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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1月19日电 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19日宣
布：应世界经济论坛创始人兼执行主席施瓦布邀请，国家主席
习近平将于1月25日在北京以视频方式出席世界经济论坛

“达沃斯议程”对话会并发表特别致辞。
据新华社北京1月19日电 （记者 温馨 马卓言）外交

部发言人华春莹19日表示，习近平主席出席世界经济论坛
“达沃斯议程”对话会并发表特别致辞具有重要意义。

华春莹在例行记者会上说，2017年1月，习近平主席首次
出席世界经济论坛年会，并在开幕式上发表题为《共担时代责

任，共促全球发展》的主旨演讲。习近平主席在讲话中系统阐
述了中方关于经济全球化的看法和主张，发出了支持经济全
球化的时代强音，在国际社会引起热烈反响。“很多人都还记
得当时的那些精彩论述，比如‘世界经济的大海，你要还是不
要，都在那儿’‘搞保护主义如同把自己关进黑屋子’等。习近平
主席的那次主旨演讲具有里程碑意义。”

华春莹说，国际社会普遍认为，当前形势与2017年初有
相似之处。

（下转2版）

习近平将出席世界经济论坛
“ 达 沃 斯 议 程 ”对 话 会

本报讯 （记者 陈
钧 杨骏 实习生 蒋
起源）1月19日，重庆海
关发布2020年重庆外
贸进出口数据。全年

进出口总值6513.4亿元，比2019年增长12.5%，逆势创下新
高。至此，重庆外贸已经连续三年保持两位数增长。

2020年，重庆出口4187.5亿元，增长12.8%；进口2325.9
亿元，增长11.9%。

从数据看，2020年重庆进出口的贸易方式更加优化。一
般贸易保持稳定增长，进出口额为2010.6亿元，增长14.1%。
保税物流异军突起，全年进出口1287.6亿元，增长25.1%。加
工贸易进出口实现7%的增长，共计3182.9亿元。

电子信息产品进出口增幅明显。2020年，重庆笔记本电
脑出口值创历史新高，共计1726亿元，增长16.1%，占同期重
庆出口总值的41.2%；集成电路出口236.3亿元，增长25.6%；
手机出口200.4亿元，增长3.4倍。

2020年，重庆有进出口实绩的民营企业共3090家，实
现进出口2497.7亿元，增长30.2%，对重庆外贸增长的贡献
率达80.3%，成为重庆稳外贸、稳增长的重要力量。

在国际市场份额方面，2020年重庆对东盟等主要贸易伙
伴进出口均有所增长。数据显示，2020年，重庆对东盟、美
国、欧盟三大贸易伙伴分别进出口1121.7亿元、1076.5亿元和
1037.8亿元，分别增长3.4%、10.5%、7.7%；对台湾地区、香港
地区分别进出口514.5亿元、430.9亿元，分别增长38.6%、1.2
倍；对日本进出口283.8亿元，增长21.3%。此外，2020年重庆
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合计进出口1752.1亿元，增长9.8%。

（相关报道见6版）

2020重庆外贸
进出口总值6513.4亿元

已连续三年保持两位数增长

□本报记者 栗园园

1月18日，石柱土家族自治县中益乡雪
后初霁。

沿着宽阔的沥青路在乡里漫步，重庆日
报记者看到，不少村民趁着天气晴好，在房
前屋后聊天、晒太阳。还有村民在院坝里跳
摆手舞，到处欢声笑语、一派祥和。当地扶
贫干部表示，这情形放在几年前是想都不敢
想的，但现在却是再寻常不过了。

位于武陵山区大风堡原始森林深处的

中益乡，坐落在“两山夹一槽”地带，2017年
被列为全市18个深度贫困乡镇之一。那
时，全乡基础设施薄弱，7个村均无支柱产
业。村民心里没底气，脸上没朝气，发展动
力严重不足。

破解深度贫困问题，需要深度发力。近
年来，138名市县乡三级帮扶干部在中益乡
修道路、兴产业、聚人心，537户1835名贫困
户现已悉数脱贫，贫困人口人均可支配收入
从 2017 年的 7425 元增加到 2020 年的
12719元，全乡的“面子”“里子”都已发生翻
天覆地的变化。

改善基础设施
山乡换新颜

“这路已经很好了，我们以前上来，要走
3个小时才走得拢。”采访当天，在从全兴村

通往尖山坪（小地名）的山路上，山路陡峭，
驻乡工作队队员、全兴村第一书记刘亚平神
色自若地笑着说。

“小康不小康，关键看老乡；老乡富不
富，关键在道路。”在山高坡陡的中益乡，
行路难，无疑是此前制约其发展的最大瓶
颈。

以全兴村为例，由于海拔较高，交通建
设难度大，此前这里仅有一条进村公路、一
条通组公路，三分之一的村民住在高海拔区
域，进出往往要走上两三个小时山路。尖山
坪村民出行甚至还要借助工具攀爬，他们的
日子过得比黄连还苦，15户人家的房屋都破
败不堪，5户为D级危房。

争取修路指标、开院坝会……在扶贫干
部的帮扶推动下，2019年上半年，历时两年
多修建的水泥路终于通向尖山坪，村民能骑
摩托上下山，单程仅需15分钟左右。

在尖山坪上，记者看到，如今山上的
农房都整改粉刷一新，地里也种上了桃树
和大黄（一种中药材），道路延伸至田间地
头。

这只是中益乡交通巨变的其中一例。
据中益乡乡长刘登峰介绍，近年来，全乡新
修、改扩建公路129.9公里，修建人行便道
37公里，交通畅通率达100%，居民出行条
件得到极大改善，也为后续产业发展奠定了
坚实基础。

基础设施的改善不仅仅体现在交通
上。在离中益乡政府不远处，一所崭新的卫
生院于去年8月正式建成投用。

据卫生院副院长刘新江介绍，新院建有
标准手术间1间，增加了自动生化分析仪、
彩超等设备，床位从13张增加到50张，医生
从4名增至7名，医疗水平进一步增强。医
院投用至今，已做手术5例。“随着就医条件
改善，许多村民更愿意就近就医，省去了到
县城的路途奔波。”刘新江说。

记者了解到，近年来，中益乡已新建卫
生院、幼儿园、康养院和7个村便民服务中
心，改扩建2所小学，当地群众的生活条件
越来越舒心、便捷，生活品质也提高了。

资源变资产
村民集体同增收

18日午后，吃过午饭，全兴村和平组村
民刘正文又来到尖山坪。只见他熟练地往
桶里倒入石灰粉和水，用力搅拌后提进桃
林，对之前没有刷匀的树干再次刷白。

刘正文此前靠在山下种黄连，于
2016年成功脱贫。去年起，他又多了一笔
收入——在尖山坪综合农业示范基地务工，
每天工资100元。“现在交通好了，上来很方
便，活路也不重，多增加点收入还是要得。
村干部说等两年还有分红呢！”他说。

刘正文获得的实惠，得益于当地推行的
一项改革——林权抵押贷款。

（下转2版）

本报讯 （记者 杨永芹 杨骏 实习
生 蒋起源）1月19日，重庆市交通局和中
国铁路成都局集团公司联合发布消息称，
重庆北站升级改造完成，于1月20日起正
式投用，南北广场进站验证通道达60个。
这意味着乘客坐火车时，无需再分南北广
场乘车点，可根据下车点就近选择进站
点。当日，市住建委发布消息，轨道交通环
线剩余段（重庆图书馆-重庆西站-二郎）、
5号线一期（石桥铺-跳蹬）于今日投入运
营。这也标志市民可乘坐轨道交通可直达
重庆西站。

重庆北站的升级改造主要是对重庆北

站南广场和市政交通进行优化，强化重庆北
站“北广场+高架站房和地下城市通廊+南
广场”天上、地下双联通的枢纽功能，实现了
铁路、轨道、公交的零距离换乘。

轨道交通环线是重庆唯一的闭合环线，
连接九龙坡区、沙坪坝区、渝北区、江北区、

南岸区、两江新区等区域的轨道交通干线。
环线剩余段（二郎-重庆西-重庆图书馆）涵
盖凤鸣山站、上桥站、重庆西站、华龙站等4
座车站，初期运营时间为6：30-22：30。

5号线一期南段（石桥铺-跳磴）起于石
桥铺站，经巴山、凤西路、重庆西站、华岩寺

后，沿华福路向西南延伸，止于跳蹬站。线
路长约19公里，设石桥铺站、石新路站、巴
山站、凤西路站、重庆西站等12座车站。其
中，石桥铺站、重庆西站分别与1号线、环线
换乘。初期运营时间为7：30-20：30。

（相关报道见7版）

重庆北站完成优化升级
轨道环线直达重庆西站

本报讯 （记者 戴娟）1月19日上午，市政协五届四次
会议前，市政协举行委员培训会，传达学习中共十九届五中全
会精神和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精神，以及市委五届九次全会和
全市经济工作会议精神，通报我市“十四五”规划和二〇三五
年远景目标编制情况，通报我市疫情防控工作情况及两会疫
情防控要求。市政协主席王炯出席会议并讲话。

市政协副主席宋爱荣主持会议。
会议指出，市政协五届四次会议的一项重要政治任务，就

是学习贯彻中共十九届五中全会和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精神以
及市委的工作要求。希望市政协委员在学习中切实增强“四
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兑现市委“三个
确保”政治承诺，推动学习往深里走、往心里走、往实里走。

会议强调，全力以赴开好市政协五届四次会议是当前
的重要政治任务，全体市政协委员要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
关于加强和改进人民政协工作的重要思想，广泛凝聚共识，传
递正能量，发出好声音。要积极建言献策助力成渝地区双城
经济圈建设和我市“十四五”发展。要树立正确履职观，提
高双向发力工作质量，进一步凝聚奋进新征程的强大共识
合力。要严格遵守会议疫情防控和各项纪律要求，坚持全
方位协同配合，集中精力履职促团结，确保大会安全有序、
圆满成功。

市政协举行委员培训会
王炯出席

本报讯 （记者 戴娟）重庆市政协五届四次会议今日上
午在市人民大礼堂开幕。重庆电视台、华龙网-新重庆客户
端等媒体将对第一次大会（开幕会）进行直播。

据介绍，开幕会主要有3项议程：审议通过政协重庆市第
五届委员会第四次会议议程；听取政协重庆市第五届委员会
常务委员会工作报告；听取政协重庆市第五届委员会常务委
员会关于市政协五届三次会议以来提案工作情况的报告。

市政协五届四次会议
今日上午开幕

世界银行：重庆营商环境持续向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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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两会代表委员都关注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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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葆初心牢记使命
征途漫漫惟有奋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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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悦远来相互成就
英雄找到用武之地

脱贫只是第一步 更好日子在后头
——石柱中益乡交出脱贫攻坚高分答卷

发生巨大变化的石柱中益乡。（资料图片） 记者 万难 龙帆 摄/视觉重庆

肩负全市人民的嘱托，怀揣“民声”有备而来。1 月
19 日，出席市五届人大四次会议的市人大代表陆续到住
地报到。完成简短的报到手续后，代表们郑重将代表证
佩戴在胸前。未来几天，市人大代表们将行使好人民

赋予的权力，反映好人民群众的意愿，以饱满热情履职
尽责。

图为人大代表正在渝北区澳维酒店报到。
记者 颜若雯 龙帆 摄影报道/视觉重庆

市人大代表陆续报到

【开栏的话】

春节这两项服务不会停

家政服务“照接单”
快递公司“不打烊”

五部门联合印发《通知》

农村地区春节期间
疫情防控要做好七件事

今年，中国共产党迎来百年华诞。
从上海石库门到嘉兴南湖，一艘小小红
船承载着人民的重托、民族的希望，越
过急流险滩，穿过惊涛骇浪，成为领航
中国行稳致远的巍巍巨轮，中国共产党
让历经磨难的中华民族走上了光明的复
兴道路。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
心的党中央带领全党和全国人民进行伟
大斗争、建设伟大工程、推进伟大事业、实
现伟大梦想，党和国家事业发生历史性变
革，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取得伟大历史性成
就，决战脱贫攻坚取得决定性胜利。今
天，在习近平总书记领航掌舵下，中国共
产党正团结带领14亿中国人民，开启全面
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向第二
个百年奋斗目标奋勇进军。

百年征程波澜壮阔，百年初心历久弥
坚。为生动鲜活讲好中国共产党故事，为
党的百年大庆记载伟业、展示辉煌，从今
日起，本报开设“奋斗百年路 启航新征
程”庆祝建党100周年全媒体特别报道，首
批推出“脱贫攻坚答卷”子栏目，每天介绍
一个我市深度贫困乡镇的脱贫攻坚典型
经验，敬请关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