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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 颜安 赵伟平）1
月19日，重庆日报记者从全市农业农村
委主任会议上获悉，“十四五”期间，我市
为加快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将在抓好巩
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
接等七大主攻方向上发力。

据了解，“十四五”是全面推进乡村振
兴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的第一个五年。
不久前召开的中央农村工作会议指出，要
努力“实现农业高质高效、乡村宜居宜业、
农民富裕富足”。农业农村部要求，要围
绕“保供固安全、振兴畅循环”的发展定
位，重点把握好“保供、衔接、禁渔、建设、
要害、改革”6个关键词。重庆按照总体
要求和“三农”工作定位，结合我市实际，
确定了“十四五”期间的七个主攻方向。

一是保供给。就是要保障粮食和生
猪、蔬菜等重要农产品有效供给。要稳定
供给总量，增强供给能力，优化供给结构。

二是抓衔接。就是扎实抓好巩固拓

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
要接续推进脱贫地区产业发展，构建完善
利益联动机制，充分借鉴脱贫攻坚的经验
做法。

三是补短板。就是加快补上农业农
村现代化短板。要科学编制规划，坚持硬
件软件一起抓，加强项目建设。

四是守本底。就是厚植乡村绿色发
展底色。在生态环境上，重点抓好农业面
源污染防治，推进化肥农药减量、“白色污
染”治理、畜禽养殖粪污和农作物秸秆资
源化利用等，减少污染源、降低承载量；在
生活环境上，要在实施三年行动计划基础
上，持续推进农村厕所革命、垃圾污水治

理、因地制宜推进乡村风貌改造，建设宜
居宜业美丽乡村；在生态环境上，重点抓
好长江十年禁渔，按照“今年起好步、管得
住，头三年强基础、顶得住，后几年练内
功、稳得住”三个阶段，持续做好退捕渔民
转产就业和社会保障等，推动实现长江生
态环境系统性保护修复。

五是育品牌。就是持续培育壮大农
业品牌。要坚定不移做大做强“巴味渝
珍”，加快打造“三峡”系列品牌，合力共创

“川菜渝味”品牌。
六是推改革。就是纵深推进农村改

革。要持续深化基础性改革，要加快探索
关键性改革，大力推进集成性改革。

七是促增收。就是扎实推动农民收
入持续较快增长，确保“三个高于”，即农
民收入增速高于城镇居民、高于全市GDP
增幅、高于全国平均水平；实现“一个目
标”，即力争到2025年，农民收入赶上全
国平均水平；拓展“四个渠道”，即通过农
业提质增效增加农民经营收入，通过农民
工稳定就业增加农民务工收入，通过更多
惠农强农富农政策增加农民转移收入，通
过盘活农村资源增加农民财产收入。

此外，会议还部署了今年我市农业农
村委系统抓好“米袋子”“菜篮子”、加强耕
地保护和质量建设、培育壮大新产业新业
态等十方面重点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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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四五”重庆“三农”工作确定七大主攻方向

1966年1月20日 嘉陵江大桥建成通车。重庆解放后，为了
适应日新月异的城市发展需要，进一步促进城区经济发展和城市建
设，重庆市委、市政府决定修建嘉陵江大桥。嘉陵江大桥于1958年
12月开工，是重庆主城第一座跨江大桥，位于渝中区上清寺与江北
区华新街之间。嘉陵江大桥的建成通车，结束了两岸居民只能
靠轮渡过江的历史，大大改善了城区交通，揭开了重庆桥梁发展
史的新篇章。2009年，嘉陵江大桥被列入重庆市文物保护
单位。

本报讯 （记者 戴娟）1月
19日上午，市政协党组2021年第
四次会议暨市政协五届四十四次
主席会议召开。市政协党组书记、
主席王炯主持会议。

会议审议了有关人事事项。
会议审议通过市政协五届四次会

议委员小组组长名单、临时党组织
组建及工作计划方案，审议市政协
五届四次会议相关事项。

市政协副主席宋爱荣、陈贵
云、吴刚、谭家玲、张玲、周克勤、屈
谦、徐代银、王新强，秘书长秦敏出
席会议。

市政协党组会议暨
五届四十四次主席会议召开

王炯主持

●1月19日，市政府副市长李波出席世界银行重庆营商环境咨询项
目视频会并讲话。 （记者 申晓佳）

本报讯 （记者 戴娟）1月
19日上午，市政协五届十八次常
委会会议召开。市政协主席王炯
主持会议。

会议审议通过五届市政协委
员调整名单，审议通过五届市政协
专门委员会主任、副主任任免名

单，审议通过市政协五届四次会议
各次大会执行主席建议名单，审议
通过市政协五届四次会议日程个
别调整内容。

市政协副主席宋爱荣、陈贵云、
吴刚、谭家玲、张玲、周克勤、屈谦、徐
代银、王新强，秘书长秦敏出席会议。

市政协五届十八次常委会会议召开
王炯主持

□刘江

城市，承载着无数人对美好
生活的向往。岁末年初，一批事
关重庆城市品质提升的项目取
得新进展：轨道交通环线成功闭
环，故宫文物南迁纪念馆部分
区域向市民初步开放，半山崖
线步道将在春节前投用，“两江
四岸”十大公共空间节点形象
初显……

这些看得见摸得着的治理
成果背后，是城市交通体系的不
断健全、基础设施短板的加快补
齐、公共服务的切实改善。“城
市，让生活更美好”的愿景，在城
市提升行动计划的实施中，一步
步化为现实，让生活在重庆的人
们感受到更多美好。

一座城市的品质高低，影响
着市民生活的便捷性、舒适度，
关系到对人才、产业等各类资源
要素的集聚力和吸引力。2018
年9月，重庆出台了城市提升行
动计划。两年多来，九大板块工
作全面展开，一系列从大处着
眼、在小处着手的建设项目取得
较好成效。城市提升，让城市的
功能更加完善、细节更加饱满，

“山水之城、美丽之地”的活力与
魅力日益彰显。

城市是生命体、有机体，要
敬畏城市、善待城市，必须认
识、尊重、顺应城市发展规律。
城市提升是一项系统工程，既
要保护好自然生态，又要保护
好历史人文；既要做靓长嘉汇、
广阳岛、科学城、枢纽港、智慧
园、艺术湾等城市功能新名片，
又要加快老旧小区、棚户区改
造，推进城市有机更新；既要让
市民记得住乡愁，又要看得见
未来。坚持以人为本、道法自
然，全面提升城市品质，让城市
更加国际化、绿色化、智能化、
人文化，正是对城市发展规律
的遵循和顺应。

美好的城市一定是把握人
本价值的城市。实施城市提升

行动计划，就是要让市民在一个
宜居宜业宜游的环境中生活，满
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两
年多来，重庆城市经济品质、人
文品质、生态品质、生活品质得
到明显提升，市民在家门口看见
越来越多的城市提升成果，切身
感受到城市的温度、幸福的质
感。坚持人民城市为人民，用心
做好城市每个细节，不断满足市
民高品质生活需求，是城市走向
美好的重要保证。

城市品质发生的每一点变
化，城市提升取得的每一份成
绩，都离不开城市治理体系和治
理能力的支撑。随着重庆城市
体量不断扩大、结构日趋复杂，
城市治理的难度和挑战越来越
大。城市提升，不仅是“硬件”强
化，也是“软件”升级。城市提升
行动计划深入实施，“大城细管、
大城众管、大城智管”深入人心，
城市管理精细化、智能化、人性
化水平明显提高，正在塑造着城
市的气质和品格。树立全周期
管理意识，持续推动城市治理的
观念变革、方式变革和制度变
革，共建共治共享的现代化城
市，将带给人们更多获得感、幸
福感、安全感。

提升城市品质只有起点，没
有终点。奋进“十四五”，推动成
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走深走
实，建设高品质生活宜居地，需
要我们立足当前、着眼长远，以

“功成不必在我”的精神境界和
“功成必定有我”的历史担当，持
续推进城市提升行动计划，用绣
花针的细心、耐心、巧心，绣出城
市的品质品牌。

让市民生活更美好，让近者
悦远者来，是城市建设、发展、治
理的价值所在。城市提升，正是
对这一价值追求的恪守。在品
质提升上不懈努力，推动高质量
发展、创造高品质生活，重庆必
将展现更多活力和魅力，让每一
个生活在这座城市的人孵化梦
想、诗意栖居。

用高品质彰显城市活力和魅力

重报时论

□新华社记者 郭敬丹 许晓青

距离中共一大会址大约1公里的地
方，就是上海市黄浦区南昌路100弄 2
号，墙上铭牌显示“中国共产党发起组
成立地”和“《新青年》编辑部旧址”。这
里记载着诸多跨越百年的红色记忆，如
今，经常有很多人来参观这栋石库门建
筑。

100多年前，这里是法租界老渔阳里
2号。1920年，陈独秀等在此办公，中共
上海发起组在此成立。《新青年》编辑部
里，进步青年热烈讨论，探索救国方向。

这个普通的弄堂，不仅是马克思主义的研
究、传播中心，还吸引了一大批有志青年
去探究中国革命道路。

上海市中共党史学会会长忻平说，从
渔阳里“星火初燃”，到中共一大召开，我
们党已经初步具备了一个现代政党的基
本要素和成立的逻辑过程。

在老渔阳里2号，陈独秀校对了陈望
道翻译的《共产党宣言》首个中文全译
本。1920年8月，这本影响中国历史的
小册子正式出版。“有一个怪物，在欧洲徘
徊着，这怪物就是共产主义……”一百多
年来，小册子中的真理养分滋养着中国大

地，不断结出甘甜果实。目前，首版红色
封面的《共产党宣言》在全国仅发现12
本，上海存有5本。

距渔阳里约2公里，名为“辅德里”的
老石库门建筑是中共二大会址纪念馆所
在地。它还有一个“身份”，是中共一大代
表李达的寓所，并且党领导的人民出版
社、平民女校等曾在此办公，《共产党》月
刊在此编辑，首部党章在此诞生……党的
事业走向更广阔的天地。

如今，中共一大会址正在修缮，中共
一大纪念馆正加快建设，中共二大会址纪
念馆也加紧提升内部陈列，这些场馆都将
在今年“七一”前以新面貌开放，讲述红色
历史。

“漫步上海的大街小巷，有许多中国
共产党创建史上的‘第一’。”中共上海市
委党校常务副校长徐建刚说，这座城市为
中国共产党诞生提供了现代无产阶级政

党领导革命运动的各种条件，是初心之
地、光荣之城。

根据上海市最新复核统计，上海现存
1919年五四运动到1949年上海解放这
段时期内的各类红色资源612处，包括旧
址、遗址497处，纪念设施115处。

繁华热闹的街道中，这些红色地标静
静矗立，记录了百年前进步青年的思考和
呐喊，也见证着当下日新月异的发展：在
复旦大学《共产党宣言》展示馆，一支名为

“星火”的党员志愿服务队在讲解宣言故
事、实践宣言精神；2019年起，中共一大会
址纪念馆推出“话说一大：听00后讲建党
故事”中小学生研学活动，让“小小少年”
用稚嫩童音讲述他们学习到的建党小故
事……

在上海，红色历史“走出”老建筑，融
入城市日常。

（新华社上海1月19日电）

星火，在这里初燃

本报讯 （记者 赵迎昭 实习生
程瑞）1月19日，重庆日报记者获悉，重庆
市档案馆、四川省档案馆于近日联合启动“印
记100”——川渝地区档案馆建党百年档案
宣传系列活动，用档案讲述好党的故事。

此次系列活动以重庆市各级各类档
案馆、四川省各级综合档案馆为主体，还
将邀请四川各级专业档案馆、高校档案
馆、企业档案馆参加。活动包括8项内
容：建立100件红色珍档名录库，举办红

色珍档发布品读会，举办川渝两地馆藏中
国共产党珍档展览，编印川渝两地馆藏中
国共产党珍档画册，组织红色故事宣讲大
赛，开设“建党百年 四史百讲”专栏，举
行100场档案里的红色故事“云宣讲”，出
版《四川档案》庆祝建党百年专刊。

重庆市档案馆相关负责人介绍，系列
活动将依托川渝两地各级各类档案馆馆藏
资源，甄选各馆馆藏中有关党史、新中国
史、改革开放史、社会主义发展史的珍贵档
案，回溯中国共产党的百年奋斗历程，聚焦
党领导人民取得的历史性成就、发生的历

史性变革，展现我们党在革命、建设、改革
开放时期的伟大成就和宝贵经验，用档案
讲述好“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马克思主义
为什么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什么好”的
故事，展示中国共产党走过的百年辉煌历
程，让红色精神在巴蜀大地传承发扬。

川渝地区档案馆联合开启建党百年宣传系列活动

1 月 19 日,渝中区朝天门小
商品交易市场,市民正高兴地挑
选春节饰品。随着牛年春节临
近，该市场节日饰品生意火爆，
除传统的大红灯笼和中国结外，
一批新颖的牛饰宫灯、走马灯
笼、扇形中国版福、卡通挂串及
梅花灯笼串等受到市民青睐，销
售兴旺。

特约摄影 钟志兵/视觉重庆

春节饰品
火火火

（上接 1 版）新冠肺炎疫情仍在全球扩
散蔓延，世界经济深度衰退，全球性挑
战层出不穷，人类再次站在何去何从的
十字路口。中方希望并相信这次对话

会能够凝聚全球共识、重建全球互信、
提振全球合作，为解决当今国际社会面
临的紧迫的全球性问题集思广益、贡献
力量。

华春莹表示，中方始终致力于维护和
践行多边主义，推动建设开放型世界经
济，推动经济全球化朝着更加开放、包容、
普惠、平衡、共赢的方向发展，推动构建人

类命运共同体。“在当前疫情背景下，中方
也将继续为国际抗疫合作、世界经济复
苏、应对全球挑战、完善全球治理贡献中
国智慧和力量。”

（上接1版）
2019年，全兴村看中了大黄和脆桃

产业，计划在尖山坪上建立综合农业示范
基地，套种这两种作物。“那是我们整个中
益乡最稀有的平地资源，一共170亩。”刘
亚平说，但谈到具体实施时，大家都为资
金犯了难。

经过多次讨论，村干部们萌生了将当
地丰富的林地资源作为抵押办理贷款的
想法。为此刘亚平也查阅了资料，发现此
前国家虽有相关政策文件，但在当地并无
实施先例。

为此，全兴村与农业银行重庆市分
行、县林业局、县规划和自然资源局相关
工作人员就该问题反复商讨，重新对当地
的林地资源进行确权登记，最终理出960
亩集体商品林，并以此成功获得贷款60
万元。

“去年一共有30多名村民在基地务
工，其中有20多名是贫困户，累计发放工

资13万多元。”刘亚平介绍，在该产业中，
15户以土地入股的村民占股20%，村集
体占股80%，其中村集体部分的60%用
于全村村民的分红。

坪坝村通过盘活传统院落，发展民
宿；华溪村采取返包模式，发展黄精……
近年来，中益乡因地制宜深度调整产业结
构，开展“三变”改革盘活资源，现发展特
色产业1.8万亩，产业覆盖率达到100%，
带动群众户均增收3500元。

用好扶贫政策
不让一个贫困户掉队

在贫困地区，因学、因病是常见的致
贫原因。因此必须要用好扶贫政策，解决
好“两不愁三保障”突出问题，为贫困人口
减轻负担。

几年前，对照“两不愁三保障”的脱贫
标准，盐井村沟口组村民罗洪俸是样样
愁、样样无保障。

罗洪俸从小便患有慢性支气管炎伴
阻塞性肺气肿，完全干不了重活，此前在
广东一家干洗店打工。2016年随着病
情加重，他返回家乡，却发现离家太久，
家中老屋早已倒塌，只得借住在亲戚家
中。

“亲戚家的房子也是烂的，经常漏
水。2018年，通过政府的搬迁补助我就
搬到安置点来住了。”坐在如今带有菜园
的新家里，罗洪俸说起了扶贫政策给自家
带来的实实在在的变化。

他起身从家里拿出一袋药说，以前
他每年吃药就要用 7600 多元，还生怕
感冒，不然就得输液花更多的钱。然
后，他又从怀兜里掏出一张特病卡告诉
记者：“现在政府给我办了这个卡，好多
药都不用我拿钱，一年节约药费 5000
多块钱！”

“搬家后，村上给我安排了公益性岗
位，还推荐我到扶贫车间做手工，我现在

就只管把娃儿照顾好，其他都没有什么好
担忧的了。”罗洪俸笑着说。

据刘登峰介绍，近年来，通过运用教
育、医疗、住房等扶贫政策，中益乡已实
现教育资助覆盖率100%，义务教育保
障率100%；全乡539户贫困群众均参加
基本医疗保险，贫困人口就医综合报销
比例90%以上；新建易地扶贫搬迁集中
安置点4个，安置贫困户98户 324人。
此外，通过“有偿用水”制度和政策兜底
帮扶，“两不愁三保障”突出问题已动态
清零。

“接下来，我们将抓好脱贫攻坚与乡
村振兴的衔接工作，坚持把全乡当作生态
旅游大景区，聚焦‘中华蜜蜂小镇’主题，
推动农文旅融合发展。”刘登峰说，未来，
中益乡将打造一批精品景区，引入艺术家
等“新村民”参与旅游产品开发和经营打
造特色村落，加强旅游人才培养，让乡村
更美，群众更有获得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