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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 龙丹梅）3月11日，重庆日报记者从
2021年三峡重庆库区对口支援工作座谈会上了解到，去年，
重庆库区引入对口支援资金87.28亿元，用于库区经济社会
发展。

此次座谈会对2020年重庆库区对口支援工作进行了总
结交流，讨论研究了第十三届“支洽会”总体方案、《全国对口
支援三峡重庆库区合作实施规划（2021—2025年）》和2021
年三峡重庆库区对口支援工作要点。

据了解，去年，重庆库区引入对口支援资金87.28亿元，
其中无偿援助资金3.94亿元，经济合作引入资金83.34亿

元。2014—2020年规划期内，重庆库区对口支援累计引入
资金624.85亿元，其中无偿援助19.97亿元，经济合作项目
资金604.88亿元。

据了解，今年，我市将坚持“对口支援搭台、经贸文
旅唱戏”，紧紧围绕举办第十三届“支洽会”、推动实施新
一轮对口支援规划等主线，积极推进高层互访交流，开
展精准招商和文旅推介活动，组织全国百名知名企业家
库区行，加强库区基本公共服务体系建设，多层次开展
库区人才交流培训，为重庆库区经济社会发展作出积极
贡献。

三峡重庆库区去年引入
对口支援资金87.28亿元

本报讯 （记者 申晓佳 实习生 谢
轲）3月12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
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
纲要》（以下简称国家《规划纲要》）公布。重庆
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发布消息称，国家《规划
纲要》中15项重大事项直接提及重庆，为我市
全面开启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征程提供了
强大动力。

据悉，这15项直接提及重庆的重大事项
涉及重大政策、重大改革举措、重大工程项目
三个方面。重大政策中，包括“推进成渝地区
双城经济圈建设，打造具有全国影响力的重要
经济中心、科技创新中心、改革开放新高地、高
品质生活宜居地”，“优化提升成渝城市群”，

“以三峡库区等为重点，开展森林质量精准提
升、河湖湿地修复、石漠化综合治理等”，“建设
成渝世界级机场群”，“打造长江国际黄金旅游
带、巴蜀文化旅游走廊”。

重大改革举措中，包括“建设重庆西部国
家城乡融合发展试验区”。

重大工程项目则包括“建设成都重庆至上
海沿江高铁、西安至重庆高铁”，“实施重庆国
际枢纽机场改扩建工程”，“实施川渝特高压交
流工程”，“研究论证哈密至重庆特高压输电通
道”，“深化三峡水运新通道前期论证”，“建设
渝西水资源配置工程”，“建设川渝天然气生产
基地”。

此外，国家《规划纲要》还提出一些与重庆
直接相关的重大举措，也是重庆推动“十四五”
时期经济社会发展的重大利好。包括“实施西
部陆海新通道等重大工程”，“积极融入‘一带
一路’建设，强化开放大通道建设，构建内陆多
层次开放平台”，“围绕建设长江大动脉，整体
设计综合交通运输体系，疏解三峡枢纽瓶颈制
约，加快沿江高铁和货运铁路建设”，“推进中
欧班列运输通道和口岸扩能改造”等。

市发展改革委相关负责人表示，下一
步，重庆将细化任务分解，制定专项规划，建
立重大项目库，抓好国家《规划纲要》在渝落
地实施。

我国“十四五”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中

15项重大事项直接提及重庆

本报讯 （记者 颜若雯）根据中央统一
部署和市委工作安排，3月12日，市人大机
关召开中共党史学习教育动员会，学习贯彻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史学习教育动员大会上的
重要讲话精神，对标对表中央决策和市委要
求，对市人大机关党史学习教育进行动员和
部署。市人大常委会党组书记、主任张轩出
席会议并讲话。

会议指出，在全党开展党史学习教育，
是党中央立足党的百年历史新起点、统筹中
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
之大变局、为动员全党全国满怀信心投身全

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作出的重大
决策。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党
史学习教育动员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和
市委工作要求，深刻领悟党的理论成果和思
想伟力，深刻领悟党的领导地位和坚强核
心，深刻领悟党的光辉历程和伟大贡献，深

刻领悟党的性质宗旨和初心使命，深刻领悟
党的革命精神和优良作风，深刻领悟党的历
史经验和政治优势，做到学史明理、学史增
信、学史崇德、学史力行，学党史、悟思想、办
实事、开新局。

会议强调，市人大机关各级党组织要按

照中央和市委确定的目标任务、学习内容、工
作安排，结合人大工作实际，扎实抓好专题学
习，丰富学习教育形式，深入开展“我为群众
办实事”实践活动，积极营造良好学习氛围，
不断强化组织领导；

（下转2版）

市人大机关召开中共党史学习教育动员会
张轩出席会议并讲话

本报讯 （记者 廖雪梅 通讯员 周魏）3月13日
凌晨2∶18，全国首座大跨径梁拱组合体系预应力混凝土刚
构桥梁——礼嘉嘉陵江大桥实现左幅合龙，预计4月上旬
实现全桥合龙。

礼嘉大桥是快速路二横线的控制性工程，也是连接渝
北区、沙坪坝区及两江新区的又一过江通道。该桥全长
785米，双向8车道设计，设计时速为80公里。

预计今年底，礼嘉大桥建成后，将西接渝蓉高速，东
连渝宜高速，为中梁山隧道、大学城隧道减压，为高家花
园大桥、双碑大桥分流，助力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
届时，市民开车从大学城到两江新区礼嘉地区最快只需
要十多分钟。

礼嘉嘉陵江大桥左幅合龙
预计4月上旬实现全桥合龙

本报讯 （首席记者 杨骏 实习生 蒋起源）3月13
日，重庆日报记者从两江新区获悉，今年前两月，果园港国
家物流枢纽完成货物吞吐量313万吨，同比增长38.5%。

当天上午10时许，鱼嘴铁路货运站，长安汽车、上汽
通用五菱等汽车正在等待被发往全国各地。中国铁路成
都局集团公司鱼嘴站站长王军告诉记者，今年前两个月
该货运站累计完成商品车吞吐量近8万辆，同比增长超过
200%。

鱼嘴铁路货运站是两江新区重要的铁路物流枢纽，
包括南北两个站场。目前北站场已经建成投用，规划中
的南站场将打造国际、国内集装箱班列到发场站，目前各
项准备工作正在稳步推进中，预计将于今年5月正式动工
建设。

与此同时，果园港的集装箱吞吐量今年也实现了大幅
增长。重庆港务物流集团提供的数据显示，前两个月果园
港完成集装箱吞吐量6.8万TEU，同比增长60.2%。

据悉，果园港国家物流枢纽内部的基础设施升级工作
也在同步开展。

1—2月果园港国家物流枢纽
吞 吐 量 同 比 增 长 38.5%

本报讯 （记者 罗静雯）近日，市政府
党组书记、市长唐良智主持召开市政府党组
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党史学
习教育动员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和在全国
两会期间重要讲话精神，认真落实全市党史
学习教育动员大会要求，动员部署政府系统
党史学习教育工作。

会议指出，开展党史学习教育，是以
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对新时代学习党
的历史、弘扬党的传统、开启新的征程作出的
重大决策部署。全市政府系统要深入学习贯
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深刻认识开
展党史学习教育是牢记初心使命、推进中华
民族伟大复兴的必然要求，是坚定信仰信念、
在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必

然要求，是推进党的自我革命、永葆党的生机
活力的必然要求，是贯彻落实总书记对重庆
重要指示精神、推动重庆高质量发展的必
然要求，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中央
决策部署上来，扎实有效开展党史学习教
育。要深刻认识红色政权来之不易、新中国来
之不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来之不易，深刻
认识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马克思主义为
什么“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什么“好”，

激发“十四五”开好局、起好步的强大动力，
切实把总书记殷殷嘱托全面落实在重庆大
地上。

会议强调，要准确把握党史学习教育的
着力点，把学习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思想贯穿始终，把学史明理、学史增信、
学史崇德、学史力行贯穿始终，把学党史、悟
思想、办实事、开新局贯穿始终。一要进一步
增强党的团结和集中统一，坚决做到“两个维

护”。要教育引导广大党员干部砥砺政治品
格，把准政治方向，对“国之大者”心中有数，
不断提高政治判断力、政治领悟力、政治执行
力。二要进一步感悟思想伟力，自觉用党的
创新理论武装头脑、指导实践、推动工作。要
教育引导党员干部读原著、学原文、悟原理，
持续学懂弄通做实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思想，做到内化于心、外化于行、转化
为果。 （下转2版）

唐良智主持召开市政府党组会议

动员部署政府系统党史学习教育工作

本报讯 （记者 戴娟）按照市委工作部
署安排，3月12日，市政协召开中共党史学习
教育动员会。市政协党组书记、主席王炯出
席会议并讲话。

会议指出，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0
周年，我国正处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关
键时期，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党
中央作出在全党深入开展党史学习教育的
重大决策，正当其时、意义重大。市委坚决
贯彻落实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对全市党史
学习教育作出周密部署。全市各级政协组
织和广大政协委员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

总书记在党史学习教育动员大会上的重要
讲话精神和市委工作要求，深刻认识、准确
把握开展党史学习教育的重大意义、目标要
求和重要内容，进一步增强“四个意识”、坚
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不断提高
政治判断力、政治领悟力、政治执行力，以实

际行动兑现市委“三个确保”政治承诺，为全
市“十四五”开好局起好步、为把总书记殷殷
嘱托全面落实在重庆大地上作出政协积极
贡献。

会议强调，开展党史学习教育是市政协
当前一项重大政治任务。全市各级政协组

织和广大政协委员要根据中共中央统一部
署，在市委坚强领导下，注重将学习教育同
政协各项履职工作结合起来，推动市政协党
史学习教育走深走实。要学好规定内容，丰
富学习形式，组织全员参加，抓好专题学习
教育。 （下转2版）

市政协召开中共党史学习教育动员会
王炯出席会议并讲话

我国“十四五”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中15项重大事项直接
提及重庆，涉及重大政策、重大改革举措、重大工程项目三个方面

3月12日，途经重庆高新区的主气源管线“两佛复线”
上游实施迁改，影响高新区13.2万户居民、1288户工商业
用户正常用气，相关部门会同相关燃气公司紧急启动应急
保供，图为西永配气站保供现场。

高新区“十四五”规划新增天然气调压站 2 座，今年
建设燃气项目11个，单日总供气能力突破300万立方米，
为西部（重庆）科学城经济社会发展提供强劲动能。

记者 汤艳娟 通讯员 张伟摄影报道/视觉重庆

重庆高新区
今年将建11个燃气项目

重大政策
“推进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打造具有全国影响力的

重要经济中心、科技创新中心、改革开放新高地、高品质生活宜
居地”，“优化提升成渝城市群”，“以三峡库区等为重点，开展森

林质量精准提升、河湖湿地修复、石漠化综合治理等”，“建设成渝世界级
机场群”，“打造长江国际黄金旅游带、巴蜀文化旅游走廊”

重大改革举措 “建设重庆西部国家城乡融合发展试验区”

“建设成都重庆至上海沿江高铁、西安至重庆高铁”，“实施
重庆国际枢纽机场改扩建工程”，“实施川渝特高压交流工程”，

“研究论证哈密至重庆特高压输电通道”，“深化三峡水运新通
道前期论证”，“建设渝西水资源配置工程”，“建设川渝天然气生产基地”

3 月 13 日，广阳岛花海，市民们正
高兴地赏花拍照放风筝，玩得不亦乐
乎。随着广阳岛一期绿色生态改造
工程完工，这一“长江风景眼、重庆生
态岛”已成为市民和外地游客打卡的
热门景点。

特约摄影 钟志兵/视觉重庆

广阳岛花海

两江短评

□饶思锐

十年树木，百年树人。教育是国之大计、党之大计，也
是家之大事。

近些年来，教育培训乱象滋生，家长焦虑情绪日甚一
日，为孩子减负的呼声不绝于耳……教育领域有顽瘴痼疾
需治理，有畸形理念需矫正，有共性问题需解决。重视教
育，还需要一个“正确的打开方式”。

父母之爱子，则为之计深远。知识的教育固然重要，
但相比把孩子教成只会应试的“机器”而言，我们更应该去
关心孩子的身心是否健康，童年是否幸福，人格是否健康
成熟。为家国、为子女计深远，就必须摒弃短视的、功利的
教育观。

今年两会上，有不少聚焦教育的建议提案，谙熟社情、
洞悉民意，知弊端、有远见。为家国计长远，就要对两会中
提到的教育领域问题“紧盯不放，坚决改到位、改彻底”，把
促进教育良性发展的好建议、好点子落到实处，为孩子全
面、健康、快乐成长，营造良好的家庭环境、教学环境、社会
环境。如此，方能让孩子们全面发展、快乐成长，赢得美好
未来！

教育当为家国计

重大工程项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