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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杨永芹

“现在到四川云锦，再不用转车了，坐公
交一车直达！”10月20日，永川区朱沱镇居
民苟先生对开通不久的朱沱镇至四川省泸
州市高铁东站（云锦）省际公交线路赞不绝
口。以前，他到云锦要转两次车，再坐一次
摩托车，单程2个多小时、车费20元；现在单
程只需约1小时、车费8元。

这条省际公交线路的开通，是今年川渝
加强交通合作的一个缩影——

4月川渝两地交通部门达成一致意见：
毗邻6县13区开通运行跨省城际公交；

7月2日，川渝两地交通部门签署《成渝
地区双城经济圈交通发展三年行动方案
（2020—2022年）》以及“1+6”框架合作协
议；

9月，交通运输部下发《关于重庆市开展
内陆国际物流枢纽高质量发展等交通强国
建设试点工作的意见》，将成渝地区双城经
济圈交通一体化发展作为5大试点工程之
一；

……
如今，川渝两地交通互联互通已取得实

际性进展，交通建设跑出加速度，交通网正
越织越密。

多条高速公路今年将
建成通车
10月10日，潼南区龙形镇米家村姬鱼

坝附近，机械轰鸣，2台摊铺机正在铺设沥青
底层路面。顺着4台轧路机所轧碾的痕迹，
一条崭新宽阔的路面向远处延伸。作为成
渝地区双城经济圈交通建设的一条重要高
速公路，合安高速重庆段正在加快推进。

“龙形互通至崇龛镇标尾41公里路段
力争在年底建成通车，届时将与四川段连成
一条线，成为重庆两江新区与四川天府新
区、重庆江北国际机场与成都天府国际机场
间最便捷的直达通道。”中铁建重庆投资集
团双合高速公路公司负责人表示。

市交通局人士透露，川渝两地正着力打
造国家公路运输枢纽，年内永川至泸州、渝
广支线高速等高速公路将建成通车。

今年6月29日，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三
条高速公路同时开建：渝武高速公路扩能北
碚至合川段、铜梁至安岳重庆段和江津至泸
州北线重庆段。三条高速建成后，将极大提
升川渝两地沿线互联互通水平。

另外，川渝首条高速公路成渝高速扩容
工程正在加快推进，预计2021年开工。同
时，渝遂高速扩容、大竹至垫江至丰都至武
隆等省际高速公路也在加快推进前期工作。

12条跨省公交线路年内
将开行

今年4月，成渝地区首条跨省公交线
路——重庆市潼南城区至四川省遂宁市磨溪
的跨省城际公交线路开行，全程票价从原来
的7元调整至5元，起步价为2元。自该线路
开通以来，已往返发送5280班次，平均每天运
送旅客600余人，极大方便了沿线群众出行。

8月19日，朱沱至云锦跨省城际公交线
路开行，惠及朱沱港桥工业园区及沿线约25
万群众。接下来，重庆长运集团还将陆续开
行大足中敖-资阳安岳石羊、合川肖家-广
安岳池裕民、江津塘河-泸州合江福宝等省
际公交线路。

市交通局人士表示，年内川渝两地还将
再开行10条跨省城际公交线。

（下转5版）

高速、高铁、跨省公交及水运航空重点工程提速

川渝织密“水陆空”立体交通网

本报讯 （记者 陈维灯）10月24日至25日，2020重庆
英才大会——海归论坛暨第三届中英健康·医疗大数据论坛
在铜梁举行。本次论坛以“线上+线下”相结合，线下约130
人参与，线上规模约1万人。十三届全国政协常委、致公党中
央专职副主席、全国政协港澳台侨委员会副主任闫小培为论
坛的举行视频致辞。

闫小培在视频致辞中表示，中共中央政治局10月16日
召开会议，审议《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规划纲要》，这对成
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有着重要意义，也将为更多国内外人
才提供良好的机遇。希望更多留学生以天下为己任，积极发
挥自身优势，构建中国与海外沟通交流的桥梁，为推动世界和
中国的经济社会发展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 （下转2版）

2020重庆英才大会——海归论坛暨
第三届中英健康·医疗大数据论坛举行

全国政协常委闫小培视频致辞

新华社北京10月25日电 国家主席习近平10月25日
致电波兰总统杜达，就杜达感染新冠病毒致以慰问。

习近平在慰问电中表示，得知总统先生感染新冠病毒，我
谨向你表示慰问，祝你早日康复。

习近平向波兰总统杜达致慰问电

郭汉城、杜近芳、尚长荣、马金凤、蔡正仁、刘秀
荣等同志：

你们好！你们老中青少四代师生的来信，
反映中国戏曲学院办学取得的可喜成果，戏曲
艺术薪火相传，我感到很欣慰，向你们以及全校
师生员工致以诚挚的问候！

戏曲是中华文化的瑰宝，繁荣发展戏曲事
业关键在人。希望中国戏曲学院以建校70周
年为新起点，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落实立德

树人根本任务，引导广大师生坚定文化自信，弘
扬优良传统，坚持守正创新，在教学相长中探寻
艺术真谛，在服务人民中砥砺从艺初心，为传承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作
出新的更大的贡献。

习近平
2020年10月23日

（新华社北京10月25日电）

回 信
新华社北京10月25日电 中共中

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
近平10月23日给中国戏曲学院师生
回信，对他们传承发展好戏曲艺术提出
殷切期望。

习近平在回信中说，你们老中青少
四代师生的来信，反映中国戏曲学院办
学取得的可喜成果，戏曲艺术薪火相
传，我感到很欣慰，向你们以及全校师
生员工致以诚挚的问候。

习近平强调，戏曲是中华文化的瑰
宝，繁荣发展戏曲事业关键在人。希望
中国戏曲学院以建校70周年为新起
点，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落实立德

树人根本任务，引导广大师生坚定文化
自信，弘扬优良传统，坚持守正创新，在
教学相长中探寻艺术真谛，在服务人民
中砥砺从艺初心，为传承中华优秀传统
文化、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作出新的
更大的贡献。

中国戏曲学院的前身——文化部
戏曲改进局戏曲实验学校创办于
1950年，是新中国成立后由国家举办
的第一所戏曲教育机构。近日，中国
戏曲学院一些师生代表给习近平总书
记写信，汇报学院 70年来的发展情
况，表达了为繁荣戏曲事业贡献力量
的共同心声。

习近平回信勉励中国戏曲学院师生

在教学相长中探寻艺术真谛
在服务人民中砥砺从艺初心

□新华社记者
安蓓 陈炜伟 高敬 申铖

金秋的北京，又一次成为全
球瞩目的焦点。

10月26日至29日，党的十
九届五中全会在京召开。

这是意义非凡的高光时刻
——

作为重要议题，会议将审议
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
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〇
三五年远景目标的建议，为未来
5年乃至15年中国发展擘画蓝
图。

这是逐梦未来的重要里程碑
——

在“十三五”规划确定的各项
目标任务即将胜利完成之际，中
国将推动“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
有机衔接，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
现代化国家开好局、起好步。

百年交汇，谋篇布局。这次
会议的召开和释放的信号，将为
中国和世界发展注入更强大的信
心。

凝心聚力，开启
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
代化国家新征程

在鄱阳湖捕鱼20多年后，江
西省南昌市新建区联圩镇下沙头
村村民吴华山“上岸”转行。今年
1月1日起，长江禁渔启动。和吴
华山一样转产的渔民有20多万
人。

为全局计，为世代谋。
2016年1月，“十三五”刚刚

开局，推动长江经济带发展座谈
会在重庆召开。共抓大保护，不
搞大开发，长江经济带发展翻开
新篇章。

“把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
质量发展作为事关中华民族伟大
复兴的千秋大计”，2020年8月
31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
议，审议《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
质量发展规划纲要》，这一重大国
家战略加快落地。

理念指引实践，奋斗谱写篇
章。

5年来，以新发展理念为指
引，破解发展难题，厚植发展优
势，一场关系我国发展全局的深
刻变革全面开启——

创新成为第一动力，协调成为内生特点，绿色成为普遍形
态，开放成为必由之路，共享成为根本目的。

5年来，我国经济实力、科技实力、综合国力跃上新台阶，
发展前景更广阔——

经济总量接近100万亿元大关，人均GDP跨上1万美元
台阶，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决战脱贫攻坚取得决定性成
就；“十三五”规划主要指标总体将如期实现，重大战略任务和
165项重大工程项目全面落地见效，中国创造、中国制造、中
国建造惊艳世界；拥有世界最大规模中等收入群体和上亿市
场主体，中国经济活力迸发，人民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不断
增强…… （下转2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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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日报评论员

新时代我国经济发展的基本特征，就是由高速增长阶段
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十三五”时期，面对国内外风险挑战
明显上升的复杂局面，中国经济在壮阔的海域中开拓出更为
光明的高质量发展新航程。

2019年全年经济总量接近百万亿元大关，人均国内生产
总值突破1万美元；研发经费投入总量稳居世界第二，研发人
员总量、发明专利申请量位居世界首位；城镇新增就业累计
超过6000万人，困扰中华民族几千年的绝对贫困问题将历史
性地得到解决……

（下转2版）

奋 发 有 为 推 进 高 质 量 发 展
——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十三五”答卷①

本报讯 （记者 张莎）记者10月24日
从市民政局获悉，市民政局已联合市发改
委、市财政局等8部门印发方案，今年年底
前，将采取政府补贴等方式，对5000户老年
人实施居家适老化改造，为决战决胜脱贫攻
坚提供保障。

家住沙坪坝区井口街道宏城名都社区的
王道远老人今年81岁，生活起居基本靠老伴
照顾。由于身患偏瘫等多种疾病，身体功能
衰退严重，王道远老人行走困难，如果不依靠
旁人帮助，只能行走不到一米的距离。

根据对王道远老人及其老伴的需求调
查，沙坪坝区民政局以加装扶手和紧急呼叫

系统作为本次居家适老化改造的重点。改
造后的卧室床边有扶手，方便老人起身；房
间里安设了感应夜灯，老人起床后夜灯会自
动亮起；床边还安装了SOS紧急呼叫按钮，
如老人突发意外，可通过此按钮与社工、志
愿者取得联系。

同样在不久前接受居家适老化改造的，
还有家住大渡口区春晖路街道阳光社区的

残疾老人朱敏。工作人员在她家厕所几面
墙上安装了扶手，在阳台上新增了适老升降
晾衣架。“以前如厕后起身，只能用手扶墙，
挺费劲儿的，有时候墙壁湿滑还真不容易。”
朱敏告诉记者，现在墙上有了扶手，省力多
了，还安全。

市民政局相关负责人介绍，居家适老化
改造工程以自愿申请为原则，今年将在全市

贫困的高龄、失能、残疾老年人中，遴选
5000户作为全市老年人居家适老化改造工
作试点对象，给予改造补贴。

居家适老化改造根据老年人身体状况、
养老服务需求、居住环境特点和适老化需求
评估结果，实行“一户一策”，目的就是帮助
老人防范生活风险，改善居家养老环境，提
升居家养老品质。

政府提供补贴 面向贫困高龄、残疾老人等

重庆年底前实施5000户居家适老化改造
3版刊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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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 张莎）10月25日，我
市各地举办丰富多彩的“我们的节日重阳”
活动，让老人们喜过节日。

沙坪坝区重阳节活动在石井坡街道文
化活动广场举行。市慈善总会“助浴快车”
一大早就开到广场边，为老人们提供免费助
浴服务。

在大渡口区九宫庙街道，社区变身摄影
棚，摄影师志愿者为老人们调整拍照姿势，
伴随着快门的声音，一张张幸福的笑脸被定
格下来。

渝中区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则联合渝
中区至善行志愿服务中心、“雷锋的士”们，
邀请有突出贡献的渝中老人喜看重庆的发
展与变化。

孝行山城 温暖重阳
重庆各地举办“我们的

节日重阳”活动

▶10月25日，黔江区濯水古镇老人在
吃重阳坝坝宴。当日，200多名65岁以上的
老人齐聚濯水古镇，共赏歌舞，欢度佳节。
据悉，该镇的重阳坝坝宴活动已连续举办
15年，已成为当地尊老、爱老、敬老、孝老的

“保留节目”。
特约摄影 杨敏/视觉重庆

“祖国在身后，
我们就有无尽的勇气和力量”

2800万人次点赞
“最美”故事感动重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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