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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记者 韩墨 陈杉 金正

这是人类思想星空的闪亮时刻，这是激
荡时代大潮的中国之声——

2017年1月18日，国家主席习近平在
联合国日内瓦总部发表主旨演讲，系统
阐述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重要理念，站
在历史和哲学高度对“人类社会何去何
从”这一时代命题提出中国理念、中国方
案。

4年来，世界局势变乱交织，全球挑战层
出不穷，人类社会遭遇重重考验。构建人类
命运共同体理念在时光磨砺和现实映照下，
透射出愈发耀眼的真理光芒，赢得世界日益
广泛的支持与赞同。

引领时代的思想，凝聚共识的智慧，破
解危局的良方。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
如浩荡东风吹拂大地，播下和合共生的种
子，收获共赢共享的明天。

与时偕行天地宽

2020年，新冠疫情引发全球危机。百
年变局叠加世纪疫情，正在深度改变世界政
治经济版图。人类发展面临严峻挑战，世界
进入动荡变革期。

“世界怎么了、我们怎么办？”人们对答
案的追寻更显迫切。团结与分裂、开放与封
闭、合作与对抗，两股力量激烈争夺，两种前
途迥然不同。

“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让发展的动
力源源不断，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是各
国人民的期待，也是我们这一代政治家应有
的担当。”日内瓦万国宫内，习近平主席以坚
定的语调、有力的话语回望人类历史，传递
共同价值，分享深邃思考，展现责任担当。

那是多么宏伟的愿景——“中国方案
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实现共赢共享。”

在演讲中，习近平主席系统阐释构建人类命
运共同体的理论内涵和目标路径，倡导建设
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
清洁美丽的世界。

那是何其热烈的反响——47分钟演讲，
响起30余次掌声。到了关键处，几乎一句
一次掌声。第71届联合国大会主席彼得·
汤姆森说，习近平主席倡导的构建人类命运
共同体，是“人类在这个星球上的唯一未
来”。

变局中，登高望远；纷扰中，洞悉大势。
2013年3月，习近平主席在出访俄罗斯时首
次向世界提出，人类越来越成为“你中有我、
我中有你的命运共同体”。两年多后，习近
平主席在出席第70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
论时，又从伙伴关系、安全格局、发展前景、
文明交流、生态体系五个方面提出构建人类
命运共同体的“五位一体”总路径和总布局。

2013年以来，习近平主席在一系列双

多边场合还创造性地提出周边、亚太、中非、
中拉、海洋、核安全、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和
中巴、中柬等双边命运共同体理念，使这一
历史性倡议的内涵不断丰富，实践路径也日
益清晰。

2020年，在新冠疫情肆虐全球的艰难
时刻，习近平主席又向世界提出共同构建人
类卫生健康共同体的主张，呼吁各国积极
投身国际抗疫合作，加强全球公共卫生治
理，共同佑护各国人民生命和健康。中国
发起了新中国历史上最大规模的全球人道
行动，向150多个国家和10个国际组织提
供抗疫援助，向34个国家派出36支医疗专
家组。

“通过此次疫情，我们更深刻感受到，任
何一个国家都无法独善其身，构建人类命运
共同体才是应对全球危机的正确选择。”英
国48家集团俱乐部主席斯蒂芬·佩里说。

（下转5版）

东 风 浩 荡 万 里 澄
——写在习近平主席在联合国日内瓦总部发表历史性演讲四周年之际

□本报记者 付爱农 廖雪梅

美哉城市中，巴渝自芳菲。
珍珠般散落的江心岛，草木葱茏；星罗

棋布的坡坎崖公园，色彩缤纷；掩隐于市的
山城步道，人潮涌动；雄阔与秀丽并存的两
江四岸，面貌更新……漫步重庆这座山水之
城，一个个“小确幸”随处可遇。

“更好推进以人为核心的城镇化，使城
市更健康、更安全、更宜居，成为人民群众高
品质生活的空间。”——习近平总书记对城
市工作的重要指示，为重庆的城市建设指明
了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

2018年11月，《重庆市城市提升行动计
划》出台。

两年多来，重庆按城市提升九大板块，

排出21个重点专项任务。随着一个个任务
落地落实落细，一座更加国际化、绿色化、智
能化、人文化的现代城市渐行渐近。

山水重庆，近悦远来。

让城市留住记忆，延续历史
文脉更新山水之城

“四山”纵贯，两江环绕。重庆之美，与
山水之城的独特魅力紧密相连。重庆的城
市提升行动，便以山水为依托渐次展开——

1月15日清晨，不少“走走族”“跑跑族”
在北滨路步道上健身。这条慢行步道设有

休息驿站、智能图书馆、咖啡馆、健身俱乐部
等设施，去年初投用后，成为市民和游客休
闲游憩、观江赏景的好去处。

像这样依山傍水的步道，也映照着这座
城市的历史文脉。近年来，我市精心打造

“山城步道”这一特色品牌，2019年—2022
年中心城区规划建设17条约353公里的山
城步道，截至目前，半山崖线步道、重钢步道
等16条已开工，歌乐山步道、沙磁步道等约
172公里已建成。

重庆，依山而建，因水而兴。
两江四岸，是大自然对重庆最好的馈

赠，也是重庆人民的精神家园。为打造山水

之城“升级版”，重庆有计划、有步骤地实施
两江四岸治理提升，以山清水秀生态带、立
体城市景观带、便捷共享游憩带、人文荟萃
风貌带为目标，打造国际一流滨江带。

为此，重庆向全球征求设计方案，近百
家知名设计机构及联合体应征。至今，两江
四岸十大公共空间节点项目中，珊瑚公园片
区、江北嘴江滩公园、磁器口滨江段等8个
项目已动工建设；今年底，九龙滩项目有望
建成开放。

继火锅、桥都、夜景之后，两江四岸成为
重庆“新名片”——

（下转6版）

漫步山水之城“小确幸”随处可遇
——重庆持续推进城市提升行动计划纪实

□本报记者 颜安 赵伟平

趁着最近好天气，北碚区三圣
镇天宫村村民潘德彬一大早就忙开
了，只见他一只手拎着小桶，一只手
拿着刷子，给自家新房的外墙刷漆，

“刚搬了新家嘛，马上又要过年，我
就想把新家整得漂亮点。”见到记者
来访，他有些不好意思地解释道。

我市如火如荼地实施乡村振兴
战略行动计划，让许多像潘德彬这
样的村民受了益：或乔迁新居、或发
展产业、或改善环境……

食为政首，农为邦本。党的十
九大提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以来，
我市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学习贯
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三农”工作重
要论述，把实施乡村振兴战略作为
新时代“三农”工作的总抓手，按照
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
理有效、生活富裕“二十字”方针总
要求，紧紧围绕推动成渝地区双城
经济圈建设和全市“一区两群”协调
发展，集中力量补齐“三农”领域突
出短板，加快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
呈现出农业升级、农村进步、农民发
展的新图景，农民获得感、幸福感、
安全感显著提升。

农业强
产业兴旺上了新台阶
1月8日，记者再次走进长寿区

龙河镇保合村，只见棵棵血脐树迎风
摇曳，乔木、灌木、花卉列于道路两
旁，沿街民房、围墙处处皆景致，呈现
出“村在林中、路在绿中、房在园中、
人在景中”的宜居村庄新景象。

过去，龙河镇虽流转了约4.8万
亩土地种植柑橘，但品质并不算高，
产业链也不长，与现代农业的要求
还有一段距离。实施乡村振兴战略
启动后，长寿区引进国家级农业产
业化龙头企业陕西海升集团，在龙
河镇流转土地3000亩，建设高标准
全机械化柑橘种植示范园，打造从种子到橙汁的绿色生态循
环全产业链。

龙河镇的四坪村、保合村等与市农资公司、长寿乡村旅游
公司合作组建“重庆矗成农业公司”，流转柑橘林2500亩，村
集体、农户以土地租金入股分红。

保合村三组村民左新忠由此受益。“家里流转了5亩多地
出去，每年流转费有4000多元。此外我在基地搞管理，每月
还有1800元工资。”他说。

乡村振兴，产业兴旺是重点。我市乡村振兴战略行动计
划实施以来，“十百千”工程纵深推进，乡村振兴“6+5”试验示
范带动和20个重点镇村建设成效显著，通过产业发展带动乡
村振兴，让群众吃上“产业饭”，走上小康路。

放眼巴渝，产业兴旺迈上了新台阶。粮食种植方面：我市
坚持以粮食生产功能区和重要农产品生产保护区为重点，加
快推进高标准农田建设，目前累计建成高标准农田1236万
亩，提前并超额完成目标任务的14.1%。

特色农业方面：大力发展柑橘、柠檬、榨菜等十大特色产
业，目前种植面积累计达到3100万亩，预计全产业链综合产
值达到4500亿元。全市现代农业产业园面积达到750万亩，
预计综合产值800亿元。 （下转5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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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 报 讯 （ 记
者 颜若雯）1 月 17
日，市五届人大常委
会第二十四次会议举
行。市人大常委会主
任张轩主持会议。

会议审议表决通
过了市人大常委会代
表资格审查委员会关
于有关代表资格的报
告，审议表决通过了
有关接受辞职和任职
事项。

张轩指出，市五
届人大四次会议召开
在即，要从严从实、从
细从紧抓好大会期间
的疫情防控工作，严
格落实疫情防控各项
工作措施，确保万无
一失。市人大代表要
进一步提高政治站
位，严格遵守有关管
理要求，积极配合做
好疫情防控各项工
作，确保大会顺利举
行。

张轩强调，市五
届人大四次会议议程
多、任务重、意义重
大，要切实把思想和
行动统一到党中央决
策部署和市委要求上
来，做好会前功课，加
强会中学习，集中精
力认真讨论审议好大
会的各项报告和议
案，务实提出意见建
议，确保大会圆满成
功。

市人大常委会副
主任刘学普、周旬、杜

黎明、沈金强、张定宇、夏祖相、王越，秘书长
龙华出席会议。

市政府副市长郑向东、市监委有关负责
人，市高法院代理院长李永利、市检察院检
察长贺恒扬列席会议。

在本次常委会会议之前，还召开了市五
届人大常委会第四十七次主任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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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经中共中央批准，吴存荣同志任中共重庆市委
副书记。

中共中央批准
吴存荣同志任中共重庆市委副书记

1月17日，海拔1500多米的黔江区麒麟盖光伏电站被白雪覆盖，山峦相间，光伏“梯田”美不胜收。
据悉，该项目于2017年建成并网送电，总投资8亿元，占地1831.29亩，有30余万片光伏板，光伏板安装
区涉及4个村，年均发电量约1亿千瓦时。 通讯员 叶星箭 摄/视觉重庆

光伏“梯田”
6版刊登

导
读7版刊登“打卡巴渝美景”

□重庆日报全媒体记者 廖雪梅
□四川日报全媒体记者 张明海

1月8日下午两点，谢虹劲来到沙

坪坝区天陈路，去中国建设银行重庆市
分行三峡广场支行办理异地公积金贷
款业务。仅仅十来分钟，他就办理好公
积金贷款相关手续。

谢虹劲在成都工作，户口在重庆九
龙坡区，去年11月在沙坪坝区融创文
旅城买房。“以前听同事说，异地办理公
积金贷款很麻烦，不仅要在成都和重庆
两地来回跑，还要提交很多纸质资料。
但我这次办理异地贷款手续很顺利，不
觉得麻烦！”他开心地说。

1月15日下午3点半，成都市民何
丽萍（化名）来到成都公积金中心，为在
重庆工作的弟弟咨询用公积金在成都
买房的事情。成都公积金中心城中服
务部工作人员何浏介绍，川渝公积金异
地贷款可通过成都公积金中心的官方
微信、App还有开发商的一些渠道预
约，非常方便。

“成渝两地公积金互认互贷，给成
渝两地职工运用公积金贷款买房带来
了很大方便。” （下转4版）

成渝公积金贷款实现互认互贷

从“两地跑”变为“一地办”

川渝通办·共享便捷新生活

本报讯 （记者 李珩）1月17日，重庆
日报记者从市疾控中心获悉，自《疫苗管理法》
实施以来，全市疾控系统强化数据的“聚通
用”，打造免疫规划信息化管理体系2.0版本，
统筹推进疫苗管理、预防接种“智管”“智服”

“智联”工作，实现疫苗管理全过程可追溯。
疫苗安全关系到每个人，“智管”很重

要。市疾控中心有关负责人介绍，我市以疫
苗电子监管码为核心，构建起上下贯通、横
向协作、内外顺畅的疫苗管理大数据中心，
其包含各级单位、工作人员、冷链设备、疫苗
流通、冷链监测和接种服务等数据，实现了
疫苗流通使用、冷链实时监测、疫苗全程追
溯、业务指标实时评价、工作质量实时监控

等功能。
“通过全过程扫描疫苗电子监管码进行

核验，有效杜绝了不明来源疫苗、过期疫苗、
问题疫苗的流转和使用，全市年均1000万
剂次疫苗储存、运输和使用安全有序。”该负
责人说，借助物联网、RFID、GPS等技术，我
市还实现了24小时无人值守和疫苗温度的
自动采集、实时监测和主动预警，提升疫苗
冷链信息化保障能力。

在“智服”上，市疾控中心建立了微信公
众服务平台，为公众提供预防接种的档案查
询、在线预约、自助建卡、接种通知、入学接种
证查验、咨询指导等服务。目前，438家接种
单位开通了在线预约服务，推送接种通知4

万余条，累计接受在线预约服务6.3万人。
在“智联”上，重庆按期实现了与国家疫

苗追溯协同服务平台和免疫规划信息系统
的网络连通、数据对接和常态化上传，成为
率先实现正式对接的省市之一。截至目前，
系统覆盖率达100%，数据上传率、上传质
量位列全国第一。

据悉，该中心已汇聚了44家疫苗供应
商、40家疾控中心、1350家接种单位、156
个冷库、4626台冰箱、51辆冷藏车的疫苗流
通数据，累计管理46个品种的疫苗，2.4亿
个疫苗电子监管码，685万余名受种者档
案，1.4万余名医务人员、近亿条疫苗服务记
录。

438家接种单位开通在线预约服务

重庆实现疫苗管理全过程可追溯 品读816小镇
感知时代记忆

2021年全市民政工作视频会议释放这些“民生信号”——

做好兜底保障
服务“一老一小”

8版刊登

总有一款理由吸引你到“两江四岸”——

记者替你打探重庆“大客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