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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11月15日电 11月16日出版的第22期《求
是》杂志将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
习近平的重要文章《推进全面依法治国，发挥法治在国家治
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中的积极作用》。

文章强调，坚持全面依法治国，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国家
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的显著优势。我国社会主义法治凝聚着
我们党治国理政的理论成果和实践经验，是制度之治最基本
最稳定最可靠的保障。要推进全面依法治国，发挥法治在国

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中的积极作用。
文章指出，要坚持全面依法治国，夯实中国之治的制度根

基。要提高党依法治国、依法执政能力，用法治保障人民当家
作主，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更好发挥法治
对改革发展稳定的引领、规范、保障作用，建设高素质法治工作
队伍。

文章指出，要坚持顶层设计和法治实践相结合，提升法治
促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效能。 （下转3版）

《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

推进全面依法治国，发挥法治在国家治理
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中的积极作用

新华社南京 11 月 15 日电 中共中央总
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14日
上午在江苏省南京市主持召开全面推动长江
经济带发展座谈会并发表重要讲话。他强
调，要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大和十九届二中、三
中、四中、五中全会精神，坚定不移贯彻新发
展理念，推动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谱写生
态优先绿色发展新篇章，打造区域协调发展
新样板，构筑高水平对外开放新高地，塑造创
新驱动发展新优势，绘就山水人城和谐相融
新画卷，使长江经济带成为我国生态优先绿
色发展主战场、畅通国内国际双循环主动脉、
引领经济高质量发展主力军。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推
动长江经济带发展领导小组组长韩正出席座
谈会并讲话。

习近平是在江苏考察结束后专门召开这
次座谈会的。座谈会上，推动长江经济带发
展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何立峰、生态环境部
部长黄润秋、水利部部长鄂竟平、农业农村部
部长韩长赋、江苏省委书记娄勤俭、江西省委
书记刘奇、四川省委书记彭清华等7位同志
先后发言，介绍了工作情况，提出了意见和建
议。参加座谈会的其他省市主要负责同志提
交了书面发言。

在听取大家发言后，习近平发表了重要
讲话。他强调，5年来，在党中央坚强领导下，
沿江省市推进生态环境整治，促进经济社会
发展全面绿色转型，力度之大、规模之广、影
响之深，前所未有，长江经济带生态环境保护
发生了转折性变化，经济社会发展取得历史
性成就。长江经济带经济发展总体平稳、结
构优化，人民生活水平显著提高，实现了在发
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特别是今年以来，
沿江省市有力应对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
情，统筹做好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工作，
有效克服重大洪涝灾害影响和外部环境变化
冲击，为我国在全球主要经济体中率先恢复
经济正增长作出了突出贡献。

习近平指出，推动长江经济带发展是党
中央作出的重大决策，是关系国家发展全局
的重大战略。这次五中全会建议又对此提出
了明确要求。长江经济带覆盖沿江11省市，
横跨我国东中西三大板块，人口规模和经济
总量占据全国“半壁江山”，生态地位突出，发
展潜力巨大，应该在践行新发展理念、构建新
发展格局、推动高质量发展中发挥重要作用。

习近平指出，要加强生态环境系统保护
修复。要从生态系统整体性和流域系统性出
发，追根溯源、系统治疗，防止头痛医头、脚痛
医脚。要找出问题根源，从源头上系统开展
生态环境修复和保护。要加强协同联动，强
化山水林田湖草等各种生态要素的协同治
理，推动上中下游地区的互动协作，增强各项
举措的关联性和耦合性。要注重整体推进，
在重点突破的同时，加强综合治理系统性和
整体性，防止畸重畸轻、单兵突进、顾此失
彼。要在严格保护生态环境的前提下，全面
提高资源利用效率，加快推动绿色低碳发展，
努力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绿色发展示范
带。要把修复长江生态环境摆在压倒性位
置，构建综合治理新体系，统筹考虑水环境、
水生态、水资源、水安全、水文化和岸线等多
方面的有机联系，推进长江上中下游、江河湖

库、左右岸、干支流协同治理，改善长江生态
环境和水域生态功能，提升生态系统质量和
稳定性。要强化国土空间管控和负面清单管
理，严守生态红线，持续开展生态修复和环境
污染治理工程，保持长江生态原真性和完整
性。要加快建立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让
保护修复生态环境获得合理回报，让破坏生
态环境付出相应代价。要健全长江水灾害监
测预警、灾害防治、应急救援体系，推进河道
综合治理和堤岸加固，建设安澜长江。

习近平强调，要推进畅通国内大循环。
要坚持全国一盘棋思想，在全国发展大局中
明确自我发展定位，探索有利于推进畅通国
内大循环的有效途径。要把需求牵引和供给
创造有机结合起来，推进上中下游协同联动
发展，强化生态环境、基础设施、公共服务共
建共享，引导下游地区资金、技术、劳动密集

型产业向中上游地区有序转移，留住产业链
关键环节。要推进以人为核心的新型城镇
化，处理好中心城市和区域发展的关系，推进
以县城为重要载体的城镇化建设，促进城乡
融合发展。要增强城市防洪排涝能力。要提
升人民生活品质，巩固提升脱贫攻坚成果，加
强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要提高人民收入水
平，加大就业、教育、社保、医疗投入力度，促
进便利共享，扎实推动共同富裕。要构建统
一开放有序的运输市场，优化调整运输结构，
创新运输组织模式。

习近平指出，要构筑高水平对外开放新
高地。要统筹沿海沿江沿边和内陆开放，加
快培育更多内陆开放高地，提升沿边开放水
平，实现高质量引进来和高水平走出去，推动
贸易创新发展，更高质量利用外资。

（下转2版）

习近平在全面推动长江经济带发展座谈会上强调

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精神
推 动 长 江 经 济 带 高 质 量 发 展

韩正出席并讲话

本报讯 （记者 戴娟）11月13日，围绕重庆“‘两江
四岸’治理提升和广阳岛片区长江经济带绿色发展示范推
进情况”，市政协召开常委视察专题协商会。市政协主席王
炯出席并讲话。

市政协常委们先后前往渝中、江北和南岸，实地了解主
城区“两江四岸”治理提升情况和广阳岛片区长江经济带绿
色发展示范区建设推进情况。视察中，正在打造的渝中区
十八梯传统风貌区、江北区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形象展示，
以及广阳岛绿色生态的大美形象，给市政协常委们留下深
刻印象。大家普遍认为，“两江四岸”确实是展示重庆“山水
之城·美丽之地”国际大都市形象的最佳名片，广阳岛“长江
风景眼、重庆生态岛”建设在重庆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中发
挥着重要示范作用。

专题协商中，市政协常委们认为，2017年7月以来，市
委、市政府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要求，加
快建设山清水秀美丽之地，打造高品质生活宜居地，大力
实施城市提升计划取得显著成效。围绕视察内容，市政协
常委以问题为导向协商建言。市政府相关负责人现场积
极回应。

会议指出，下一步，市政协要认真学习贯彻党的十九
届五中全会精神和市委工作部署要求，围绕市委、市政府
落实总书记殷殷嘱托的生动实践和工作成效，切实发挥专
门协商机构作用，积极建言资政、广泛凝聚共识，为加快
建设山清水秀美丽之地，打造高品质生活宜居地作出政协
积极贡献。

市政府副市长熊雪到会听取大家发言并回应相关意
见。市政协副主席宋爱荣、谭家玲、张玲、周克勤、王新强，
秘书长秦敏参加视察协商活动。

助力“两江四岸”治理提升
和广阳岛片区示范推进

市政协召开常委视察专题协商会

11月14日，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在江苏省南京市主持召开全面推动长江经济带发展座谈会并发表重要讲话。
新华社记者 谢环驰 摄

本报讯 （记者 陈国栋）川渝两地户口
迁移、居民身份证换领补领、电子监控违法处
理、普通护照签发……今后，川渝两地市民办
理这些事项时，将不再受地域限制——既可
选择在本地办，也可选择网上通办、异地办
理。近日，重庆市政府、四川省政府协同推出
95个川渝通办事项（第一批），明确今年年底
前，这些事项可实现线上“全网通办”、线下

“异地可办”。
这是贯彻落实国务院相关要求和川渝两

地协同推进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放管服”改
革合作协议精神的具体举措。重庆市政府办
公厅会同四川省政府办公厅在全国高频政务
服务“跨省通办”事项清单基础上，进一步拓展

“跨省通办”范围和深度，推出了川渝通办事项
清单（第一批）。

记者梳理发现，清单涉及事项覆盖范围
广，涉及公安、民政、人力资源、市场监管、住
房城乡建设、卫生健康、药品监督管理等多个
部门；涉及高频事项多，清单聚焦企业群众需

求，包括居民身份证换领、电子监控违法处理、
电子社会保障卡签发、企业设立登记等95个
高频政务服务事项；推进速度快，清单对国家
要求2020年底实现“跨省通办”的58个事项实
行了全覆盖，拓展新增了32个川渝特色“跨省
通办”事项，特别是将国家要求2021年底实现

“跨省通办”的5个事项，包括开具临时身份证
明（开具户籍证明）、川渝两地户口迁移、社保
卡启用（激活、挂失、解挂）、生育服务证办理等
列入清单，实现时间提前了1年。

目前，两省市相关部门正加快推动第一

批川渝通办事项标准化、规范化建设，统一事
项受理条件、申请材料、办理流程等要素，编
制规范化办事指南，明确线上线下办理方式，
实现同一事项在川渝两地无差别受理、同标
准办理。

同时，双方正将有关业务系统接入两地
一体化政务服务平台及“天府通办”“渝快办”
移动端，通过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网上政务
服务专区集中对外展示，实现川渝通办事项
线上“一地认证、全网通办”。

据了解，九龙坡区、巴南区等区县已开设

“一窗通办”专窗、开辟审批服务“绿色通道”，
做好接件办理准备。

市政府办公厅副主任杨琳表示，下一步，
重庆将落实好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一体化发
展的战略任务，适时推出第二批、第三批川渝
通办事项。同时，将加强与包括四川在内的
全国其他省、市、区的对接，进一步拓展跨省
通办的范围，为重庆市场主体更好融入国内
大循环，避免群众“来回跑”，提供更加高效便
捷的服务。

（相关报道见4版）

重庆四川协同推出第一批便民举措助推双城经济圈建设

95个川渝通办事项今年底前实现“全网通办”“异地可办”
推进速度
▶对国家要求2020年底实现“跨
省通办”的58个事项实行了全覆盖
▶拓展新增了32个川渝特色“跨省
通办”事项
▶将国家要求2021年底实现“跨
省通办”的5个事项，包括开具临时
身份证明（开具户籍证明）、川渝两
地户口迁移、社保卡启用（激活、挂
失、解挂）等列入清单，实现时间提
前了1年

广 多 快川
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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办
事
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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涉及事项覆盖范围
▶涉及公安、民政、人力资源、市
场监管、住房城乡建设、卫生健
康、药品监督管理等多个部门

□新华社记者 张晓松 朱基钗
人民日报记者 杜尚泽

万里长江，奔腾东去，挽起高
山大海，塑造了中华民族的鲜明
品格，滋养着中华民族的生存发
展。

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闭幕不
久，习近平总书记即赴长江下游
地区，横跨沪苏两地，以一连串

“组合动作”，就下一阶段经济社
会发展谋篇布局——

12日上午，在上海出席浦东
开发开放30周年庆祝大会并发
表重要讲话；

12日下午至13日，沿江苏南
通、扬州一线溯江而上，深入长江
和运河岸线、水利枢纽等进行调
研；

14日上午，在江苏南京主持
召开全面推动长江经济带发展座
谈会并发表重要讲话。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全面
把握新发展阶段的新任务新要
求，坚定不移贯彻新发展理念、构
建新发展格局，把保护生态环境
摆在更加突出的位置，推动长江
经济带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可
持续发展。

（一）“装点此关山，
今朝更好看”

东海之滨，滔滔长江以万里
奔流积蓄之伟力，展示出浩瀚磅
礴的气象。

“装点此关山，今朝更好看。”
11月12日上午，黄浦江畔，

上海世博中心，浦东开发开放30
周年庆祝大会隆重举行，习近平总
书记出席大会并发表重要讲话。

如果说上海是长三角一体化发展乃至长江经济带发展
的龙头，那么浦东开发开放无疑是至关重要的点睛之笔。

对这片改革创新的热土，习近平总书记始终高度关注：
党的十八大以来每年都对浦东作出重要指示批示，并多次
来到浦东考察调研，党中央把一系列国家战略任务放在浦
东，推动浦东开发开放不断展现新气象。

浦东新区而立之年，习近平总书记再次亲临浦东。
三十载浪奔浪涌。
一块占全国面积1/8000的土地，在时代的大潮中，迸

发出巨大的能量，创造了全国1/80的国内生产总值、1/15
的货物进出口总额。

“浦东开发开放30年取得的显著成就，为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制度优势提供了最鲜活的现实明证，为改革开放和
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提供了最生动的实践写照！”

三十而立再出发。
从现在起到本世纪中叶，恰是我国全面建成社会主义

现代化强国的30年。新征程上，党中央把浦东发展放在中
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加以
谋划，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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予以考量和谋划，赋予其“打造社会主
义现代化建设引领区”的重大使命：

——全力做强创新引擎，打造自主创新新高地。
——加强改革系统集成，激活高质量发展新动力。
——深入推进高水平制度型开放，增创国际合作和竞

争新优势。 （下转3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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