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常态化实施村庄清
洁行动的基础上，开展以
清理“蓝棚顶”、无人居住
废旧房、房前屋后杂物
堆、田间地头废弃物、管
线“蜘蛛网”、农村爱国卫
生运动为主要内容的“五
清理一活动”专项行动

2
在已建成示范点的基

础上，串点成线、连线成
片，成片推进农村人居环
境整治，每个片区不少于
20平方公里，同时积极推
进宜居村庄建设。到2025
年，力争建成39个成片推
进农村人居环境整治示范
片和1000个宜居村庄

3
实施美丽巴蜀宜

居乡村“双百工程”（重
庆市100个示范村、四
川省 100 个示范村），
开展成渝毗邻地区“四
好农村路”互联互通试
点示范，建设沿线、沿
江、沿界美丽巴蜀宜居
乡村示范带

4
2018年以来，重庆

完成了7929个行政村
农村人居环境整治三
年行动目标任务。

“十四五”期间，重
庆在抓好“6+3”重点任
务基础上，将继续推进
农村人居环境整治提
升五年行动，包括五方
面内容。

重庆将实施农村人居环境整治提升五年行动

以农村生活垃
圾污水治理、“厕所
革命”、村容村貌提
升为主攻方向，继续
抓好各项重点任务，
到 2025 年，促进农
村人居环境更加整
洁优美

进一步完
善建管长效机
制，总结推广成
熟技术和建管
模式，确保农村
人居环境整治
的深入开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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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市农业农村委
记者 赵伟平 采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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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1月13日电 1月13日，中国共产党中央委
员会致电祝贺老挝人民革命党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
贺电说：

老挝人民革命党十大以来，以本扬总书记为首的老挝党
中央重视党的建设，不断巩固和加强党的领导，团结带领全党
全国人民推进社会主义建设和革新事业并取得一系列重要成
果。面对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老挝党中央发挥领导核
心作用，统筹推进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保持政治稳定、
经济发展、民生改善。我们为此感到由衷高兴。

老挝人民革命党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是在老挝党和国

家各项事业进入新的历史阶段召开的一次重要会议，必将对
推动老挝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产生深远影响。我们相信，在老
挝人民革命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本次大会一定能够为推动老
挝社会主义事业发展提供新的重要指引和前进动力。

中国党和政府高度重视中老两党两国关系，愿同老方一
道，在“长期稳定、睦邻友好、彼此信赖、全面合作”方针和“好
邻居、好朋友、好同志、好伙伴”精神指引下，落实好两党两国
最高领导人重要共识，深化中老全面战略合作，推动双边关系
和命运共同体建设不断迈上新台阶，更好造福两国和两国人
民，为地区和平稳定与发展繁荣作出更大贡献。

中共中央致电祝贺老挝人民革命党
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

本报讯 （首席记者 颜安）如何利用金融手段激发内生
动力，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1月13日，重庆日报记者从市
扶贫办了解到，我市“三保联动”（精准脱贫保、产业扶贫保和防
贫返贫保）保险体系正在发挥作用：去年，三个保险赔付金额
近2亿元，惠及近30万群众，构筑起了防止返贫的“防火墙”。

“在脱贫攻坚过程中，保险扶贫有其独特的优势。”市扶贫
办资金计划处相关负责人表示，我市高度重视保险扶贫工作，
构筑起精准脱贫保、产业扶贫保和防贫返贫保的“三保联动”
体系。

“三种保险都具有很强的针对性，又互为补充。”该负责人
介绍，精准脱贫保的覆盖范围最为广泛，其参保对象为全市建
档立卡贫困户，财政资金只需为贫困户每人每年缴纳100元保
费，就能在意外伤害、大病补充、疾病身故、贫困户学生重大疾
病、农房等方面为贫困群众提供保障。其中，因意外伤亡最高
可获得5万元救助，住房因灾倒塌或损毁最高可获6万元赔付。

产业扶贫保旨在降低扶贫主导产业风险。我市在18个
深度贫困乡镇试点了产业扶贫保，以户为单位，财政资金只需
为每户每年提供200元保费，就能有效降低产业的风险。

而防贫返贫保则是针对农村“边缘易致贫户”制定的一个
险种，针对生病（含意外住院）、受灾、上学三大致贫因素，是健
全脱贫长效机制的有益尝试。去年，我市在13个区县推进该
项工作。

三种保险，已让不少群众受益。“上午报案，当天就拿到了
钱。”万州区龙沙镇红鹤村村民陈登双告诉记者，去年5月13
日家里因暴雨冰雹遭受损失，当日上午报案，保险公司很快到
现场查勘定损，下午就将2600元精准脱贫保赔付款打到了他
的银行卡上。

重庆“三保联动”
去年惠及近30万人

□本报记者 赵迎昭 实习生 程瑞

以360米长、5米高的墙面为画布，运用
中国传统的青绿山水画法表现长江流域名
江名湖、名山名峰、名城名镇……近日，这幅
名为《长江生态人文画卷》的巨幅墙绘作品
通过相关部门审批，将呈现在我市“两江四
岸”十大公共空间项目之一的南岸区雅巴洞
江滩公园。

“墙绘、涂鸦除了可以提升城市公共空
间的人文艺术气息，还越来越多地走进商业
空间和乡村，成为装点城乡的‘新宠’，获得
大众普遍喜爱。”1月13日，《长江生态人文
画卷》作者、四川美术学院公共艺术学院教
师王松在位于黄桷坪涂鸦街的一家咖啡馆
对记者说。

以墙绘和涂鸦为主的创意绘画，何以迅
速占领城乡墙面？又将释放出怎样的魅力？

墙壁穿上“外衣”
成为城市亮丽风景

“亲爱的，这个姿势好不好看？”在这家
咖啡馆里，市民王清兰摆好姿势，让闺蜜帮
忙拍照。

“门口那面墙漂亮哦，周末节假日游客
要排几十米长队打卡。”听到咖啡馆老板侯
爱兵这么说，不少人放下热气腾腾的奶茶，
大步走向那面墙壁——蓝色底色上，白色的

“我爱重庆”4个涂鸦大字带着一丝俏皮，视
觉冲击力非常强。

“这是2018年我邀请一位艺术家创作
的，我还在他的作品两侧画上红辣椒，让作
品体现重庆味道。”侯爱兵称，那一年，黄桷
坪涂鸦街逐渐成为游客喜爱的打卡地，游客
在这面涂鸦墙前留影后，大多会来咖啡店休
息一会儿。老侯看到人流量带来的商机，便
开始售卖重庆元素的文创产品。“旅游高峰

时，咖啡馆一天营业额比之前同时段增长了
4倍。”

王松也对游客蜂拥而至感触颇深，
“2018年起，很多游客来黄桷坪涂鸦街打
卡。”

“墙壁本身是冰冷的，但穿上绚烂的外
衣，便摇身一变为城市亮丽的风景，彰显出
城市的活力和特色。”王松说，墙绘、涂鸦创

作所用材料和呈现出的效果不同，前者用丙
烯，更具装饰性；后者用喷漆，画面效果较为
随心所欲。但两者都具有创作便捷、形象生
动、色彩艳丽等特点。

近几年，墙绘和涂鸦还走进城市更多
场景。在北仓文创街区，一幅墙绘将重庆
来福士、长江索道、洪崖洞动漫化，让园区
洋溢青春气息；江小白举办国际涂鸦赛事，

邀请国际一流涂鸦艺术家为酒厂穿上炫酷
外衣……

墙绘需求与日俱增，吸引了不少人投入
这一行业。永川市民殷俊楠2016年大学毕
业后专职从事墙绘创作，在重庆茶叶博物
馆、永川区青少年宫等地都能看到他的作
品。“项目一个接一个，我忙得不亦乐乎。”他
说。 （下转4版）

为城市添一道风景，为乡村增一分魅力——

墙绘涂鸦 重庆美颜新画笔

本报讯 （记者 龙丹梅 通讯员 秦廷富）1月13日，
位于两江新区水土园区的中国科学院大学重庆学院（以下简
称“国科大重庆学院”）内，教室、办公室、图书馆、操场等已经
建成，工人正在忙着收尾工作。据悉，目前国科大重庆学院一
期工程建设已基本完工，有望在今年9月份投入使用。

1月13日，记者在园区内看到，工人们正在补栽绿植。
教室内的课桌、电脑，宿舍内的家具等设施也基本安装完毕，
食堂已准备就绪，园区内的室内恒温泳池、室内篮球馆、景观
湖等建设完成，配电房、热水供应系统、空调系统等配套设施
也都安装完毕。

重庆建工集团中国科学院大学重庆学院工程项目经理陈
洪波介绍，该项目于2019年3月正式破土动工，经过20个月
的建设，目前整个校区已经全部建设完毕，所有教学设施、家
具都已经安装到位,具备使用条件。

国科大重庆学院依山傍水，环境优美，是一个以科研为
主，兼具研究生、博士生教学功能，以打造“学、研、产、创、保”
五个板块为一体的综合性园区。学院总规划面积1000亩，其
中一期工程500亩，主要分为科研区、共享区、生活区、公寓区
四部分，下设人工智能学院、智能制造学院、材料科学与工程
学院、资源环境学院、能源学院、生命科学学院、临床医学学
院、双创学院、继续教育学院等。

中国科学院大学重庆学院
一期项目基本完工
有望今年9月投入使用□新华社记者 朱基钗 黄玥 王子铭

“要以马不离鞍、缰不松手的定力，以反
复抓、抓反复的韧劲，以钉钉子精神贯彻中
央八项规定及其实施细则、整治‘四风’、落
实为基层减负的各项规定”。

2020年岁末，北京中南海，一年一度的
党内最高层级民主生活会召开。

会议再次聚焦作风建设，审议了《关
于2020年中央政治局贯彻执行中央八项
规定情况的报告》和《关于持续解决形式
主义问题深化拓展基层减负工作情况的
报告》。

习近平总书记主持会议并发表重要讲
话，对中央政治局在作风方面继续努力，为
全党带好头、作示范提出要求，再次彰显出
党的中央领导集体加强自身建设的高度政
治自觉。

2020年是新中国历史上、中华民族历
史上，也是人类历史上极不寻常的一年。

面对国际国内形势的深刻复杂变化特
别是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以习近平同
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用行动发号令，以身教作
示范，锲而不舍抓作风建设，凝聚起攻坚克
难、拼搏奋进的磅礴力量。

人民至上，大战大考彰显
作风本色

2020 年，这一幕场景令国人印象至
深——

“你们都穿着防护服、戴着口罩，我看不
到你们完整的面容，但你们是我心目中最可
爱的人！”3月10日，武汉火神山医院指挥中
心，习近平总书记同正在病区工作的医务人
员代表视频连线。

“作为医生，你们体现了救死扶伤、大爱
无疆的精神，作为党员，你们体现了为人民
服务的无私奉献，作为军人，你们体现了召
之即来、来之能战、战之能胜的军人本色。
我感谢你们！”

语气铿锵，令人动容。
在武汉期间，习近平总书记考察医院、

走访社区、主持召开电视电话会议并发表重
要讲话，给前方将士、给武汉人民、给全国人
民以极大鼓舞。

“党的作风是党的形象。”极不平凡之
年，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人的作风更显过硬、
形象愈加闪亮。

连续21次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常委会
会议、中央政治局会议研究部署，多次作出

重要指示批示；以巨大政治勇气作出关闭离
汉离鄂通道的决策，因时因势制定重大战略
策略；在疫情防控的关键阶段，亲赴北京、武
汉等地指挥抗疫……

面对这场百年不遇的重大疫情，习近平
总书记亲自指挥、亲自部署，统揽全局、果断
决策，以非常之举应对非常之事，展现出人
民领袖的深厚情怀和大国领航者的非凡判
断力、决策力、行动力。

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
领导下，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人挺身而出、舍
生忘死、英勇奋战，凝聚起众志成城、共克时
艰的强大力量。

中共中央印发《关于加强党的领导、为
打赢疫情防控阻击战提供坚强政治保证的
通知》，强调要“做到哪里任务险重哪里就有
党组织坚强有力的工作、哪里就有党员当先
锋作表率”；中央组织部印发通知，要求把在
抗疫一线发展党员作为打赢疫情防控阻击
战的一项重要工作来抓。

“我是党员我先上”“疫情不退我不退”
“请组织把我派到最危险的地方”……誓言
铿锵，丹心闪耀，960多万平方公里的土地
上，460多万个基层党组织筑起坚实堡垒，
2.5万多名优秀分子在火线上宣誓入党，鲜

红的党旗高高飘扬在抗击疫情第一线。
“老白，你今年多大了？”“66岁。”
“你是属什么的？”“属马的。”
“那你比我小一岁。”
2020年5月11日下午，山西大同市西坪

镇坊城新村，习近平总书记坐在村民白高山
家炕沿上拉起家常，一开口就让人倍感亲近。

“搬出来后家里主要做什么？”“收入怎
么样？”习近平总书记问得十分仔细。

此次赴大同考察，总书记一下车就直奔
田间察看黄花长势，接着就赶赴坊城新村，了
解易地搬迁之后巩固脱贫攻坚成果的情况。

2020年是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决
战脱贫攻坚之年，也是“十三五”规划收官之
年。为克服一系列困难挑战，如期实现既定
目标任务，习近平总书记开启了少有的频密
调研节奏。

南下浙江，冒雨考察港口复工复产；西
行陕西，深入秦岭深处考察产业扶贫；北上
吉林，走进黑土地察看粮食生产；冒酷暑到
安徽，深入蓄洪区了解受灾群众生产生活恢
复情况……习近平总书记先后到13个省区
市考察，出席一系列重要会议、重大活动，亲
自指挥“战疫”“战洪”“战贫”，不辞辛劳、殚
精竭虑。 （下转4版）

以优良作风书写非凡答卷
——2020年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推进作风建设纪实

川渝营业执照实现异地互办互发

重庆四川间注册企业
不再两地跑

◀四川美术学院美术馆外墙涂鸦。（资料照片）
记者 苏思 摄/视觉重庆

▲万盛经开区黑山镇，民居手绘“中国梦”系列墙
绘成为乡村亮丽的风景。（资料照片）
特约摄影 曹永龙 通讯员 娄亚梅 摄/视觉重庆

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发布会回应疫情相关问题

疫苗接种人群将扩至
60岁及以上老年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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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费师范生
录取培养任教有细则
免学费、住宿费还有生活费补助，从事

中小学教育工作不少于6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