛里铺
满了各种鲜花，月季、三角梅随风摇曳……洁净环保、现代
文明与田园风光相互交融的美丽乡村画卷正和着“乡村振
兴”的号角声，在这片沃土上铺展开来。

“双十万工程”让小散弱的产业逐渐壮大
“现在种庄稼机械效率很高，我们空余的时间就多了。”

刚跳完一组动作的63岁村民蒋廷芳，抹了一把脸上的汗
水，说道：“如在以前，这个时间我们都在坡上干活，哪有空
闲跳舞？”

她说的是大实话，要不是村里规模发展起脐橙产业，推
行宜机化作业——这一群跳舞的村民，要么外出务工，要么
还在坡上劳作。蒋廷芳和老伴徐正安就是活生生的例子。
两口子种的地有6亩以上，过去种得最多的是稻谷和玉米，
除干打尽后没啥收入。后来，蒋廷芳也试着种植柑橘，但品
种不好，技术跟不上，一样卖不到几个钱。蒋廷芳两口子干
脆弃地不管，双双进城务工。

“我们在一家医院打工，我做清洁，他当保安。”蒋廷芳
说，两人每月的工资合计有五六千元，明面上倒是过得去，
但开销也多，光是和别人合租，每个月就要好几百。正因如
此，两人存不下来几个钱。

这里的变化始于2019年，江口村开始大力发展以血
橙、无核沃柑、明日见等品种为主的高品质柑橘，并动员村
民以土地入股，壮大集体经济。

虽然土地闲置了多年，但要拿出来时，蒋廷芳还是万
般不舍：“从自己的地变成集体的地，谁愿意啊？”她心里犯
嘀咕。

（下转2版）

乡村愈兴
渝北愈美
渝北加快建设全市乡村

振兴综合试验示范区

导读

3版刊登

武隆石柱酉阳彭水四区县委书记
谈如何走好文旅融合型高质量发展路子

做强山地旅游
加快打造文旅融合

发展新标杆

□新华社记者

这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最严重的
全球公共卫生突发事件。

面对前所未见、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
情，中国率先报告、率先出征，以对全人类负
责的态度，打响了一场疫情防控的人民战争、
总体战、阻击战。

千万人口大市、九省通衢之地关闭离汉
通道；4万余名医务人员白衣执甲，星夜驰
援；14亿中国人信心坚定，众志成城……这
是人类历史上最勇敢的防控措施，也是前所
未有的主动牺牲。

跨越冬与春，经历死与生。
在这场波澜壮阔的抗疫斗争中，习近平

总书记亲自指挥，亲自部署，提出“坚定信心、
同舟共济、科学防治、精准施策”的总要求，明
确“坚决遏制疫情蔓延势头、坚决打赢疫情防
控阻击战”的总目标，因时因势调整防控策
略。

始终把人民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放在第
一位——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
强领导下，中国以坚决果断的勇气和决心，采
取前所未有科学精准的防控策略和措施，经
过艰苦卓绝努力，用一个多月的时间初步遏
制了疫情蔓延势头，用两个月左右的时间将
本土每日新增病例控制在个位数以内，用三
个月左右的时间取得了武汉保卫战、湖北保
卫战的决定性成果，疫情防控阻击战取得重
大战略成果，统筹推进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

发展工作取得积极成效。
中国人民挺过来了！秉持人类命运共

同体理念，各国人民同舟共济，共克时艰，就
一定能够战胜困难和挑战，建设更加美好的
世界。

（一）
2019年12月31日，武汉。
这一天中午，武汉市卫健委公开通报了

一种不明原因的肺炎情况。
通报指出：“目前已发现27例病例，其中

7例病情严重”，并对病例临床表现进行了描
述。

不同寻常的迹象，首先在两家三级医
院——湖北省中西医结合医院和武汉市中
心医院被发现。

12月的武汉，阴冷潮湿。
26日开始，湖北省中西医结合医院呼吸

与重症医学科主任张继先陆续接诊多例奇怪
的肺炎病人：先是肺部CT表现一样的一家
三口，然后是一个华南海鲜市场的商户。

“一家三口来看病，又同时得一样的病，
除非是传染病。”曾参与过非典救治的张继先
警觉起来。

12月27日，张继先把这4个可疑病例向
医院做了汇报，医院上报给武汉市江汉区疾
控中心。

这一天傍晚，武汉市金银潭医院院长张
定宇和副院长黄朝林在办公室里接到来自华
中科技大学附属同济医院的电话。对方希望

转诊一位不明原因肺炎病人，并提示说，这可
能是一种新的病毒感染。

金银潭医院——武汉唯一一家传染病专
科医院。这个电话提醒，让张定宇脑子里的
那根弦一下子绷紧了。

12月29日，湖北省中西医结合医院再
次上报7例聚集性不明原因肺炎病例。

湖北省、武汉市卫健委疾控处接到报告
后，指示武汉市疾控中心、金银潭医院和江汉
区疾控中心，到该院进行流行病学调查。

由于病人已排查过各种常见病毒，12月
30日一早，张定宇带领团队采集该院最早收
治的7名病人的支气管肺泡灌洗液，并送往
中科院武汉病毒所进行检测。

就像一块块破碎的“拼图”渐渐聚合：不
同于此前有些咽拭子检测呈阴性的结果，肺
泡灌洗液的SARS核酸检测全部呈阳性。

当日，武汉市卫健委向辖区医疗机构发
布《关于做好不明原因肺炎救治工作的紧急
通知》，要求各单位立即清查统计近一周接诊
过的类似病例，并于下午4点前报送。

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中国疾控中心了
解核实情况后，连夜组织调度。

12月31日，国家卫健委前方工作组乘
坐第一班北京飞武汉的航班到达。第一批专
家组随后抵汉。

非典后，我国于2004年1月启用传染病
与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监测信息系统（网络直
报系统），覆盖全国卫生机构，不明原因肺炎
是其监测、报告的重点之一。

31日下午，该直报系统收到“武汉江汉
区武汉华南海鲜市场聚集性肺炎疫情”的报
告。

2020年元旦，国家卫健委一位负责人带
领有关人员，赴武汉督促指导当地疫情防控
工作。

一批科学家、专家闻令而动，争分夺秒开
展病毒溯源、病毒传播方式、传染性和毒力强
弱等研究，研判疫情形势。

1月1日上午8时，国家疾控专家抵达华
南海鲜市场，针对病例相关商户及街区集中
采集环境样本515份，运送至病毒所检测。

基于初步调查结果，华南海鲜市场关闭。
1月2日，接到湖北省送检的病例标本，

中国疾控中心生物安全首席专家武桂珍和病
毒病所谭文杰团队、赵翔团队等迅即投入一
场破译病毒遗传密码的“接力赛”。

24个小时后，病毒的全长基因组序列被破
解。基因组比对结果显示，该病毒与已知的冠
状病毒差别较大，与SARS的相似性为82%。

1月3日，中国疾控中心、中国医学科学
院、中科院武汉病毒所、军事医学科学院四大
顶尖科研机构开展了对病例样本的实验室平
行检测。

尽管此时对病毒还有许多未知，情况扑
朔迷离，但中国第一时间向世界发出警示——

从2020年1月3日起，中方定期与世界
卫生组织、包括美国在内的有关国家、地区组
织以及中国港澳台地区，及时主动通报疫情
信息。 （下转6版）

同舟共济战“疫”记
——中国抗击新冠肺炎疫情全纪实

本报讯 （首席记者 申晓佳 实习
生 张凌漪）9月5日，朝天门—广阳岛生态
观光航线开通试运行，航线全长24.5公里，
途经江北嘴、重庆大剧院、弹子石老街、朝天
门长江大桥、铜锣峡等15个观光点。该航
线开通，推动了沿线景点“串珠成链”，实现
山水城市交旅融合发展。

据了解，最初的朝天门—广阳岛轮渡航
线开通于1957年，2008年停航。如今的生
态观光航线开放日运行4个航班，每周一停
航。客轮上提供生态小吃等特色餐点。市
民还可在客轮上通过图文、广播等方式，提
前了解广阳岛生态修复的相关情况。

朝天门—广阳岛
生态观光航线开通试运行

9月5日，乘坐游船的市民登上广阳岛。
记者 万难 摄/视觉重庆

□本报记者 周雨 通讯员 任悦 张飞龙

8月11日，由中国美术馆举办的美术作
品展在首都北京火热开展，吸引了大批国内
外游客观展。展览中，由荣昌陶艺大师梁先
才、刘吉芬等创作的《山河如意瓶》《憨哥、憨
妹》《雪域——花釉梅瓶》《西绿窑变盖碗》《周
盘》《微刻“心经”壶》《无象》7件作品，被列入
第八篇章展出，惊艳亮相全国最高艺术殿堂。

据悉，本次参展的7件荣昌陶作品，正是在
2019年5月“千年古驿镇·一品荣昌陶”学术
研讨会中被中国美术馆典藏的7件作品。作
品一经展出，迅速成为游客观展的焦点之一。

“近年来，荣昌高度重视‘非遗’传承与保
护，让荣昌陶不断迸发出新的生机和活力。”
全国政协常务委员、中国美术馆馆长吴为山
表示，中国美术馆为荣昌提供平台，让荣昌组
织更多的荣昌陶艺作品到中国美术馆举办展
览，让荣昌陶艺术大师们走进中国美术馆现
场表演，使更多老百姓身临其境，直观感受到
荣昌陶器的创作过程，在泥土变为艺术的过

程中，感受艺人们的智慧和创造力，感悟艺术
的美和价值。中国美术馆将不遗余力、一如
既往地推广荣昌陶，让荣昌陶在新时代继续
保持生命力，在文化自信社会共识之中得到
更好的发展。

从渝西边城一隅起跳，到站上全国最高
艺术殿堂，荣昌陶凭什么？

（下转3版）

从渝西边城一隅起跳，到站上全国最高艺术殿堂

看荣昌如何做好“一片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