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地址：重庆市渝北区同茂大道416号 邮政编码：401120 电子信箱：cqrb@cqrb.cn 广告许可证：渝工商广字第9500618号 总编辑：张永才 总值班：李波 版面统筹：郑家艳 主编：张珂 图片编辑：鲁道新 订报热线：63735555 零售价：1.5元

27
星期五

2020年11月

农历庚子年十月十三

国内统一连续出版物号

CN 50-0001

第24938号

代号77-1

今日28版
重庆日报报业集团出版 网址：www.cqrb.cn

CHONGQING DAILY
新华社北京11月26日电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

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在全国劳动模范和先进工作者表彰大
会上的讲话》单行本，已由人民出版社出版，即日起在全国新
华书店发行。

习近平《在全国劳动模范和先进工作者
表彰大会上的讲话》单行本出版

新华社北京11月26日电 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26日宣
布：第十七届中国－东盟博览会和中国－东盟商务与投资峰

会开幕式将于11月27日在广西南宁举行。国家主席习近平
将发表视频致辞。

习近平将在第十七届中国－东盟博览会和
中国－东盟商务与投资峰会开幕式上发表视频致辞

□本报记者 黄乔

“本以为要跑一趟重庆，没想到只需网
上申请，两天就拿到新驾驶证，实在太方便
了！”近日，家住四川省广安市的重庆人彭顺
华，在家通过网络申请了驾驶证期满换证业
务，两天后便收到了从重庆邮寄来的崭新驾
驶证。

彭顺华所感受到的便利，正是得益于川
渝两地协同推出的第一批95个通办事项。
随着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国家战略的深入
实施，诸多期许正在变为现实，人们的工作
和生活将更加便捷舒心。

“十三五”时期，特别是2017年以来，重
庆以保障和改善民生为出发点和落脚点，以
需求为导向，全面解决人民群众关心的教育、
就业、社会保障、医疗、住房保障、城市管理、
公共安全和社会治安等问题，让改革发展成
果更多更公平地惠及普通百姓，让重庆人有
了更多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获得感——
全市 182.6 万人脱贫
重点人群就业有保障

清扫牛槽、添草喂水、整理圈舍……11

月4日清晨，黔江区金溪镇金溪社区，38岁
的陈淑香穿着雨靴，挽着袖子，正在自家的
牛棚前忙碌着。

前两年还是建档立卡贫困户的她，如今不
仅脱了贫，还成为重庆盛锐家庭农场负责人。

“现在农场生意越来越好，收入挺不错

的。”陈淑香说，她计划明年继续扩大农场规
模，带动更多村民一起致富奔小康。荷包鼓
了起来，陈淑香的笑容也多了起来。

“十三五”时期，重庆从最困难的群体入
手，坚决打赢打好脱贫攻坚战，集中力量解决

“两不愁三保障”突出问题。截至目前，全市

14个国家扶贫开发工作重点区县和4个市级
扶贫开发工作重点区县全部实现脱贫“摘帽”，
1919个贫困村全部脱贫出列，动态识别的
185.1万建档立卡贫困人口已脱贫182.6万。

就业是最大的民生。“十三五”时期，我
市坚持就业优先战略和积极就业政策，全市
就业局势总体稳定，稳中有进、稳中向好。
2016年—2020年9月，全市城镇新增就业
346万人，完成“十三五”300万人以上的目
标任务；城镇登记失业率、调查失业率控制
在较低水平。

受到年初新冠肺炎疫情影响，如何保住
重点群体就业成为一大考验。在中央“六稳
六保”政策指引下，我市因人因势精准施策，
聚焦高校毕业生、农民工、贫困人员等重点
群体，相继推出一系列具有针对性的就业服
务和扶持政策，有力保障了全市就业形势稳
定。

同时，在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的推
动下，今年5月，四川、重庆两省市就业局签
订《共同推动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川渝
公共就业创业服务合作协议》，将推动两地
公共就业创业服务实现“信息互通、政策融
通、机制畅通、项目共通”，川渝地区就业渠
道进一步扩宽。

“十三五”期间，重庆覆盖城乡的社保制
度体系更加健全，人人享有社会保障的目标
基本实现。截至今年10月，全市养老、失
业、工伤保险参保人数分别为2352万人、
538万人和718万人，城乡养老保险参保人
数超过重庆直辖之初的10倍。

（下转2版）

收入更稳定 生活更方便 社会更安全

重庆交出暖人心聚民意“民生答卷”

本报讯 （记者 张珺）11月26日，市
委书记陈敏尔，市委副书记、市长唐良智会
见了来渝访问的哥伦比亚驻华大使路易斯·
蒙萨尔韦一行。

市领导王赋、郑向东参加。
陈敏尔、唐良智代表市委、市政府欢迎蒙

萨尔韦大使一行来渝访问。陈敏尔说，去年7
月，习近平主席与来华访问的杜克总统举行
会谈并就双边关系发展达成重要共识。今年
是中哥建交40周年。我们将积极落实两国
元首重要共识，为推动中哥友好交流合作贡
献力量。重庆是中国西部大开发的重要战略
支点，处在“一带一路”和长江经济带的联结

点上，拥有长江黄金水道、陆海新通道、中欧
班列等出海出境大通道，在国家区域发展和
对外开放格局中具有独特而重要的作用。当
前，我们正深入贯彻中共十九届五中全会精
神和习近平主席重要指示要求，抓住用好成
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战略机遇，充分发挥
通道优势，在以通道带物流、物流带经贸、经
贸带产业上下功夫，加快建设改革开放新高

地，更好地融入国内大循环和国内国际双循
环，努力在服务全国构建新发展格局中展现
新作为。哥伦比亚与重庆合作基础良好，贸
易增长较快，合作前景广阔。希望以大使先
生此访为契机，进一步加强在经贸、产业、人
文、旅游等领域合作，实现互利共赢。

蒙萨尔韦感谢重庆对此次访问的热情
接待。他说，重庆是著名的山城、江城，是中

国西部地区重要经济中心和开放门户。担
任驻华大使后我三次来渝，重庆的发展给我
留下了美好印象。中国正积极构建新发展
格局，为哥中交流合作提供了重要机遇。愿
进一步加强与重庆的经贸合作和人文交流，
欢迎更多重庆企业赴哥伦比亚投资兴业。

哥伦比亚驻华使馆有关人员，市有关部
门负责人参加。

陈敏尔唐良智会见哥伦比亚驻华大使路易斯·蒙萨尔韦

本报讯 （记者 白麟）11月 26日，重庆日报记者从
2020中国西部（重庆）国际物流产业博览会上获悉，今年前
10月，果园港国家物流枢纽完成集装箱吞吐量27.5万标箱，
货物吞吐量完成1115.5万吨；国际铁路班列铁水联运突破1
万标箱，达10217标箱。

自2019年9月果园港获批国家物流枢纽以来，“沪渝直达
快线”保持每天2班平稳运行，整体时效比普通班轮提升30%
以上，在“陆海内外联动、东西双向互济”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据介绍，近一年来，果园港全面加强西部陆海新通道、中
欧班列、“渝满俄”与长江黄金水道等国际大通道的融会贯通，
推进通道班轮化、班列化，目前已实现“东西南北”四个方向贯
通、“水铁公空”四种模式联通。同时，果园港充分拓展与新加
坡港、杜伊斯堡港的国际合作，加大与成都青白江铁路枢纽、
上海港及长江沿线各港口、钦州港、广州港等国家级物流枢纽
和重要节点的合作，与内陆地区共商共建无水港，不断增强联
动能力；通过在提货环节推行全面电子化、无纸化，大大提升
了班轮运行效率。

随着大通道、大立交等基础设施项目的集中开工，果园港
逐渐形成了“前港后园”的产业生态。重庆果园保税物流中心
（B型）一期今年1月投运，入驻康宁原板玻璃西部物流中心
项目，目前康宁重庆工厂通过果园B保的进出口额已超过7
亿元。 （相关报道见5版）

前10月果园港国际铁路班列

铁水联运突破1万标箱

⑤⑤

截至2019年底，全市医疗卫生机构编制床位有19.96万张，比2015
年增长27.78%;注册护士数10.32万人，增长47.57%；全市三级甲等医院
布局扩大到21个区县、增至36家，每个区县至少有1家二甲医院

医疗卫生
持续改善

数说重庆数说重庆““十三五十三五””民生保障民生保障
目前，全市14个国家扶贫开发工作重点区县和4个市级扶贫开发

工作重点区县全部实现脱贫“摘帽”，1919个贫困村全部脱贫出列，动
态识别的185.1万建档立卡贫困人口已脱贫182.6万

脱贫攻坚
成效明显

2016 年至 2020 年 9 月，全市城镇新增就业 346 万人，完成“十三
五”300万人以上的目标任务；城镇登记失业率、调查失业率控制在较
低水平

就业形势
稳中向好

截至今年10月，全市养老、失业、工伤保险参保人数分别为2352
万人、538万人和718万人，城乡养老保险参保人数超过重庆直辖之初
的10倍

社会保障
更加健全

自 1992 年，党中央、国

务院作出全国对口支援三峡

库区移民工作的重大决策以

来，全国对口支援省市已累

计 为 三 峡 库 区 引 进 资 金

2764.94亿元，其中重庆库区

引进资金1520.21亿元，为三

峡库区打赢脱贫攻坚战、如

期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目

标任务作出重大贡献

□本报记者 龙丹梅

11月26日，2020年全国对口支
援三峡库区经贸洽谈会（以下简称

“支洽会”）在湖北省宜昌市召开，当
日三峡库区共签约52个项目，签约
金额达512.5亿元，其中24个项目落
户重庆，签约金额达303.3亿元。

24个项目落户重庆，涵
盖新材料、新能源等领域

在支洽会上，三峡库区共签约52
个项目，其中24个项目落户重庆，签
约金额303.3亿元，经济合作类签约
项目23个,社会公益类项目1个。签
约项目涵盖新材料、清洁能源等领
域，落地后将推动三峡库区产业升级
和高质量发展。

自全国对口支援三峡库区以来，
一大批国内知名企业到三峡库区投
资兴业，有效助推了库区产业转型升
级。

华峰集团尼龙66一体化项目是
此次落户重庆库区金额最大的项目，
总投资达60亿元。华峰集团有限公
司常务副总经理苗迎彬介绍，自
2010年在涪陵区投资建设重庆华峰
新材料产业园以来，集团已在涪陵建
成全球最大的己二酸生产企业和全
球单体最大的氨纶生产基地。今年，
重庆华峰将再次投资60亿元在涪陵
打造尼龙66一体化项目，该项目建
成后可实现年产值120亿元，同时解
决国内上游原料高度依赖进口等问
题。同时，中国三峡新能源（集团）股
份有限公司西南分公司也将在巫山投资光伏发电项目，投资
额达18亿元，总装机容量55万千瓦，建成后将带动当地500
余名贫困人口增收。 （下转2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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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读
缅怀革命先烈
传承红色基因

11 月 25 日，重庆青少年纪念“11·27”革
命烈士殉难 71 周年“红色之旅”主题教育活
动在歌乐山烈士陵园举行。来自江北区玉带
山小学的 250 名师生代表来到歌乐山下，缅
怀革命先烈，传承红色基因。

此次主题教育活动由市委宣传部、市文
明办、市教委、团市委、红岩联线等联合主办，
旨在通过开展缅怀先烈等活动，加强青少年
爱国主义、革命传统、红色基因、国防知识等
教育，培育具有爱国情怀和远大志向的新时
代青少年。
记者 匡丽娜 卢越 摄影报道/视觉重庆

第十八届中国农交会
第二十届西部农交会

特别报道

品牌强农 巩固脱贫成果 开放合作 共迎全面小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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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开展便利店
品牌化连锁化三年行动

到2022年品牌连锁便利店总量将超7000家

□本报记者 陈钧

11月24日，綦江工业园区重庆赛之源
齿轮有限公司（下简称“赛之源”）生产车间
内，技术工人们两人一组，正在智能加工中
心生产汽车齿轮。

今年前10月，赛之源销售产值达1.3亿
元，相当于去年全年的产值。

在上半年疫情影响的大背景下，赛之源

为何能逆势增长？
“因为我们拿到了东风日产的大单。”董

事长刘昌明告诉重庆日报记者，根据订单情
况，11月和12月赛之源还能再完成2000万
元销售产值。

“綦江是重庆典型的老工业基地，过去工
业以煤炭、冶金、齿轮等传统制造为主，结构

‘又黑又重’。”綦江区委书记袁勤华说，前些

年，由于资源优势逐步减弱、经济下行压力增
大，綦江的传统产业尤其是传统制造业一度
陷入困境。为此，綦江开出三大良方，让老基
地焕发新活力，赛之源正是受益于此。

良方一：
改造传统产业打造智造强区
此前，赛之源并不在东风日产的供应体

系里。他们为何能拿到订单？
原来，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东风日产

无法再从海外配套商那里进货，赛之源凭借
产品竞争力，从国内众多齿轮生产企业中脱
颖而出，闯入东风日产供应链，为其生产曲
轴齿轮。

刘昌明感叹：“要不是去年底前，公司花
近千万元，完成了对生产车间的数字化改
造，赛之源也拿不到东风日产的订单。”

实施数字化改造后，赛之源生产效率
提升 20%，产品不良率降低 5％，综合运
营成本降低 10％，产品竞争力得到极大
提升。

（下转4版）

老工业基地焕发新活力
——探秘綦江三大良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