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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4月6日电 国家
主席习近平4月6日就印尼发生山
洪和泥石流灾害向印尼总统佐科致
慰问电。

习近平在慰问电中表示，惊悉

印尼发生山洪和泥石流灾害，造成
重大人员伤亡。我谨代表中国政府
和中国人民，并以我个人的名义，对
遇难者表示深切的哀悼，向遇难者
家属和伤者致以诚挚的慰问。

就印度尼西亚发生山洪和泥石流灾害

习近平向印尼总统致慰问电
新华社北京 4 月 6 日电 中共中央

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
6日致信祝贺厦门大学建校100周年，向
全体师生员工和海内外校友致以热烈的
祝贺和诚挚的问候。

习近平在贺信中指出，厦门大学是
一所具有光荣传统的大学。100年来，
学校秉持爱国华侨领袖陈嘉庚先生的
立校志向，形成了“爱国、革命、自强、科
学”的优良校风，打造了鲜明的办学特
色，培养了大批优秀人才，为国家富强、
人民幸福和中华文化海外传播作出了积
极贡献。

习近平强调，我国已开启全面建设
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希望厦

门大学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切实落
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为党育人、为国
育才，与时俱进建设世界一流大学，全
面提升服务区域发展和国家战略能力，
为增强中华民族凝聚力和向心力，为全
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实现中华
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作出新的更大
贡献。

厦门大学由著名爱国华侨领袖陈嘉
庚先生于1921年创办，是中国近代教育
史上第一所华侨创办的大学。100年
来，学校秉承“自强不息，止于至善”的校
训，以服务国家、服务人民为己任，先后
为国家培养了40多万名优秀人才，形成
了鲜明的办学特色。

习近平致信祝贺厦门大学建校100周年
值此厦门大学建

校100周年之际，我向
全体师生员工和海内
外校友，致以热烈的祝贺和诚挚的问
候！

厦门大学是一所具有光荣传统
的大学。100年来，学校秉持爱国华
侨领袖陈嘉庚先生的立校志向，形成
了“爱国、革命、自强、科学”的优良校
风，打造了鲜明的办学特色，培养了
大批优秀人才，为国家富强、人民幸
福和中华文化海外传播作出了积极
贡献。

我国已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

现代化国家新征程。
希望厦门大学全面贯
彻党的教育方针，切

实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为党育
人、为国育才，与时俱进建设世界一
流大学，全面提升服务区域发展和国
家战略能力，为增强中华民族凝聚力
和向心力，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
化国家、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
国梦作出新的更大贡献。

习近平
2021年4月6日

（新华社北京4月6日电）

贺 信

新华社北京 4 月 6 日电 （记
者 侯雪静 胡璐）国务院新闻办
公室6日发布《人类减贫的中国实
践》白皮书。

白皮书全面回顾100年来中国
共产党团结带领人民与贫困作斗
争，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
总书记亲自指挥、亲自部署、亲自督
战，汇聚全党全国全社会之力打赢
脱贫攻坚战的波澜壮阔伟大历程，
全景式反映中国减贫事业发展成就
和世界贡献。

白皮书说，中国共产党领导人
民夺取革命胜利，建立新中国，开启
了实现国家富强、人民富裕的崭新
历程。改革开放极大促进了中国发
展，中国减贫进程加快推进。中国
发展进入新时代，中国减贫进入脱
贫攻坚历史新阶段。中共十八大以
来，经过8年持续奋斗，到2020年
底，中国如期完成新时代脱贫攻坚
目标任务。

白皮书指出，脱贫攻坚战对中
国农村的改变是历史性的、全方位
的，是中国农村的又一次伟大革命，
深刻改变了贫困地区落后面貌，有
力推动了中国农村整体发展，补齐
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最突出短板，

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
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奠定了坚
实基础。脱贫攻坚战全面胜利，中
华民族在几千年发展历史上首次整
体消除绝对贫困，实现了中国人民
的千年梦想、百年夙愿。

白皮书说，占世界人口近五分
之一的中国全面消除绝对贫困，提
前10年实现《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
发展议程》减贫目标，不仅是中华民
族发展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大事
件，也是人类减贫史乃至人类发展史
上的大事件，为全球减贫事业发展和
人类发展进步作出了重大贡献。

白皮书除前言、结束语外，共包
括五个部分，分别为中国共产党的
庄严承诺、新时代脱贫攻坚取得全
面胜利、实施精准扶贫方略、为人类
减贫探索新的路径、携手共建没有
贫困共同发展的人类命运共同体。

国 务 院 新 闻 办 公 室 发 布
《人类减贫的中国实践》白皮书

本报讯 （记者 廖雪梅）4月
6日，重庆日报记者从市住房城乡
建委了解到，市人民政府网日前发
布《重庆市统筹沿江防洪排涝和城
市建设开展基础设施灾后重建工作
试点实施方案》（简称《方案》）。《方
案》提出，在中心城区394公里“两
江四岸”及周边地区开展统筹沿江
防洪排涝和城市建设，到2025年
底，“两江四岸”及周边地区将实现
山水城人和谐共生。

《方案》明确提出，按照“1年补
急需、2年强弱项、5年成示范”要
求，明确统筹防洪排涝和城市建设
试点目标任务。

到2021年底，初步完成“两江
四岸”朝天门、磁器口、海棠烟雨公
园等沿江重点受灾地段、洪涝灾害
防御薄弱区域的灾后基础设施重
建、房屋抗灾能力提升工作，初步建
立统筹防洪排涝和城市建设协调运
行的一体化工作机制。

到2022年底，基本完成“两江
四岸”及周边地区防洪排涝设施补

短板工作，有序推进滨江护岸生态
修复、滨江路网体系完善、沿江房屋
建筑分类改造等任务，确保洪汛期
无重大人员伤亡、经济受损少、交通
不瘫痪、生命线工程正常运行。

到2025年底，全面完成“两江
四岸”及周边地区统筹防洪排涝和
城市建设试点工作，能够有效应对
百年一遇洪水位下的洪涝灾害，滨
江地区生态环境明显改善，各类基
础设施、公共空间及房屋防洪抗灾
能力显著提升，人水相依、城水相
伴、江岸共存、山水相映的山、水、
城、人和谐共生格局初步建立。

《通知》还提出，“两江四岸”及
周边地区开展统筹防洪排涝与城
市建设、推进灾后恢复重建试点，
要从创新防洪排涝和城市建设统
筹工作机制、提升沿江设施防洪
排涝抗灾能力、实施沿江公共空间
生态和安全综合整治、增强城市交
通运行保障能力、加强应急调度
能力建设等五个方面展开试点。
具体内容包括开展“两江四岸”地
方立法；实施磁器口防洪排涝综
合整治工程；推进菜园坝综合市场
搬迁工程；推动沿江轨道成环成网；
搭建中心城区排水防涝应急响应系
统等。

重庆统筹沿江防洪排涝和城市建设试点实施方案发布

2025年底“两江四岸”
实现山水城人和谐共生本报讯 （记者 罗静雯）4月6日，

市委副书记、市长唐良智主持召开市规
划委员会暨市历史文化名城保护委员会
会议，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城市工
作的重要论述和对重庆的重要指示要求，
审议《主城都市区轨道线网规划》《寸滩国
际新城—邮轮母港片区规划方案》等。

市领导吴存荣、王赋、莫恭明、段成
刚、陆克华、熊雪、郑向东等出席。

会议强调，要坚持以轨道交通引领
城市发展格局，持续实施高铁建设五年
行动方案，完善多层次轨道交通网络体
系，加快建设“轨道上的主城都市区”，助
推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和“一区两
群”协调发展。要主动对接国家战略，加
强与国家部委沟通衔接，争取将更多重
大项目纳入国家规划。要积极推动“四
网”融合发展，加快枢纽融合，推动各枢
纽站与周边慢行交通、公共交通系统有

机衔接，实现干线铁路、城际铁路、市域
（郊）铁路、城市轨道交通客运换乘零距
离、物流衔接无缝化、运输服务一体化。
要提速推进TOD综合开发，加快城市轨
道交通TOD示范项目建设，促进站城一
体融合发展，推动轨道交通建设与城市
发展良性互动、有机协调。要科学安排
规划建设时序，加强统筹、突出重点，大
力拓展重庆对外大通道。要创新投融资
体制机制，完善投融资方案，加强项目效
益评估，切实发挥好投融资对轨道交通
建设的引导作用。

会议强调，规划建设寸滩国际新城，
是实施城市提升行动计划、推进“两江四
岸”治理提升、建设国际消费中心城市和
世界知名旅游目的地的重要举措。要坚
持世界眼光、国际标准、重庆特色，高起
点规划、高标准建设，精心打造原创性的
地标建筑和山水港城交融的景观体系，
彰显山城特色，体现时代水准，努力把寸
滩国际新城建成一颗美丽的长江明珠，
让寸滩变“金滩”。要一体规划建设寸滩
国际新城及周边区域，推动交通设施布
局与人口空间分布相匹配，统筹好功能

业态、景观风貌、产业布局，促进协同发
展、联动发展，增强寸滩国际新城的辐射
力和影响力。要整合力量加强招商引资
工作，引进一批国内外知名企业，集聚高
端产业、高端业态、高端要素。要加强组
织领导，统筹各方力量协同推进寸滩国
际新城规划建设，尽快形成更多实物工
作量和可视性成果。

会议还审议了《科学大道城市设计》
《万开云一体化国土空间规划》《綦江—
万盛一体化国土空间规划》等。

市有关部门、区县负责人参加。

市规划委员会暨市历史文化名城保护委员会召开会议
唐良智主持

本报讯 （记者 杨帆 张珺）4月
6日，市委财经委员会召开第十一次会
议。市委书记、市委财经委员会主任陈
敏尔主持会议并讲话。他强调，要深入
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财经委员
会第九次会议上的重要讲话精神，积极
推动平台经济规范健康持续发展，扎实
有效做好碳达峰、碳中和各项工作，推动
高质量发展之路越走越宽广。

市委副书记、市长、市委财经委员会
副主任唐良智，市委副书记、市委财经委
员会副主任吴存荣，市委财经委员会委
员出席。市政府、市高法院负责同志列
席。

会议传达学习贯彻中央财经委员会
第九次会议精神，听取我市平台经济发
展和做好碳达峰、碳中和有关工作等情
况汇报。

会议指出，平台经济作为生产力新
的组织方式，有利于提高全社会资源配
置效率，推动技术和产业变革朝着信息
化、数字化、智能化方向加速演进，有助
于贯通国民经济循环各环节，也有利于
提高国家治理的智能化、全域化、个性
化、精细化水平。党的十九大以来，全市
平台经济呈现出蓬勃发展态势，发展规
模和质量不断提升，同时也还存在一些
突出问题。要充分认识平台经济在经济
社会发展全局中的地位和作用，着眼长
远、兼顾当前，补齐短板、强化弱项，积极
推动平台经济规范健康持续发展。要始
终坚持正确政治方向，把握平台经济发

展规律，统筹发展和安全，加强规范和监
管，促进公平竞争，反对垄断，防止资本
无序扩张，促进开放合作，构建有活力、
有创新力的制度环境。要推动平台经济
为高质量发展和高品质生活服务。促进
工业互联网平台发展，改造提升传统产
业、发展先进制造业，更好服务实体经
济。促进电商平台发展，对接消费与制
造、需求与供给，支持消费领域平台企业
挖掘市场潜力。促进共享经济平台发
展，不断提升优质产品和服务供给水
平。促进智慧城市平台发展，在发展智
慧医疗、教育办公、数字文旅等方面下功
夫，释放更多数字红利。

会议强调，实现碳达峰、碳中和是
一场广泛而深刻的经济社会变革，是以
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经过深思
熟虑作出的重大战略决策，事关中华民

族永续发展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全市上下要切实增强紧迫感责任感，坚
定不移贯彻新发展理念，坚持系统观
念，处理好发展和减排、整体和局部、短
期和中长期的关系，以经济社会发展全
面绿色转型为引领，加快形成节约资源
和保护环境的产业结构、生产方式、生
活方式、空间格局，坚定不移走生态优
先、绿色低碳的高质量发展道路。“十四
五”时期是重庆碳达峰的关键期。要抓
紧抓实重点工作，大力推进重点行业领
域减污降碳行动，扎实开展重大生态工
程建设，深化生态文明体制改革，积极
倡导绿色低碳生活，筑牢长江上游重要
生态屏障，加快建设山清水秀美丽之
地，努力建设高质量发展、高品质生活
新范例。实现碳达峰、碳中和是一场硬
仗，也是对我们党治国理政能力的一场

大考。全市各级党委和政府要提高政
治站位、扛起政治责任，做到有目标、有
措施、有检查，确保各项工作有序推
进。各级领导干部要加强对碳排放相
关知识的学习，增强抓好绿色低碳发展
的本领。

会议听取了全市防范化解债务风险
情况汇报，对近年来取得的工作成效给
予肯定，强调要深入贯彻党中央部署要
求，扎实抓好中央巡视反馈意见整改落
实，强化底线思维，增强忧患意识，更好
地做到心中有数、手中有策、肩上有责，
聚焦重点、精准施策、持续用力，做实做
细防范化解债务风险各项工作，坚决守
住不发生系统性风险底线。

会议还报告了政务服务“川渝通办”
工作等情况。

市级有关部门负责人列席。

市委财经委员会召开第十一次会议

积极推动平台经济规范健康持续发展
扎实有效做好碳达峰碳中和各项工作

陈敏尔主持并讲话 唐良智出席

4月5日，江北区北滨路，车辆从树
状月季花掩映的道路上经过。随着气温
逐渐回暖，种植在该处的 500 余株树状
月季进入了盛放期，红色、粉色、白色，错
落相间，美不胜收。据介绍，今年该区栽
植的新品种树状月季花期从3月初到12
月，一年内可多次开花，花朵大、花量大，
极具观赏性。目前，除北滨路外，该区建
新南北路、渝澳大道、双碑大桥北延伸段
也大量栽植了树状月季。

记者 崔力 摄/视觉重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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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5年1月，为了保障遵义会议顺利召开，中央红军红一军团
转战綦江石壕一带。红军纪律严明，爱民亲民，秋毫无犯——

他们冒着雨雪住在街边屋檐下

从“只管发电”到让位“生态优先”

重庆完成1732座小水电站整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