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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口发展是关系中华民族发展的大事
情。为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大和十九届二中、
三中、四中、五中全会精神，促进人口长期均
衡发展，现就优化生育政策，实施一对夫妻可
以生育三个子女政策，并取消社会抚养费等
制约措施、清理和废止相关处罚规定，配套实
施积极生育支持措施（以下简称实施三孩生
育政策及配套支持措施），作出如下决定。

一、充分认识优化生育政策、
促进人口长期均衡发展的重大意义

党和国家始终坚持人口与发展综合决
策，科学把握人口发展规律，坚持计划生育
基本国策，有力促进了经济发展和社会进

步，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奠定了坚实基础。
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高度重视人口问
题，根据我国人口发展变化形势，作出逐步
调整完善生育政策、促进人口长期均衡发展
的重大决策，各项工作取得显著成效。当
前，进一步适应人口形势新变化和推动高质
量发展新要求，实施三孩生育政策及配套支
持措施，具有重大意义。

（一）有利于改善人口结构，落实积极应
对人口老龄化国家战略。老龄化是全球性
人口发展大趋势，也是我国发展面临的重大
挑战。预计“十四五”期间我国人口将进入
中度老龄化阶段，2035年前后进入重度老
龄化阶段，将对经济运行全领域、社会建设
各环节、社会文化多方面产生深远影响。实

施三孩生育政策及配套支持措施，有利于释
放生育潜能，减缓人口老龄化进程，促进代
际和谐，增强社会整体活力。

（二）有利于保持人力资源禀赋优势，应
对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人口是社会发
展的主体，也是影响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关键
变量。实施三孩生育政策及配套支持措施，
有利于未来保持适度人口总量和劳动力规
模，更好发挥人口因素的基础性、全局性、战
略性作用，为高质量发展提供有效人力资本
支撑和内需支撑。

（三）有利于平缓总和生育率下降趋势，
推动实现适度生育水平。群众生育观念已
总体转向少生优育，经济负担、子女照料、女
性对职业发展的担忧等成为制约生育的主

要因素。实施三孩生育政策及配套支持措
施，促进生育政策与相关经济社会政策同向
发力，有利于满足更多家庭的生育意愿，有
利于提振生育水平。

（四）有利于巩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成
果，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今后一个时
期，我国人口众多的基本国情不会改变，人
口与资源环境承载力仍然处于紧平衡状态，
脱贫地区以及一些生态脆弱、资源匮乏地区
人口与发展矛盾仍然比较突出。实施三孩
生育政策及配套支持措施，有利于进一步巩
固脱贫攻坚和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成果，引导
人口区域合理分布，促进人口与经济、社会、
资源、环境协调可持续发展。

（下转2版）

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优化生育政策
促进人口长期均衡发展的决定

（2021年6月26日）

新华社北京7月20日电 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翻
译的习近平《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
俄文、法文、西班牙文、阿拉伯文、日文、德文六个语种的单行
本，近日由中央编译出版社出版发行。

习近平《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的讲
话》，系统回顾了中国共产党成立一百年来，团结带领全国各
族人民开辟的伟大道路、创造的伟大事业、取得的伟大成就；
庄严宣告实现了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全面建成了小康社会，

郑重宣示坚持和发展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向全面建成
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迈进的坚定决
心，深刻阐述了以史为鉴、开创未来的根本要求。这篇重要讲
话多语种单行本的出版发行，对于进一步帮助国内外读者深
入了解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人民不懈奋斗的光辉历程和伟大
成就，形成的伟大建党精神，创造的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和人
类文明新形态，弘扬的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的全
人类共同价值等，具有重要意义。

习近平《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
大会上的讲话》多语种单行本出版发行

□本报记者 颜安 实习生 千禧月

“来！来！来！往里坐，尝尝我们这儿的特色菜。”
山间七月，静谧清幽，气温微凉，位于永川区黄瓜山街道

黄瓜山村的廖氏好客山庄，生意火热。
小院里，老板廖国强热情地招呼客人，不时提高嗓门儿朝

厨房喊道：“菜再快点！”“给客人上一盘梨！”
灶台前，一个皮肤黝黑、身材中等的农家汉子，埋着头快

速地翻炒，听了廖国强的招呼，却忙得顾不上搭话。他是老廖
的儿子廖昌华。

廖氏好客山庄是黄瓜山上最早的一批农家乐。从1998
年至今，廖氏父子用切身经历，感受着乡村旅游的变迁。

设施之变：从三间土房到四层小楼

绿树掩映下的廖氏好客山庄，是一栋四层高的青瓦灰墙
小楼。小楼前方有一个停车场，能停下10辆车，后面则是上
百平方米的农家院坝、一方喂满了鲫鱼、鲤鱼的池塘和七八亩
梨园。时值盛夏，黄澄澄的黄花梨已挂满枝头。

“真不错。柏油路修到了家门口，停车方便，还有这么大
的果园，简直就是一个家庭农场啊。”记者称赞道。

“以前的基础条件可差得很哪！”廖国强嘿嘿一笑，当年的
民谣脱口而出：“黄瓜山，山坡坡，石头多，红苕打烂锅，黄花闺
女不愿嫁上坡”。 （下转6版）

黄瓜山农家乐的“三变”

本 报 讯 为深
入学习贯彻习近平
总书记“七一”重要
讲话精神，扎实推进

“我为群众办实事”
实践活动，即日起，
本报将联动重庆市
12345政务服务便民
热线，开展“我为群
众办实事”接诉即办
行动。

重庆日报将把
热线里的群众“急难
愁盼”问题第一时间
梳理出来，并及时转
交相关职能部门。
重庆日报记者将全
程跟踪报道，推动问
题及时解决。

欢迎市民拨打
重庆市 12345 政务
服务便民热线、重
庆 日 报 民 生 热 线
63823333，或 登 录
重庆日报客户端民
生频道“市民有话
说”报料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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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 栗园园）7月20日，中国·重庆（石柱）第
五届康养大会在石柱土家族自治县黄水镇举行。全国政协副
主席、民革中央常务副主席郑建邦通过视频连线致辞并宣布
大会开幕。

民革中央副主席兼秘书长李惠东，市委常委、宣传部部长
张鸣，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夏祖相，市政府副市长熊雪，市政
协副主席、民革重庆市委会主委王新强出席开幕式。

本届康养大会由民革中央、重庆市政协主办，中国中药协
会协办。大会以“中医药与康养”为主题，历时3天，期间将举
办专家主旨演讲、康养药膳美食品鉴会、中医药产业发展专题
研讨会等多项活动，邀请全国各地专家学者齐聚一堂，共谋康
养产业大发展。

近年来，石柱紧扣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和全市“一区
两群”协调发展战略，全力发展康养产业、打造康养经济，加快
建设“全国生态康养胜地”，康养休闲旅游业由单一避暑游转型升
级为四季游、全域游。2020年，石柱县康养经济增加值占
GDP比重达到50.2%，预计到“十四五”末，这一比重将达到55%。

开幕式现场发布了《石柱黄连产业白皮书》，举行了“西沱
古镇国家4A级旅游景区”“中国康养产业可持续发展能力百
强县”授牌仪式。

当天，有9家企业分别与石柱县政府签约，项目涉及光伏
发电、文旅综合开发、运动康养、体育俱乐部等多个领域，总投
资110.3亿元，将进一步助推石柱康养产业发展。

中国·重庆（石柱）
第五届康养大会举行
郑建邦视频致辞并宣布开幕

本报讯 （记者 张莎 实习生 肖
鲲）为回应群众的“急难愁盼”，让群众及时
了解最关心实事的办理情况，我市召开“我
为群众办实事”实践活动系列新闻发布会，
重点介绍办好人口“一老一小”、住房“一旧
一危”、就业“一生一困”、交通“一堵一安”
等“八个一”方面的民生实事。7月20日，
第一场发布会举行。

市党史学习教育领导小组办公室副主
任、市委宣传部副部长、市文明办主任马岱
良介绍，自党史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市党史
学习教育领导小组认真贯彻落实中央要求，
把学习党史同解决实际问题结合起来，有力
有序推进“我为群众办实事”实践活动。今
年以来，市委市政府先后制定15件全市重

点民生实事，36件市级层面重点民生项目、
20条为科技工作者办实事工作措施。各区
县拟办实事2491件，乡镇拟办实事26869
件，市级部门、高校、国有企业拟办实事
6140件。总体来看，我市办实事大部分任
务超过计划进度，有些甚至提前完成全年任
务，其余事项也基本达到了既定目标。

突出人口方面的“一老一小”解难题：
从全国平均水平看，重庆属于深度老龄化

地区。针对这一市情，今年，市委市政府把
“一老一小”事业作为暖民心的政治工程、
解民忧的民生工程、增民利的发展工程，下
大决心、花大力气，加大投入、整合资源、完
善政策、补齐短板，出台了50条政策措施
解决老人养老问题，让老人老有所养、老有
所安、老有所依、老有所乐。坚持公益普惠
基本方向，积极构建广覆盖、保基本、有质
量的学前教育公共服务体系，着力破解“入

园难、入园贵”突出问题。
突出住房方面的“一旧一危”解难题：

重庆是老工业基地，老旧小区多、基数存量
大，基础配套陈旧、管理服务缺失等问题日
益凸显。为满足群众改善居住环境的迫切
愿望，近年来，市委市政府按照党中央的部
署，把城镇老旧小区改造作为一项重大民
生工程、发展工程来推进实施。（下转4版）

（相关报道见4版）

全市“我为群众办实事”实践活动已全面铺开逐步深入

“八个一”民生实事交出半年答卷

本报讯 （记者 杨帆 张珺）7月20日，
市委书记陈敏尔，市委副书记、市长唐良智
会见了参加2021年“科创中国”院士专家重
庆行活动的各位嘉宾。

“科创中国”院士专家重庆行团长、中国
科学院院士沈岩，中国科协党组成员、书记
处书记王进展，中国科学院院士孙世刚、马
志明、杨树锋、王福生、黄荷凤、邹才能、肖文
交，中国工程院院士马国馨、郑皆连、樊代
明、刘昌孝、侯立安、徐建国、李松、潘复生、
唐立、王军志，市委副书记吴存荣，市领导李
明清、熊雪参加。

陈敏尔、唐良智代表市委、市政府欢迎
各位院士专家来渝考察调研，感谢中国科协
长期以来对重庆发展的大力支持。陈敏尔
说，重庆正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七
一”重要讲话精神，切实把学习成果转化为
推动工作的强大动力，立足新发展阶段、贯
彻新发展理念、融入新发展格局，持续巩固
经济恢复性增长势头，坚定不移推动高质量
发展。当前，经济社会发展和民生改善比过

去任何时候都更加需要增强创新这个第一
动力。加快科技创新是推动高质量发展的
重要支撑，是创造高品质生活的内在要求。
重庆是国家重要现代制造业基地，具有坚实
的产业基础和相对的科教优势。我们全面
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科技创新的重要论
述，抢抓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重大机
遇，深入推进以大数据智能化为引领的科技
创新，加快打造西部（重庆）科学城，集聚创
新资源，优化创新生态，引育创新人才，建设
具有全国影响力的科技创新中心，在推进高
水平科技自立自强中展现新作为。院士专
家是各领域的顶尖人才，是科技创新的引领

者。希望各位院士专家以此次活动为契机，
立足自身专业优势，对接科技创新需求，积
极参与和支持重庆发展。我们将持续营造
近悦远来良好环境，竭诚为各类创新人才干
事创业提供优质服务。

院士专家们感谢重庆对此次活动的高
度重视和周到安排。沈岩说，重庆是一座创
新之城、活力之城，市委、市政府高度重视科
技创新和科协工作，举全市之力、集全市之
智推动科技创新，取得显著成效。院士专家
团将结合重庆高质量发展对科技的需求，在
科技创新、人才培养、科学普及等方面建言
献策，用实际行动促进科技与经济的深度融

合。王进展说，中国科协将继续落实好与重
庆的全面战略合作协议，在“科创中国”试
点、科协组织服务科技经济融合、重大科技
赛事活动等方面深化合作，更好助力重庆高
质量发展。孙世刚说，我们一直关注着重庆
的发展，愿意为重庆科技创新贡献力量，将
积极宣传重庆人才政策和良好环境，鼓励引
导更多创新人才到重庆创新创业、施展才
华。马国馨说，将充分发挥专业优势，积极
参与重庆城市规划建设，为重庆经济社会发
展作出贡献。

部分知名专家学者，市有关部门负责人
参加。

陈敏尔唐良智会见参加“科创中国”
院士专家重庆行活动嘉宾

7月19日，渝中区东水门-储奇门段滨江步道，市民正在休闲健身、欣赏江岸城市美景。该步道
长约1.4公里，近日完工并开放，属于“两江四岸”治理提升工程珊瑚公园片区的一部分。通过消落
区沿线生态打造、环境综合治理、配套设施更新等改造，滨江步道岸线焕然一新，成为中心城区“美
丽山水”风貌特色的重要景观展示带。 首席记者 龙帆 实习生 杨涵 摄/视觉重庆

东水门-储奇门段
滨江步道开放

90后党员教师对话“90后”老党员

“随时随地为党、为国家、
为人民奋斗，不讲条件”

对话“建党精神”系列报道③

本报讯 （记者 王天翊）7月20日，记者从两江新区获
悉，今年上半年该区全域GDP达2000.2亿元、增长15%，占
全市的15.5%、占比提升0.7个百分点，直管区工业总产值、规
上工业增加值、数字经济增加值分别增长41.1%、31.7%和
58.7%，高质量发展势头强劲。

质量效益明显提升，规上工业利润增长6.1倍，工业增加
值率提升2.5个百分点，战略性新兴制造业产值占工业产值
比重超1/3。其中，汽车产量43.5万辆，占全市近一半，实现
产值740亿元、增长34%。电子产业产值达1042亿元、增长
48%，光电子器件、平板电脑、智能手机、液晶显示屏产量分别
增长4.4倍、89.3%、3.1倍、40.5%。现代服务业持续提质增
效，社零总额实现355亿元，网络零售总额实现39.4亿元，分
别增长30%和80%。 （下转6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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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焦科学主题
共话西部(重庆)科学城的高质量崛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