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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记者 刘菁 李亚彪 陈尚营

“一条大河波浪宽，风吹稻花香两岸……”熟
悉的旋律，我们的长江，我们的家乡。

长江，中国最长的河流，覆盖沿江11省市、
横跨我国东中西三大板块的经济带，占据全国

“半壁江山”的人口规模和经济总量……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把修复长江生态环

境摆在压倒性位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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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今的长江两岸，每天都在演绎着人水和谐
共生的故事。人民保护长江、长江造福人民，上
游、中游、下游共饮一江水的“长江人”，相约守护
着这条绵延万里的“共同的家”，共画美丽和谐的
新时代长江万里图。

长江面孔一：“网红”护鱼队队长刘鸿

把守护进行到底

【我与长江】我自小在长江边长大，目前在江
津区经营一家建筑公司，为张艺谋导演的电影

《十面埋伏》《满城尽带黄金甲》做过场景。不过，
我更在乎自己另一个身份：鸿鹄护鱼志愿队队
长。长江是我的家，水中的鱼、空中的鸟都是我
的家人、邻居。

我最痛恨非法电鱼者。6年前，我组建了一
支民间护鱼队伍，所有装备和费用都自掏腰包。
由于挡了不法分子的财路，大伙有的被威胁恐
吓，有的甚至被打伤。可为了这个家，再多艰苦
和委屈都能忍受，再大挑战和危险都要面对。几
天前，我看到红嘴鸥成群结队来这里过冬，这是

很多年没看到过的景象，于是更坚定了我们的决
心：要把守护进行到底。

【新闻深一度】山城重庆，是长江上游的生态
屏障。这里是长江鲟、胭脂鱼等珍稀特有鱼类的
天堂。重庆将部分退捕渔民组成护鱼志愿队，这
些渔民熟悉水情、深爱长江，与执法人员日夜守
护，为长江珍稀特有鱼类织成了一道严密的防护
网，仅今年就发现和制止各类违法行为200多
件。一度很少出现的长江鲟、娃娃鱼等珍稀动
物，越来越多地开始在长江出现。

长江面孔二：黄梅戏表演艺术家韩再芬

长江伴我成长，长江赐我力量

【我与长江】“万里长江此咽喉”，说的就是我
的家乡安庆。1978年，我刚满10岁，被招收进安
庆地区黄梅戏剧团学员班，开始了我在长江边的
艺术成长之路。第一次看到长江，望着江水奔流
的景象，内心汹涌澎湃，久久难以平静。

后来的岁月里，长江一直伴我成长、给我力
量，承载着我最美好的青春梦想，见证了我的艺
术生涯，激励我更加充满自信地为黄梅戏艺术发
展和传承工作奔走。我渐渐养成了一个习惯，接
待远方来安庆的朋友，总会带他们到江边走走。
我深爱的黄梅戏艺术，也像长江那样，有着海纳
百川的胸怀，才得以源远流长。我要用黄梅戏的
艺术魅力，推动更多人一起守护好母亲河，共同
造福子孙后代。

【新闻深一度】安庆是万里长江入皖第一
站。近年来，安庆市全面推进长江生态环境保护
和修复，波光粼粼的江面上白鹭飞翔，废弃矿山

恢复治理项目区草木葱茏。由于长江文化特征
鲜明，安庆市正将长江历史文化、山水文化与城
乡发展相融合，突出地方特色，采用“微改造”的

“绣花”功夫，保护、传承、弘扬长江文化。

长江面孔三：环保志愿者丁洁

行走长江，寻找“同行者”

【我与长江】5年，100次出发，行程超过20万
公里，调研过1000个污染点，推动过约400处污
染点整改——这是我们的“护江”清单。

我大学时就参与保护长江生态的志愿活
动。我发现，越是熟悉的，越容易被忽视，看不见
的污染正悄然发生。毕业后，我把志愿变成职
业，与一群志同道合的朋友为长江奔走。我们徒
步记录沿岸风物，打造“河流图书馆”；我们将申
请污染数据公开的信函寄往沿江各地，推动全天
候监督；我们抵近偷排现场，有一次在造纸厂排
污口被驱赶，我们躲进树林守了几个小时，直到
保安休息，又跑回岸边，采集了排污口水样。长
江是我们的家，需要我们这样的力量。3年前，
我们发起“寻 6 万人守护安徽”的环保公益活
动。如今，并肩同行者越来越多，朋友圈越扩越
大。

【新闻深一度】“我家住在江之尾，半城山半
城水”，芜湖自古有“江东名邑”美誉。长江是芜
湖的发展根基，是高质量发展的活力源泉。近年
来，芜湖深入推进长江干流岸线集中专项整治，
拆除清场200多个非法码头、修造船厂和非法采
砂点，整治“散乱污”企业2833家，重点清理整治
企业排污口，严防长江“病从口入”。

长江面孔四：婚纱摄影师孙兆飞

美好生活，就在我的镜头里

【我与长江】我做摄影师十多年了，现在是马
鞍山一家影像传媒工作室的负责人。新人拍婚
纱照，取外景时，喜欢在江边拍摄，因为长江壮
阔、秀美，而且是母亲河。以前拍照，可选的地方
很少，要跑比较远的地方拍外景。现在方便多
了，很多新人愿意到薛家洼生态园去拍，两周前
我刚去拍了一组。

我家距离江边不远，从记事起到现在，我眼
里的长江、薛家洼经历了三个阶段：小时候江里
鱼多，水质好，薛家洼那时比较原生态；20岁时，

感觉长江“病”了、“丑”了，码头、养殖场等让这里
变得“脏乱差”；这几年变化很大，不管是长江水
质，还是薛家洼整治，长江完成了一次大“变脸”，
焕发了生机。

【新闻深一度】马鞍山市薛家洼生态园地处
长江东岸，生态环境问题一度非常突出，如今的
薛家洼逐步成为城市生态客厅。薛家洼只是马
鞍山长江段保护的一个缩影，如今的马鞍山紧扣
打造长三角“白菜心”的发展定位，以环保整改倒
逼产业转型，以“生态优先、绿色发展”的实际行
动保护好长江，既提升了生态环境质量，又为美
丽产业、美丽经济腾出了空间。

（参与采写记者：陈诺、韩振、杨丁淼）
（据新华社11月19日电）

我 的 长 江 我 的 家
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引下——新时代新作为新篇章·习近平总书记关切事

本报讯 （记者 郭晓静 崔曜）11月 19
日，2020年优化营商环境工作推进会在市城管局
举行。记者从会上获悉，目前全市深化“放管服”
改革、优化营商环境等举措已取得实效，居民供水
办理时限不超过20个工作日，工程建设项目审批
服务事项压减至100项，政务服务效能持续提升。

打造城市供水接入“一站式”服务

目前，全市正打造城市供水接入“一站式”服
务。

针对新建居民住宅项目，供水企业办理时限
不超过20个工作日，具体为“现场踏勘审核19个
工作日”和“接入通水1个工作日”。

针对零星居民用水项目，供水企业办理时限
不超过5个工作日，具体为“现场踏勘审核4个工
作日”和“接入通水1个工作日”。

针对社会投资小型低风险建设项目，城市供
水接入环节落实3项改革举措。

首先是减时间。供水接入办理时间大幅度压
减，由原来15个工作日压缩至4-7个工作日。

其次是减环节。原4个流程优化精简为“现
场踏勘审核”和“接入通水”两个环节，建立了城市
供水企业全程代办、主动服务的工作机制。

第三是减费用。全市实行零上门、零审批、零
投资的服务原则，由城市供水企业代用户免费实
施外线接入，其费用由各区县财政部门承担。

燃气接入外线工程2个工作日办好

记者在会上获悉，全市正简化电力燃气等市
政公用项目办事流程，提升政务服务效能。

低压小微企业（指全市在用电地址外申请新
装、增容报装接电的电压等级为10千伏以下的非
居民电力接入项目和用户）电力接入外线工程涉
及到的“临时占挖审批”和“临时占绿审批”两项行
政审批，明确改为事前备案。此外，整个外线工程
办理时间不超过2天。

燃气接入的外线工程涉及占道、占绿的，按照
“同步受理”“并联审批”“先办许可后缴费”的原则
办理，办结时限由6个工作日压缩为2个工作日。

在电力燃气等市政公用项目办事过程中，全
市引入政务服务“好差评”评价机制。即在行政服
务窗口增设二维码桌牌、评价器等，工作人员引导
用户对政务服务进行评价。

提升线下“一个窗口”综合服务水平

据了解，全市正在深化工程建设项目审批制
度改革，助推“一张蓝图”统筹项目实施，“一个系
统”统一管理，“一个窗口”提供服务。

按照办理施工许可专项指标要求，全市进一
步规范审批流程，提升线下“一个窗口”综合服务
水平。其中，工程建设项目审批服务事项从135
项压减至100项，投资额100万元以下或者建筑
面积500平方米以下工程建设项目无需办理施工
许可证。

同时，全市正深化社会投资小型低风险项目
改革，实行“一站式”办理施工许可、一次性开展联
合监督检查和不动产登记等工作要求，取消社会
投资小型低风险项目的城市建筑垃圾核准。全市
将推行信用承诺制，将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建设
工程施工许可证及供水申请合并办理。

重庆政务服务效能持续提升

居民供水办理时限不超20个工作日
工程建设项目审批事项压减至100项

本报讯 连日来，市委宣讲团成员分别在
市委政法委、市生态环境局、市体育局和渝北、
綦江、永川、铜梁、丰都、忠县，以及西南大学、西
南政法大学等各地各部门，对党的十九届五中
全会精神进行宣讲解读，与基层党员干部面对
面互动交流、答疑解惑，推动学习往深里走、往
实里走、往心里走。

市委宣讲团成员、市委宣传部副部长曾
维伦到綦江区宣讲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精
神。曾维伦围绕全会的基本情况，全面把握
新发展阶段，准确把握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
和“十四五”时期我国发展的指导方针主要目
标重点任务，深刻认识构建新发展格局，坚持
党的全面领导、动员各方面力量为实现“十四
五”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而团结奋斗
等5个方面，对全会精神进行了系统阐释和
深入解读。

市委宣讲团成员、市民政局党组书记、局长
唐步新到渝北区龙塔街道社区养老服务中心，
就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精神、积极应
对人口老龄化国家战略与社区党员群众和老
人们进行座谈交流。唐步新说，党的十九届五
中全会顺应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提出了要
实施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国家战略，积极开发
老龄人力资源，发展银发经济，吹响了“十四五”
时期养老服务发展的时代号角。下一步我市要
推动养老事业和养老产业协同发展，建立健全
基本公共养老服务清单制度，发展普惠型养老

服务和互助性养老，培育养老新业态，构建居家
社区机构相协调、医养康养相结合的养老服务
体系。

市委宣讲团成员、市生态环境局党组书记、
局长辛世杰在重庆市生态环境局宣讲党的十九
届五中全会精神。辛世杰紧扣全会主题，重点
围绕全会的基本情况，全面把握新发展阶段，准
确领会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和“十四五”时期我
国发展的指导方针主要目标重点任务，以及深
刻认识构建新发展格局，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动
员各方面力量为实现“十四五”规划和二〇三五
年远景目标而团结奋斗等方面，通过大量生动
案例和详实数据，深刻解读了党的十九届五中
全会精神。

市委宣讲团成员、市委党校常务副校长谢
金峰到铜梁区宣讲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精神。
谢金峰向铜梁区各级各部门党员干部深入解读
了全会的基本情况，深刻分析新发展阶段、新发
展理念、新发展格局等重大问题，并就如何准确
领会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和“十四五”时期我国
发展的指导方针主要目标重点任务进行了系统
分析、全面阐述。谢金峰还到铜梁区南城街道
西来村，与基层干部群众进行面对面互动交流，

答疑解惑。
市委宣讲团成员、西南政法大学党委书记

樊伟在西南政法大学宣讲党的十九届五中全
会精神。他从全会基本情况、全面把握新发展
阶段、准确领会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和“十四
五”时期发展的指导方针主要目标重点任务、
深刻认识构建新发展格局和坚持党的全面领
导等方面进行深入解读。他说，西南政法大学
将围绕全会提出的重大思想观点、重大制度安
排、重大工作部署，组织全校专家学者集中开
展学术研讨、撰写理论文章，为学习贯彻党的
十九届五中全会精神提供坚实的学理支撑。
此外，西南政法大学宣讲团将深入各学院、各
教研室、各党支部、各年级、各班级以及寝室、
社团组织等开展宣讲，实现宣讲全覆盖，在全
校迅速掀起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精
神热潮。

市委宣讲团成员、市委党史研究室副主任
周廷勇到渝北区宣讲时，以《擘画发展蓝图 奋
进伟大时代——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
精神》为题，运用翔实数据和鲜活案例，以“新发
展阶段、新发展理念、新发展格局、新发展保证”
为框架，从全会的重大意义、全会对大局大势的

判断、全会关于我国中长期发展目标任务战略
安排、全会对坚持党的全面领导的新部署新要
求等方面，对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精神进行了
深入系统地解读。报告会后，周廷勇还到仙桃
国际大数据谷，与入驻园区的企业代表和科技
工作者互动交流。

市委宣讲团成员、西南大学马克思主义学
院院长白显良到永川区宣讲党的十九届五中全
会精神。白显良围绕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基本
情况，全面把握新发展阶段和“十四五”时期我
国发展的指导方针主要目标重点任务，深刻认
识构建新发展格局，动员各方力量为实现“十四
五”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团结奋斗等方
面，深入解读了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和习近平
总书记重要讲话的精神实质、丰富内涵和实践
要求。白显良还与听众互动交流，对大家关心
的热点问题进行了回应。

市委宣讲团成员、市委宣传部常务副部长
薛竹在忠县，市委宣讲团成员、重庆市生态环
境局党组书记、局长辛世杰在丰都，市委宣讲
团成员、市文化旅游委党委书记、主任刘旗在
市体育局，市委宣讲团成员、市科协党组书记、
常务副主席王合清在重庆科技馆，市委宣讲团
成员、西南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院长白显良在
市委政法委，也分别宣讲了党的十九届五中全
会精神。

（记者 王亚同 张莎 陈维灯 赵迎昭
颜若雯 颜安 通讯员 李慧敏）

市委宣讲团成员赴各地各部门深入宣讲

推动学习往深里走、往实里走、往心里走

本报讯 （记者 周尤）11月19日，全市
统一战线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精神宣
讲报告会在市委统战部举行。市委宣讲团成
员、市委常委、统战部部长李静作宣讲报告。

会上，李静紧紧围绕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
十九届五中全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从全会基
本情况、全面把握新发展阶段、准确领会二〇三
五年远景目标和“十四五”时期发展的指导方针
主要目标重点任务、深刻认识构建新发展格局
和坚持党的全面领导等5个方面深入宣讲了全

会精神。
李静指出，全市统一战线要把学习宣传贯

彻全会精神作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重要
政治任务，提高政治站位抓学习领会，不断巩

固团结奋斗的共同政治思想基础。要把握历
史方位抓凝心聚力，紧扣全会部署要求，更好
发挥统一战线优势作用。要找准战略定位抓
工作落实，切实把党中央决策部署和市委工作
要求转化为统一战线的发展思路、政策举措和
工作成果，充分发挥统一战线法宝作用，不断
推动重庆统战工作争创一流走在前列高质量
新发展，为“十四五”发展画出最大同心圆，凝
聚最大正能量。

市领导屈谦、吴刚、王新强出席会议。

李静为全市统一战线宣讲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精神时指出

深入学习宣传贯彻全会精神
充分发挥统一战线法宝作用

本报讯 连日来，我市举行了多场党的十
九届五中全会精神宣讲，在广大干部群众中引
发热烈反响。大家纷纷表示，要把思想和行动
统一到全会精神上来，持续掀起学习宣传贯彻
热潮，勇担时代重任，奋力谱写新时代坚持和发
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篇章。

市科协科技社团党委专职副书记李倩影对
全会提出的“坚持创新在我国现代化建设全局
中的核心地位，把科技自立自强作为国家发展
的战略支撑”感触颇深。李倩影表示，市科协科
技社团将充分发挥服务功能，坚持从全局谋划
一域、以一域服务全局，动员科技工作者积极参
与乡村振兴、学术研究、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
设等工作，不断提升科技社团治理体系和治理
能力现代化。

“宣讲通俗易懂，站位高、落脚实。”市生态
环境局水生态环境处干部高军表示，他和同事
们正按照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要求，系统谋划
全市“十四五”重点流域水生态环境保护规划，
进一步加强生态环境修复和保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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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切实改善长江生态环境
和水域生态功能，提升生态系统质量和稳定
性。

“党的根基在人民，血脉在人民。作为渝北
区委宣讲团成员，我感受到了党的十九届五中
全会精神中‘人民’二字的分量。”渝北区医保局

干部梁新鑫认真聆听宣讲后表示，党的十九届
五中全会将民生福祉达到新水平作为“十四五”

时期经济社会发展主要目标之一，这是从人民
利益角度出发，切实解决民生问题的务实之

举。在接下来的宣讲活动中，她将深入思考如
何把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精神通过通俗易懂的
方式传递给群众。

渝北区龙塔街道70岁老党员万应勤说，如
今社区就有养老服务站，社区还拓展了居家上
门服务，居家养老品质全面提升。“党的十九届
五中全会把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上升到国家战
略，我坚信，党和政府一定能让人民群众获得
感、幸福感、安全感更加充实、更有保障、更可持
续。”

“听了宣讲，我对全会精神有了更深入更
细致地领会，对下一步工作更有信心了。”綦江
区委宣传部办公室副主任江来霖说，自己将认
真学习宣传贯彻好五中全会精神，切实用全会
精神武装头脑、指导实践、推动工作，履行好责
任担当，为宣传文化事业发展贡献出自己的力
量。

永川区委宣讲团成员张义骞说，宣讲报
告有高度有深度，既讲理论又教方法，对永
川区更好地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
精神、贯彻落实“十四五”时期目标任务具有
重要的指导作用。作为区委宣讲团的一名
成员，自己接下来将认真学习、深刻领会党
的十九届五中全会精神，扎实做好宣讲工
作。

（记者 王丽 陈维灯 颜若雯 张莎 王亚同
颜安 通讯员 彭禹乔）

逐梦新征程 谱写新篇章
——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精神宣讲激励我市干部

群众勇担时代重任

奉节县长江三峡的瞿塘峡一带景色（2019年3月28日摄，无人机照片）。 新华社记者 王全超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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