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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市委召开万人大会，
集中揭批“四人帮”罪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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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重庆市委宣传部 中共重庆市委党史研究室 重庆日报 联合推荐

新华社北京 3 月 20 日电
（记者 孙少龙）民政部20日会
同有关部门联合召开进一步打
击整治非法社会组织电视电话
会议，全面动员、部署开展进一
步打击整治非法社会组织专项
行动。

记者了解到，本次专项行动
针对的是未在社会组织登记管
理机关登记，也未在编制部门、
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及我国香港、
澳门、台湾地区和其他国家、地
区登记，擅自以社会团体、民办
非企业单位、基金会名义开展活
动的组织，以及被撤销登记或吊
销登记证书后继续以社会组织
名义活动的组织。

本次专项行动将重点对五
类非法社会组织开展打击整治：
一是利用国家战略名义，在经
济、文化、慈善等领域活动的非
法社会组织；二是冠以“中国”

“中华”“国家”等字样，或打着国
家机关、事业单位的下属机构等
名义，进行骗钱敛财等活动的非
法社会组织；三是与合法登记的
社会组织勾连开展活动、鱼目混
珠的非法社会组织；四是借庆祝
中国共产党建党100周年活动
开展评选评奖活动的非法社会组
织；五是开展伪健康类、伪国学类
和神秘主义类活动，以及假借宗
教旗号活动的非法社会组织。

按照专项行动要求，各地各
有关部门要做好非法社会组织
信息收集排查，加强对非法社会
组织的分析研判，探索建立健全
对非法社会组织责任人的信用
约束机制，加强对非法社会组织
的执法联动。同时，还要加大对
合法登记社会组织的扶持力度，
通过完善政府购买服务、落实税
收优惠政策等多种方式优化社
会组织发展环境。

我国将开展进一步打击整治
非法社会组织专项行动

本报讯 （记者 黄琪奥）
3月20日，“信仰的力量——庆
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川
渝‘阅读之星’诵读大赛”重庆地
区个人赛决赛在重庆图书馆二
楼学术报告厅举行，24名来自
重庆各地的诵读爱好者走上前
台，用充满激情的朗诵，回顾百
年党史，让观众感受诵读之美。

此次大赛由中共四川省委
宣传部、中共重庆市委宣传部、
四川省文化和旅游厅、重庆市文
化和旅游发展委员会联合主办，
四川省图书馆、重庆图书馆、成
都图书馆承办。

本次诵读大赛分为个人赛
和组合赛，作品以歌颂百年党史
中的重大事件、重要成就、红色
经典、动人故事、抗疫事迹等为

主题。3月起，川渝两地陆续开
展个人赛和组合赛前期选拔，分
别评选出10名选手、5个组合
晋级川渝地区总决赛，最终共同
评选出个人赛和组合赛金、银、
铜奖。

来自浙江传媒学院播音主
持专业的学生何耽铭，为现场观
众朗诵了《请铭记，雾重庆》。伴
随着她深情的朗诵，现场观众也
仿佛回到了那个波澜壮阔的岁
月。“诵读的感染力是无穷的，我
希望通过这篇作品，让更多人了
解那段历史。”何耽铭说。

选手们还为观众带来了《清
澈的爱，只为中国》《8500万》等
多个精彩的节目。经过激烈的角
逐，张旭、桂成刚等10名选手成
功晋级川渝地区个人赛总决赛。

川渝“阅读之星”诵读大赛
重庆地区个人赛决赛举行

●3月19日，2021年重庆信息通信业工作会议召开,副市长、重
庆高新区党工委书记熊雪出席会议并讲话。 （记者 黄光红）

新华社美国安克雷奇3月19日电 当
地时间3月18日至19日，中共中央政治局
委员、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杨
洁篪，国务委员兼外长王毅在安克雷奇同
美国国务卿布林肯、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
理沙利文举行中美高层战略对话。双方围
绕各自内外政策、中美关系以及共同关心
的重大国际地区问题进行了坦诚、深入、长
时间、建设性的沟通。双方认为对话是及
时的、有益的，加深了相互理解。

中方表示，中方是应美方邀请而来。
中国农历新年除夕，习近平主席同拜登总
统成功通话，一致同意双方要加强沟通，管
控分歧，拓展合作，这对今后一段时期中美
关系发展具有重要指导意义。此次中方应
邀来到安克雷奇同美方举行中美高层战略
对话，是落实两国元首通话共识的重要举
措，也是两国元首亲自决策举行的。过去
几年，由于中国的正当权益受到无理打压，
中美关系遭遇前所未有的严重困难。这种
局面损害了两国人民利益，损害了世界稳
定与发展，不应再继续下去了。中方愿同
美方加强战略沟通，推动互利合作，妥善管
控分歧，推动两国关系沿着健康稳定轨道
向前发展，造福两国人民，促进世界持久和
平与繁荣。

中方强调，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地位是
历史的选择、人民的选择。中国的发展离
不开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这是中国人民的
高度共识，也是国际社会的普遍认知。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是最符合中国国情的
制度，是中国发展的“密码”。实践证明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一条正确的道路，
我们将继续沿着这条康庄大道走下去。中
国共产党的执政地位和制度安全不容损
害，这是不可触碰的红线。中国的发展目
标是一贯的、明确的，就是要通过艰苦奋斗
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和中华民族伟
大复兴的中国梦，根本目的是让全体中国
人民过上好日子，这是我们制定一切政策
的出发点。中国将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
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实现高质量
发展。任何人不能剥夺中国人民追求美好
生活的权利。中国始终重视保护和促进人
权，把改善民生、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作为重
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是全民民主、
协商民主，其核心是人民当家作主。中国

不会将自己的民主制度和价值观强加给其
他国家，同时坚定维护自身政治制度和价
值观念，反对动辄拿人权问题作幌子对中
方指责抹黑，干涉中方内政。中国的根本
发展目标，对内就是满足人民群众对美好
生活的向往，对外就是通过自身发展为全
人类的发展进步作出贡献。中国无意干涉
美国的政治制度，无意挑战或取代美国地
位和影响。同时美方应当正确看待中国的
政治制度和发展道路，正确看待中方一系
列大政方针，正确看待中国对世界的影
响。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作用，党的领袖的
核心地位，是在艰苦卓绝的实践中产生的，
得到14亿中国人民的衷心拥护，这一集体
意志坚如磐石，毫不动摇。

中方指出，中国将坚定奉行独立自主
的和平外交政策，坚持独立自主、坚持和平
发展、坚持合作共赢、坚持多边主义、坚持
公平正义，持续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
体。我们坚定捍卫国家主权和民族尊严，
坚决反对别国对中国内部事务指手画脚，
从中国人民和世界人民根本利益出发，根
据事情本身的是非曲直独立决定政策立
场。中国自己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也期
待其他国家走和平发展道路，期待各国超
越社会制度、文明宗教不同，和平共处、共
创繁荣。合作共赢是中国发展的重要原
则，也是中国对外交往的黄金法则。中国
的发展成就是在开放条件下取得的，下一
步谋求高质量发展也将在更加开放条件下
推进。多边主义是现行国际体系的重要基
石。真正的多边主义应当坚持《联合国宪
章》宗旨和原则，尊重国际关系基本准则，
尊重世界各国主权，尊重文明多样性，致
力于国际关系民主化，而不应该拉“小圈
子”，更不应该开历史倒车，以意识形态划
线，重挑集团对抗。我们愿与美方在以联
合国为代表的多边机制中维护真正的多
边主义，为国际社会提供更多更优质的国
际公共产品。我们一贯主张，国家无论大
小、贫富、强弱，都是国际社会平等一员，
不能谁的胳膊粗、拳头大谁说了算，更不
能以大欺小、恃强凌弱。发展中国家的声
音应该被倾听，发展中国家的权益理应得
到保护。作为世界最大发展中国家和发
达国家，中美应当携手深化南北合作，包
括面向发展中国家开展第三方市场合作，

共同推动实现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
目标。

中方表示，中美关系的本质是互利共
赢而不是零和博弈。中美两国并不必然相
互构成威胁，差异分歧并不构成中美对抗
的理由，中美双方谁都无法承受冲突对抗
的后果。中美两国应当相互信任而不是猜
忌、相互理解而不是指责、相互合作而不是
拆台，确保双方集中精力处理好各自国内
的优先议程，实现各自的发展目标。两国
可以在抗击新冠疫情、应对气候变化、推动
世界经济复苏等当前国际社会最紧迫的三
大任务上开展合作，在重大国际地区问题
上加强沟通协调，为双方人文交流排除干
扰，共同做大合作蛋糕，更多造福两国人民
和世界人民。同时，合作应该是双向、互利
的，平衡解决双方关切。中方对美政策保
持高度稳定性和连续性，致力于同美方实
现不冲突不对抗、相互尊重、合作共赢，同
时坚定捍卫自身主权、安全、发展利益。双
方要根据两国元首通话精神，保持沟通渠
道畅通，恢复正常对话交往机制，开展互利
合作，妥善管控分歧，避免误解误判。两国
有责任、有能力、有智慧找到不同政治制度
大国相处之道，这将是中美两国为人类文
明作出的历史性贡献。

中方指出，过去几年来，由于美国上一
届政府逆潮流而动，实行极端错误的反华
政策，严重损害中国利益，严重损害中美关
系，中方不得不采取正当必要措施维护自
身主权、安全、发展利益。中方敦促美方消
除上届政府对华错误政策影响，同时避免
制造新的问题。

中方指出，台湾问题事关中国主权和
领土完整，涉及中国核心利益，没有任何妥
协退让余地。我们敦促美方恪守一个中国
原则和中美三个联合公报规定，停止美台
官方往来和军事联系，停止售台武器，不助
台拓展所谓“国际空间”，慎重妥善处理台
湾问题，不向“台独”势力发出任何错误信
号，不要试图突破中方底线，以免严重损害
中美关系和台海和平稳定。

中方指出，中国香港特区的选举制度
是中国的地方选举制度，完善香港特区选
举制度是中央事权，如何设计、如何发展、
如何完善是中国内政，任何外国政府、组织
和个人都无权干涉。完善香港特区选举制

度必须坚持“爱国者治港”。我们敦促美方
恪守国际法和国际关系基本准则，尊重中
国全国人大关于完善香港特区选举制度的
决定，停止插手香港事务和中国内政，停止
为“港独”势力撑腰打气，撤销对中国官员
和机构的非法制裁，不要再试图搞乱香港，
不要阻挡中国推进“一国两制”的进程。如
果美国继续一意孤行，中国必将作出坚定
回应。

中方指出，把“种族灭绝”的帽子戴到
中国头上，是本世纪最大的谎言。中方愿
同美方在相互尊重的基础上进行交流，新
疆的大门向世界敞开，但我们不接受带着
偏见、居高临下、像教师爷一样到新疆去搞
所谓“有罪推定”式的调查。希望美方尊重
客观事实，停止攻击抹黑中国治疆政策，放
弃在反恐问题上搞双重标准。

中方指出，第十四世达赖是打着宗教
幌子、长期从事反华分裂活动的政治流亡
者。希望美方恪守承认西藏是中国一部
分、不支持“藏独”的承诺，慎重妥善处理涉
藏问题，撤销对中方有关官员的制裁，停止
利用涉藏问题干涉中国内政。

双方同意按照两国元首2月11日通
话精神，保持对话沟通，开展互利合作，防
止误解误判，避免冲突对抗，推动中美关系
健康稳定发展。

双方都希望继续这种高层战略沟通。
双方均致力于加强在气候变化领域对

话合作，双方将建立中美气候变化联合工
作组。

美方重申在台湾问题上坚持一个中国
政策。

双方探讨了为各自外交领事人员接种
新冠疫苗作出对等安排。

双方将本着对等互惠的精神就便利彼
此外交领事机构和人员活动以及媒体记者
相关问题进行商谈。

双方讨论了根据疫情形势调整相关旅
行和签证政策并逐步推动中美人员往来正
常化事宜。

双方还讨论了经贸、两军、执法、人文、
卫生、网络安全以及气候变化、伊朗核、阿
富汗、朝鲜半岛、缅甸等一系列问题，同意
保持和加强沟通协调。

双方表示将围绕二十国集团、亚太经
合组织等多边活动加强协调磋商。

杨洁篪、王毅同布林肯、沙利文举行中美高层战略对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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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彭瑜

朱沱镇是永川区第一大镇，以前全镇
无房户、危房户数达2600多户。为此，该
镇规划建设管理环保办公室（下称规建环
保办）精准施策，创新探索把好“四道关
口”，保障群众住房安全。

2月25日，在全国脱贫攻坚总结表彰
大会上，朱沱镇规建环保办获得全国脱贫
攻坚先进集体荣誉称号。

“危房不住人，人不住危房。”3月20
日，朱沱镇负责人在接受重庆日报记者采
访时这样表示。“首先要把好政策关。”规建
环保办主任陈涛介绍，他们先后印发了《永
川区朱沱镇脱贫攻坚住房安全保障工作实
施方案》《永川区朱沱镇危房改造验收办
法》等文件，杜绝了补助对象不精准、监督
管理不到位、改造资金使用不规范等现象，

“危改工作实现了‘零上访’。”
2018年，陈涛一位多年不见的老同学

希望利用危房改造政策为其父母在老家修

建房屋。陈涛深入核查，发现老同学在居
民点购有小产权房，在永川城区购有商品
房，在外地承包有几十亩泥鳅养殖田，便拒

绝了老同学不合政策的申请，守住了政策
底线。

朱沱镇危房改造施工点多、工线长，为

进一步做好监管工作，规建环保办推动设
置第二道监管关口：将全镇18个村分为
149个网格，每个网格落实1名机关干部
和1名村干部担任网格员，负责网格内危
房排查、鉴定、新增上报、落实工匠、质量监
督及过程资料收集等工作，农村危房改造
实现了全覆盖监管。

第三关是质量关。全镇构建选址、材
料、施工和竣工验收等住房保障标准化体
系，狠抓建筑工匠技术培训和住房安全鉴
定技术培训，真正把农村危房改造成“满意
房”“放心房”。

“危房改造得好不好，要看群众住得是
不是满意。”陈涛说，要提高群众满意度，还
必须把好配套设施建设这一关。2020年，
规建环保办对近几年新建安居房开展“回
头看”，整合资金为80余户困难群众修建
院坝，配套完善了700余户危改户的厨柜、
衣柜、卫生间等，切实改善了贫困户的居住
环境。

截至2020年底，朱沱镇累计完成四类
贫困人员危房改造2369户，边缘户旧房整
治提升273户，一般户旧房整治提升473户，
解决无房户房屋租赁540人次，并通过多种
渠道争取资金帮助466户贫困户完善住房
功能，全镇农村贫困人口的居住条件得到全
面改善，住房安全有了保障。

永川区朱沱镇规划建设管理环保办公室——

严把关口 将全镇危房改造成放心房

□本报记者 栗园园

3月19日，在云阳县泥溪镇，到处是
热火朝天的景象。村民们有的忙于采收香
菇、木耳，有的忙于在青杠椴木上钻孔、往
菌袋里灌菌种。

“今明两年，我们镇上6000亩柑橘树
也将陆续挂果，村集体和村民的收入又能
上一个台阶！”泥溪镇镇长万勇说。

位于云阳县七曜山生态自然保护区内
的泥溪镇，山高坡陡，沟壑纵横，土地贫瘠，
曾是全市18个深度贫困乡镇之一。

脱贫攻坚战打响后，泥溪镇政府狠下
决心，要让基础设施差、主导产业带动能力
差、且脱贫攻坚底子薄弱的泥溪走上一条
绿色发展的大道，切实将绿水青山转化为
金山银山。

泥溪雾大、湿度高、光照不强，适宜菌
类生产。镇政府通过深入调查研究，决定
将当地的黑木耳、香菇种植业培育成脱贫
增收支柱产业。

此前，当地的黑木耳、香菇生产规模分
别只有10万段、20万袋，规模不大。由于
交通不畅、名气不响，产品销售也存在一定

困难，还卖不起价。
为帮助村民发展产业，泥溪镇政府一

边统筹推进水、电、路、房、讯等基础设施建
设，一边通过镇农业服务中心为村民提供
种植技术培训，并对种植户给予木料补助、

菌种补助。其间，还特别从市里请来专家
为村民提供技术指导。

“专家告诉我们要‘深耕密植’，椴木打
孔要缩小孔距、加大孔深，这样既能提高产
量又能提高质量！”万勇说，有了技术支撑，

加上政策扶持，当地黑木耳、香菇两大“黑
色产业”逐渐壮大。

为保证产业发展质量，镇政府还专门
建立了产业指导员制度，将种植熟手、大户
培养成产业指导员，在基地对村民开展技
术指导。

2017年，一名返乡人士在当地打造了
农耕故土园，一开园就受到了许多游客的
追捧，日接待量最高达400人。

泥溪镇政府随之确定了农旅融合发展
的新方向，在以农耕文化为重点挖掘旅游
资源的同时，顺势又布局了晚熟柑橘和乌
梅等产业。

2020年，泥溪镇黑木耳、香菇种植规
模分别达到100万段、100万袋，成为名副
其实的重庆“黑木耳之乡”；柑橘和乌梅种
植面积，也分别达到了6000亩、3000亩。

在产业带动下，全镇贫困家庭人均纯
收入提高至13584元，7个贫困村的474
户1766名贫困人口全部如期实现脱贫。

在全国脱贫攻坚总结表彰大会上，泥
溪镇政府获得了“全国脱贫攻坚先进集体”
荣誉称号。

万勇表示，接下来，泥溪镇政府计划
打造智慧农业大数据平台，助力当地特色
产业提档升级、提质增效，确保老百姓持
续稳定增收。此外，针对农村人居环境短
板，将继续进行综合整治，提升村居“颜
值”，让村民住得舒心、游客玩得开心。

云阳县泥溪镇政府——

特色取胜 打造重庆“黑木耳之乡”

（上接 1 版）20日，DNA数据库
的比对结果带来了好消息：唐某
就是老程的亲生儿子！30年苦
苦寻找，终于有了令人欣喜的结
果。在活动现场，老程和儿子抱
头大哭。

今年，公安部组织开展了
“团圆”行动，依托全国打拐

DNA数据库，全力侦破拐卖儿
童积案、全力缉捕拐卖犯罪嫌疑
人、全面查找失踪被拐儿童。警
方呼吁媒体、市民群众继续关注
打拐工作，一起动员失踪被拐儿
童的父母、疑似被拐人员到公安
机关免费采集DNA信息，帮助
被拐孩子早日回家。

本报讯 （见习记者 张凌
漪）3月20日，重庆英才讲堂第
四期《考古视野下巴文化起源与
变迁》在重庆图书馆开讲，市文
化遗产研究院院长白九江为现
场近百位市民讲解了巴文化的
起源与变迁。

“巴文化历史悠久，具有独
特而丰富的人文内涵。”白九江
以时间为主线，细数夏商、西周
及春秋时期巴文化考古发现和
历史文献，并用“尚勇武、崇巫

鬼、喜歌舞、善工商”12个字总
结出巴文化特点。

重庆英才讲堂由市委组织
部、市人力社保局、市科协联合
主办，旨在建设高起点、高水准、
高品质的知识传播与思想交流
公益平台。讲堂定期邀请重庆
英才计划专家，围绕大众关注的
热点，分享前沿观点和创新技
术，助力提升全社会科学文化素
养，营造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的
社会氛围。

重庆英才讲堂第四期开讲

专家详解巴文化起源与变迁

1978年3月21日 中
共重庆市委召开两万多人参
加的揭批“四人帮”罪行大会，
并对下阶段工作进行部署。

“文化大革命”结束后，
全市分三阶段开展了大规
模“揭、批、查”运动：第一阶
段，揭批各行各业带有共性

的根本问题；第二阶段，揭
批“四人帮”在重庆的帮派
体系及骨干；第三阶段，揭
批“四人帮”反革命路线的
实质及表现。运动彻底清
算了“四人帮”及其在重庆
帮派骨干的罪行，澄
清了被搞乱的思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