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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12月8日电 12月8日，国家主席习近平同尼
泊尔总统班达里互致信函，共同宣布珠穆朗玛峰高程。

习近平指出，去年，我们就中国和尼泊尔共同宣布珠穆朗
玛峰最新高程达成共识。一年多来，两国团队克服种种困难，
扎实开展工作，最终确定了基于全球高程基准的珠穆朗玛峰
雪面高程。今天，我愿同班达里总统一道，代表中尼两国向全
世界正式宣布，珠穆朗玛峰的最新高程为8848.86米。

习近平指出，珠穆朗玛峰是两国世代友好的重要象征。
两国将这一世界最高峰确立为中尼之间的界峰和“中尼友谊

峰”。今天我和你共同宣布珠峰最新高程具有承前启后的时
代意义，也充分体现了中尼关系持续发展的高水平。中方也
愿同尼方一道，积极推进珠穆朗玛峰生态环境保护和科学研
究合作，守护好两国人民共同的宝贵财富和家园。

习近平强调，今年是中尼建交65周年。在双方共同努力
下，两国政治互信日益增强，共建“一带一路”稳步推进，跨喜
马拉雅立体互联互通网络正从愿景变为现实。

（下转2版）
（相关报道见9版）

习近平同尼泊尔总统班达里互致信函
共同宣布珠峰最新高程：8848.86米

□本报记者 陈国栋

“危急时刻党员总是冲锋在
前。一个党员就是一面旗帜。”

“党员就要做出征急先锋，坚定
‘逆行’是义务。”

“咽拭子采集等刺激性操作，医
务人员稍有不慎便有感染风险，党
员们总是带头先上。党支部的凝聚
力感召力充分彰显，医疗队9名优
秀青年同志向党组织靠拢、火线入
党。”

……
10月19日，我市召开疫情防

控工作优秀党员和优秀基层干部座
谈会。会上，优秀党员、干部代表，
声情并茂讲述了疫情防控中的点点
滴滴。

不止是战疫，在今年我市战复
工、战脱贫、战洪水等一场又一场硬
仗中，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
冲锋在前、顽强拼搏，攻克一个又一
个难关，以实际行动诠释了忠诚与
担当。

这是我市推动不忘初心、牢记
使命制度落地落实的生动体现。“不
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结束
后，我市按照中央的统一部署，建立
落实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的制度，围
绕“学、做、改”建章立制，把不忘初
心、牢记使命作为加强党的建设的
永恒课题和全体党员、干部的终身
课题常抓不懈。

理论滋养初心、实干践行使
命。我市广大党员、干部深学笃用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
想，牢记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宗旨，
走在前、干在先，以时不我待、只争
朝夕的奋斗姿态推动经济社会发展
迈上新台阶。

学理论
真学真信 学深悟透

为推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往深里走、
实里走、心里走，今年我市各区县各部门把《习近平谈治国理
政》第三卷作为重点内容，精心组织“学习新思想 唱响能行
好 夺取双胜利”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微宣讲
活动。

荣昌区紧扣学习宣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思想这一根本任务，在群众家门口开设“小院讲堂”，组织志
愿者开展讲理论、讲政策、讲法律、讲科技、讲健康、讲典型、讲
变化“七讲”志愿服务，用老百姓听得懂、听得进、记得牢的语
言，把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送进千家万户，搭
建起创新理论和人民群众连接贯通的桥梁，让党的声音响彻
基层、党的关怀温暖基层。

（下转3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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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吴刚

一棵棵茂密的
树木，合围成一个小
广场；广场旁边还专

门设置了一个观景台，供游人看远处的车水马龙……最近，北
碚老城天生街道斑竹村的小公园，成为西南大学一些老教授
早晚散步的必去之地。

斑竹村的这处小公园，只有几千平方米，园林景观设计也
谈不上高大上，它备受市民青睐则源自其自身的变化。此前，
这里是一块闲置多年的城市边角地，中间一条臭水沟，水沟的
边坡上杂草丛生，垃圾随处可见。

住在周边的西南大学的老师们，深受其烦。北碚区城管
局也屡屡接到投诉。怎么办？仅仅清淤除臭，不能解决根本
问题。而在北碚全区，这样的城市边角地，还有不少。

去年初，北碚启动“公园城市”建设。“我们通过抽样调查
发现，对于公园城市建设，更多居民建议要把公园建在自己身
边，希望推窗见景，出门见绿，最好出门走几分钟就能到达公
园。如果集中建设大公园，涉及到诸多复杂问题，管护成本也
非常高，更关键是居民往往需要走很远才能达到公园，获得感
不强。”北碚区城管局负责人说。

（下转2版）

城市边角地
变成市民身边小公园

本报讯 （记者 白麟）12月8日，在川
东北、渝东北地区一体化发展“2020川渝国
企万州行”的签约活动上，川渝有关单位签
署的万达开一体化交通基础设施互联互通
备忘录（下称“备忘录”）所涉及项目预估投
资额2826亿元。

横跨万州、达州、开州三地的交通基础
设施建设，由此再加速。

公路铁路建设“分进合击”
此次签约的备忘录中，每个项目都堪称

体量庞大、影响深远。
例如，由万达开三地交通主管部门联合

国企推进的成达万高铁项目，经万州、达州、

开州、南充、遂宁至成都，设计时速350公
里/小时，全长486公里。项目建成后，将成
为万达开地区联系华北、华中和西南地区的
主要高速客运通道。

三地还联合国企推进投资达527亿元
的渝万高铁项目，项目建成后也将成为川渝
地区至华中、华东地区客流主通道。

投资300亿元的达万铁路扩能改造项
目，全长约 110 公里，设计时速为每小时
160-200公里，向西连通广巴达铁路、兰渝
铁路，将促进新田港铁路联运，融入中欧班
列(渝新欧)。

投资136亿元的万州至达州直连高速
公路，全长76公里，项目建成后将成为西
北、川东地区经新田港实现通江达海最便捷
的高速公路通道。

此外，还有开梁高速公路、G5012 恩
广高速万州至开江段、开州至宣汉高速公
路……新的干线已经布局。万达开一体化
交通基础设施建设“分进合击”，发展节奏再
次刷新。

六方共建新田港打通大宗
货物运输“瓶颈”

除了铁路与公路项目，万达开三地在川
渝国资国企支持下，依托万州得天独厚的港
口枢纽优势，聚焦铁、公、水多式联运和省际
城乡公交一体化，聚力完善提升该区域的综
合物流及客运能力。

8日，三地和川渝国企，在上述备忘录
之外，还签约了一系列相关项目。其中引
人注目的重磅项目包括：万州区、达州市政
府与重庆高速集团、四川港投集团、重庆港
务物流集团、达州钢铁集团六方合作的万
州新田港建设运营投资项目。该项目投资
80亿元，将分三期建设共14个泊位，建成
后可解决上千万吨铁矿石原料入川“瓶
颈”，同时还可帮助川东北、陕南等煤矿出
川出陕。

同时，万州与四川港投集团投资130亿
元，以三峡国际物流枢纽、生态循环农业等
项目为切入点，推进多领域全面战略性合

作。万州汽车运输集团与达州运输集团达
成合作，发展定制客运、旅游直通车、省际城
乡公交。四川路海国际联运公司与万州港
口集团将共同开展市场拓展、对外营销，打
造达州、万州铁水联运平台……

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发展
基金首期明年落地

今年7月，川渝两地曾举办“国企遂宁
行”活动。相较上一次，此次“国企万州行”
无论是签约项目数量还是金额，都有大幅度
提升。观察人士认为，这反映了川渝国资国
企深化合作，积极融入川东北、渝东北地区
一体化发展的态势。

据了解，目前万达开三地在交通建设、
物流发展等方面已签署协议65份，建立合
作机制6个，对接企业450余家，在两地国企
不遗余力的支持下，万达开正由地理“山水
相连”，渐变成“浑然一体”发展。

（下转4版）

2826亿元！万达开一体化交通基建再加速
川渝双方签署备忘录，推进三地公铁水互联互通

本报讯 （记者 颜若雯）12月8日，市
五届人大常委会开展本届以来第五次市人大
代表专题培训。市人大常委会主任张轩出席
培训。

本次培训的主要任务和目的是传达学习
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精神和市委五届九次全
会精神，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人大工作
特别是代表工作的重要指示要求，进一步增
强履职本领，提高履职水平，为明年市五届人
大四次会议审查和批准我市“十四五”规划纲

要做好准备。
本次培训在市人大常委会会议厅设主会

场，各区县人大常委会设分会场，依托视频系
统进行。全国人大常委会办公厅联络局负责
同志、市发改委负责同志、西南政法大学教授
作了专题报告，4位人大代表交流了履职体
会。市人大代表、区县人大代表、市人大常委
会和区县人大常委会部分机关干部等3000
余人参加培训。

（下转2版）

市人大常委会开展
第五次市人大代表专题培训

本报讯 （记者 戴娟）12月7日，市
政协党组书记、主席王炯主持召开市政协
党组理论学习中心组学习会。

按照市委要求，会议深入学习习近平
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和党的十九届五中
全会精神，认真学习市委五届九次全会
精神，集中学习了《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
建设规划纲要》，并结合前期全面学习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三卷谈学习认识
体会。

与会同志表示，在《习近平谈治国理
政》第三卷的学习过程中，通过原原本本
学、专心致志读、细嚼慢咽悟，让人更加深
切感受到贯穿其中的坚定理想信念、鲜明
人民立场、强烈责任担当、求真务实作风和
科学方法论。

大家认为，推动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
建设，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作
出的重大战略部署。

（下转2版）

市政协党组理论学习中心组
学习会举行

5版刊登

□新华社记者

世纪疫情和百年变局交织之际，极其艰
难的2020年，中国发展表现成为全球经济
阴霾下的一抹亮色——

率先控制住新冠肺炎疫情，率先在全球
主要经济体中恢复经济正增长，现行标准下
农村贫困人口全部脱贫……

深海航行，靠什么应对惊涛骇浪？
“十三五”以来，从十八届中央财经领导

小组的5次会议到十九届中央财经委员会
的8次会议，习近平总书记亲自主持、亲自
谋划，以全局眼光和战略高度为中国经济巨
轮掌舵领航。

思想引领，新理念开辟
发展新境界

做好经济工作，是我们党治国理政的重
大任务。

2018年3月中共中央印发的《深化党和
国家机构改革方案》明确提出把中央财经领
导小组改为中央财经委员会。

“十三五”以来，面对错综复杂的国际形
势、艰巨繁重的国内改革发展稳定任务特别
是新冠肺炎疫情冲击，从中央财经领导小组
到中央财经委员会，习近平总书记亲自主持
召开了13次会议，研究了20多个重大议题，
以全球视野和宏阔格局统筹部署我国经济
社会发展重大战略政策。

长江经济带发展规划、165项重大工程
项目进展、扩大中等收入群体、提高我国自
然灾害防治能力、提升产业基础能力和产业
链水平……

13次会议，一个个重大议题，都由习近平
总书记在精心谋划、深入调研、反复研究、深
思熟虑后亲自确定，彰显党中央对新时代中
国经济发展的顶层设计——

2016年1月26日，“十三五”新局刚启，
中央财经领导小组第十二次会议，首个议题

就聚焦“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这次会议的前后两次中央财经领导小

组会议，关键词都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彼时，中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三期

叠加”之际，经济下行压力凸显，一味上项
目、铺摊子等粗放式发展的老路难以为继。

在这一背景下，党中央谋划的“供给侧
结构性改革”一词进入公众视野。系列会议
部署，凸显这一改革的重要性。

“要把思想认识统一到党中央关于推进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决策部署上来。去产
能、去库存、去杠杆、降成本、补短板是工作
重点，关系到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开局、关
系到‘十三五’的开局。”习近平总书记指出。

13次会议，一项项关键举措，既坚持问
题导向，又着眼长远谋划，折射党中央对复
杂变局下发展规律的认识不断深入——

思想是行动的先导。
2015年10月，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明

确提出新发展理念，为“十三五”乃至更长时

期我国发展提供了基本遵循。
5年后，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擘画了面

向“十四五”和2035年的发展新蓝图，强调
要坚定不移贯彻新发展理念。

创新，居五大发展理念之首，在我国现
代化建设全局中居“核心地位”。

时间回到2018年7月13日，国际金融
危机发生十年之际，中央财经委员会第二次
会议聚焦一个核心议题：提高关键核心技术
创新能力。

“要切实增强紧迫感和危机感，坚定信
心，奋起直追”“突破关键核心技术，关键在
于有效发挥人的积极性”“形成推动攻克关
键核心技术的强大合力”……这次会议强
调。

为科研人员“松绑”、不断提高科研人员
奖励比例……5年来，一系列事关科技发展
的改革接连落地。创新，这个引领发展的第
一动力，在我国经济转向高质量发展过程中
持续迸发耀眼光芒。 （下转2版）

领航定向 破浪前行
——从中央财经委会议看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引领“十三五”经济社会发展

干田堡变绿了

“桃花源”中脱贫事儿6版刊登

12 月 8 日，曾家岩嘉陵江大桥
正在进行收尾施工，有望年底建成
通车。该工程起于渝北区兴盛大
道，在天江鼎城附近入洞，在龙湖春
森彼岸出洞，跨越嘉陵江后，先后下
穿曾家岩、中山四路、上清寺、两路
口，再向南连接菜园坝大桥及长滨
路，通车后将缓解主城中北部交通
拥堵状况。

记者 罗斌 摄/视觉重庆

曾家岩嘉陵江大桥
预计年底建成通车

媒体联动>>

川渝国资国企再聚首
这次为何选在万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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