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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 1 月 31 日电 1月 31日，中共中央总书记
习近平致电阮富仲，祝贺他当选越南共产党中央总书记。

习近平在贺电中说，欣悉你当选越南共产党中央委员会
总书记，我谨代表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并以我个人名义，向
你并通过你向越南共产党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表示热烈祝贺。

越共十二大以来，在以阮富仲总书记同志为首的越共中
央坚强领导下，越南共产党加强党的建设，带领越南人民在社
会主义建设和革新事业中取得一系列成就。越共十三大成功
召开，开启了越南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征程。我相信，在以

阮富仲总书记同志为首的新一届越共中央领导下，越南党和
国家各项事业将取得新的更大成就。

中越两国是社会主义友好邻邦，是具有战略意义的命运
共同体。我十分珍视中越两党两国关系，愿同阮富仲总书记
同志一道，加强战略沟通，弘扬传统友谊，深化各领域交流合
作，推进社会主义事业，共同引领中越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
持续健康稳定发展，为两国人民带来更多福祉，为推动地区与
世界和平发展、合作共赢作出积极贡献。

衷心祝愿你在崇高的岗位上取得新的成就！

习近平致电祝贺阮富仲
当选越共中央总书记

点燃冰雪运动的火炬
——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

的党中央关心北京2022年冬
奥会、冬残奥会筹办纪实

□本报记者 彭瑜

“全面推进乡村振
兴，这是‘三农’工作
重心的历史性转移。”
1 月 31 日，北碚区三
圣镇天宫村小湾院落，

一场乡村振兴圆桌会正在举行。副镇长周巡友组织大家学习
完市政府工作报告后，问参会的干部群众，“乡村要振兴，我们
怎么办？”

天宫村是三圣镇打造的乡村振兴示范点。去年3月以
来，全村整治房屋132户，先后建起了600余亩特色柑橘种植
果园、400余亩多彩园林、6公里彩色步道、5000平方米生态
停车场，以及休闲钓鱼基地、农耕文化长廊等，被授予首批“重
庆市美丽宜居乡村”。

“这么好了还要啷个振兴呢？”64岁的李泽炳第一个发
言。前几年，老李女儿读大学要花钱，老伴身体又不好，他靠
做点小工养家，后被评定为贫困户。现在，老李在一家养猪场
喂猪，每月工资4000元；女儿大学毕业在银行工作，每月工资
6000多元，年终还有奖金。老李说：“村子也建漂亮了，我们
家也脱贫了，这就是我想要的好日子。”

周巡友告诉李泽炳，脱贫是起步，乡村振兴要迈大步。
好日子不只是收入提高了、院落变美了，还包括产业振兴、
人才振兴、文化振兴、生态振兴、组织振兴，要干的工作还有
很多。

“那我能做点啥？”李泽炳急了。
“你传授养猪经验也是支持产业振兴。”周巡友说，“还有，

你女儿不是学的英语专业么，有外国人来村里旅游，你女儿还
可以做义务翻译。”

提到旅游，天宫村党总支副书记李嘉感受颇深。她之前
学的是乡村管理专业。自从村里打造乡村振兴示范点后，李
嘉在实践中越发感觉到，自己的专业知识不够用。她说，下一
步发展乡村旅游，自己得把这一课补上来。于是，她又报考了
乡村旅游专业，继续深造。

同样感到“本领恐慌”的还有本土人才李必树、志愿者黄
玲。李必树中专学的是电子专业，现在在自考大专行政管理
专业。黄玲高中毕业，之前一直在家带孩子，去年，她参与乡
村振兴示范点建设后，也发现专业知识缺乏，就与李必树一道
参加自考。

“小张，你是大学生，谈谈你的看法？”周巡友微笑着盯着
张淇帏。

（下转4版）

“乡村要振兴，我们怎么办？”
——北碚区三圣镇小湾

院落乡村振兴圆桌会侧记

□本报记者 向菊梅

春节临近，越来越多的人选择留渝过
年。作为一线保供人员，外卖骑手、快递小
哥、超市员工将怎么做选择？他们的工作
状态又是怎样的？重庆日报记者对此进行
了采访。

奖励补贴多
相当于多一个月工资

1月 31日12点，美团骑手钟明成仍
忙着送餐。这是他本周最后的“冲单”时
间。

所谓“冲单”，是在每天10∶30-13∶30、
17:00-20:00两个用餐高峰时间段，骑手
如果能连续一周累计冲上一定单量，平台
会给予积分奖励。一般而言，每周的目标
单量不一样，以本周为例，目标单量是165
单，换句话说，如果钟明成在这两个时间
段，一周累计完成165单，就可以额外得到

9个积分，即450元现金。
“越到春节，生意越好，平台奖励也越

高。”歇下来的钟明成边吃午饭边说，这周
拿到积分奖励是妥妥的了。

正因为此，让老家在四川的钟明成决
定今年不回家过年，这也是他第二次留在
重庆过年。

钟明成回忆说，去年春节，他一直上
班，拿到开工红包、保底单量补贴、积分奖
励等一共超7000元，相当于平时一个月的
工资。而今年春节，这些补贴仍然有，再加
上公司每天备有丰盛的午餐，这会让他吃
得好、干劲足。

订单量增多
每天上门收100多个快递
不回家过年的还有快递小哥。
1月31日下午2点，巴南东原桐簏小

区附近，40岁的菜鸟裹裹小哥肖顺红，正
将刚收的快递放到小货车上。当天他已上
门收到80多个快递。

肖顺红是重庆女婿，在重庆安家10多
年来，每隔1年他都会回江西南昌老家过
年。但今年，他决定不回家，一是响应就地
过年号召；二是他认为，今年更多人在渝过
年，订单量会增多，自己的收入也会增加。

肖顺红说，最近由于就地过年的人增多，他
一天要跑100多单，1月份收入估计在1万
元以上。

肖顺红主要负责巴南花溪街道片区的
收件工作，覆盖10多个楼盘。最近，肖顺
红每天骑摩托车收件的里程都超过100公
里。

“尽管辛苦，但很值得。”肖顺红说，“我
就像这座城市里的‘摆渡人’，尽管人们不
能回家，但年味和情谊可以通过我寄件传
达。最近就有很多人通过我给外地亲戚朋
友寄重庆特产，有火锅底料、腊肉、香肠
等。” （下转4版）

“过年生意好，单位补贴多”
——外卖骑手、快递小哥、超市员工不少选择留渝过年

各位代表：
我受重庆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

托，向大会报告工作，请予审议。

过去一年的主要工作

2020年是新中国历史上极不平凡的一
年。一年来，在中共重庆市委坚强领导下，市
人大常委会深学笃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思想，深入贯彻党的十九大和十九
届二中、三中、四中、五中全会精神，全面落实
习近平总书记对重庆提出的营造良好政治生
态，坚持“两点”定位、“两地”“两高”目标，发
挥“三个作用”和推动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
设等重要指示要求，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

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紧扣中心服务大
局，依靠全市各级人大代表，积极应对新冠肺
炎疫情不利影响，依法履职、担当作为，圆满
完成了市五届人大三次会议确定的各项任
务。

一、坚定正确政治方向，把党的领
导贯穿人大工作始终

市人大常委会始终坚持把党的领导落实
到人大各项工作中，旗帜鲜明讲政治，增强

“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
护”。

持续深入学习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思想，深刻领会把握习近平法治思想，
全面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坚持和完善人民

代表大会制度的重要思想，自觉把人大工作
放到党和国家事业大局中去谋划推进，以依
法履职的实际行动坚决贯彻党中央决策部
署、认真落实市委工作要求。严格执行重大
事项请示报告制度，一年来常委会党组向市
委请示报告重大事项、重要情况66件次，党
组会议33次研究重要事项，确保人大工作正
确政治方向。

贯彻中央关于统筹做好疫情防控和经济
社会发展的重大决策部署，增开常委会会议，
作出关于依法全力开展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
作的决定，为我市疫情防控工作提供及时有
力的法治保障。调整年度立法计划，将突发
公共卫生事件应急条例增补为审议项目。认
真落实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全面禁止非法野

生动物交易、革除滥食野生动物陋习、切实保
障人民群众生命健康安全的决定，制发贯彻
实施通知，开展执法检查，清理有关地方性法
规和规范性文件，切实防范和控制公共卫生
安全风险。按市委要求督导长寿区、渝中区
等地疫情防控工作，调研企业复工复产情况，
帮助企业纾困解难。

按照市委统一安排，围绕成渝地区双城
经济圈建设开展调研，从巴蜀文化旅游走廊
建设、高新技术产业发展、三峡库区水土流失
综合治理、国际多式联运集疏系统建设、进出
口商品集散中心建设、土地管理制度改革和
区域性医疗中心建设等七个方面，提出对策
建议。

（下转4版）

重庆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工作报告
——2021年1月23日在重庆市第五届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上

重庆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主任 张轩

新华社北京1月31日电 2月1日出版
的第3期《求是》杂志将发表中共中央总书
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
章《全面加强知识产权保护工作 激发创新
活力推动构建新发展格局》。

文章强调，创新是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
保护知识产权就是保护创新。全面建设社会
主义现代化国家，必须更好推进知识产权保
护工作。知识产权保护工作关系国家治理体
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关系高质量发展，关系

人民生活幸福，关系国家对外开放大局，关系
国家安全。

文章指出，我国知识产权事业不断发展，
走出了一条中国特色知识产权发展之路，知
识产权保护工作取得了历史性成就，知识产
权法规制度体系和保护体系不断健全、保护
力度不断加强，全社会尊重和保护知识产权
意识明显提升，对激励创新、打造品牌、规范
市场秩序、扩大对外开放发挥了重要作用。
同时，我们也要清醒看到不足。

文章指出，当前，我国正在从知识产权引
进大国向知识产权创造大国转变，知识产权
工作正在从追求数量向提高质量转变。我们
必须从国家战略高度和进入新发展阶段要求
出发，全面加强知识产权保护工作，促进建设
现代化经济体系，激发全社会创新活力，推动
构建新发展格局。第一，加强知识产权保护
工作顶层设计。第二，提高知识产权保护工
作法治化水平。第三，强化知识产权全链条
保护。第四，深化知识产权保护工作体制机

制改革。第五，统筹推进知识产权领域国际
合作和竞争。第六，维护知识产权领域国家
安全。

文章强调，各级党委和政府要落实责
任，强化知识产权工作相关协调机制，重视
知识产权人才队伍建设，形成工作合力。
各级领导干部要增强知识产权意识，增强
新形势下做好知识产权保护工作的本领，
推动我国知识产权保护工作不断迈上新的
台阶。

《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

全 面 加 强 知 识 产 权 保 护 工 作
激发创新活力推动构建新发展格局

2版刊登

据央视网消息 中共中央办公厅、
国务院办公厅近日印发《建设高标准市
场体系行动方案》，行动方案提出，充分
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
更好发挥政府作用，牢牢把握扩大内需
这个战略基点，畅通市场循环，疏通政
策堵点，打通流通大动脉，推进市场提
质增效，通过5年左右的努力，基本建
成统一开放、竞争有序、制度完备、治理
完善的高标准市场体系。

行动方案要求，一是夯实市场体系
基础制度，全面完善产权保护制度，健
全产权执法司法保护制度，健全农村集
体产权制度。全面实施市场准入负面
清单制度。二是推进要素资源高效配
置，推动经营性土地要素市场化配置，
推动劳动力要素有序流动，除超大、特
大城市外，在具备条件的都市圈或城市
群探索实行户籍准入年限同城化累计
互认，试行以经常居住地登记户口制度
有序引导人口落户。促进资本市场健
康发展，稳步推进股票发行注册制改
革，建立常态化退市机制，培育资本市
场机构投资者，降低实体经济融资成
本。三是改善提升市场环境和质量，打
造一批物联网产业基地和物联网技术
应用示范城市。支持平台企业创新发
展，增强国际竞争力。培育发展能源商
品交易平台。四是实施高水平市场开
放，有序扩大服务业市场开放。五是完
善现代化市场监管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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扫一扫 就看到

行动方案全文
及权威访谈

1月30日，江北区南桥寺永辉生活广
场店节日气氛浓郁，市民正在选购年货。
随着春节临近，该超市食品日用品的备货
量较去年同期增长了30%。同时，他们还
推出套餐配送到家服务，让“就地过年”的
人们餐桌更丰盛。

记者 罗斌 摄/视觉重庆

超市年味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