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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评论员

上 半 年 ，重 庆 GDP 同 比 增 长
12.8%。含金量较高、有后劲支撑的速度
背后，是全市经济呈现稳中加固、稳中向
好态势，高质量发展动能更加强劲。成
绩的取得，得益于党中央重大战略部
署，也得益于党史学习教育成效转化为
强大发展动力。

历史之中，蕴藏着我们“从哪里来”
的密码，既有启示和借鉴，更有规律和

大势。回顾历史，我们党能有今天的局
面，就是因为能在把握历史前进的逻辑
中前进。重庆正昂首阔步走在全面建
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征程上，面临新的
机遇和挑战。要做好今天的工作，肩负
起新的使命，就要深入学习习近平总书
记“七一”重要讲话精神，更好做到“知
史”，提升历史自觉、把握历史主动，走
向美好未来。

习近平总书记“七一”重要讲话，为
我们学习党史、用好党史提供了生动教

材。通过深入学习讲话精神，我们要读
懂百年党史是一部什么样的历史，读懂
百年来的成就变化，读懂百年来的启示
规律。深刻体悟中国何以能平视世界，
体悟中国共产党如何深刻改变中国人
民和中华民族的命运，坚定永远跟党走
的信心决心，增强开拓前进的底气定
力，才能更好应对各种风险挑战，更好
引领重庆推动高质量发展、创造高品质
生活。

（下转2版）

在“知史”中增强开拓前进的底气定力
——论把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七一”重要讲话精神引向深入

□本报记者 彭瑜

盛夏时节，酉阳土家族苗族自治县
花田乡何家岩村，稻田一片金黄，岩上菖
蒲大草原清爽怡人，游客络绎不绝。

“山下欣赏梯田美景，山上休闲避暑

纳凉。”何家岩村党支部书记陶涛说，“多
亏了‘一区两群’协调发展带来的发展机
遇，让我们这个小山村走上农文旅融合
发展路。”

2019年4月，习近平总书记视察重
庆时要求，推动区域协调发展，促进各片
区发挥优势、彰显特色、协同发展。这为
重庆推动“一区两群”协调发展指明了方
向、提供了遵循。

同年5月，市委五届六次全会提出，
加快推动城乡区域协调发展，构建主城
区都市圈和渝东北三峡库区城镇群、渝
东南武陵山区城镇群“一圈两群”区域协
调发展格局。

为此，重庆编制印发了《建立“一区
两群”区县对口协同发展机制工作方
案》，牢固树立一盘棋思想和一体化发
展理念，充分发挥主城协同区对“两群”
区县的辐射带动作用，强化产业协同、
城乡协同、创新协同、改革协同，加快构
建“一区两群”协调发展格局，推动我市
区域协调发展向更高水平更高质量迈
进。

今年上半年，全市已累计下达对口

帮扶项目144个，总投资7.5亿元，有力
促进了“一区”与“两群”区县在资源、市
场、人力、资本、生态等多领域实现全方
位对接互动。

巴渝大地，“一区两群”协同发展的
“协奏曲”正在奏响——

城乡“结对”补齐发展短板

何家岩旅游火了，村民何钢更忙了。
过去，何钢一直在外打工。2017

年，他回家开了农家乐，但因山下的梯田
与山上的大草原不通公路，乡村旅游季
节性又太强，生意不温不火。

“现在山上山下修通公路，基本上每
天都有客人。”何钢透露，上半年，到何家
岩旅游、考察的人越来越多，农家乐的纯
收入已有10余万元，“越干越有奔头！”

陶涛说，这一改变与城乡互动结对
帮扶密不可分。巩固脱贫攻坚成果、助
推实施乡村振兴，各结对区县围绕补齐
基础设施短板、筑牢社会民生短板等领
域，整合资源、精准发力，加强了产品营
销、品质提升、品质打造等方面的协作支

持，逐步推进工农互促、城乡互补、协调
发展、共同繁荣。

市委办公厅乡村振兴帮扶集团在
结对帮扶花田乡的过程中，践行绿水青
山就是金山银山的发展理念，按照景城
融合、一体发展思路，实施交通、水利、
电力、网络、住房、电商提升和以工代赈

“七大行动”，推进厕所、污水、垃圾、农
膜、农药、化肥、零碳、人居环境“八大
革命”，做强贡米、茶叶、油茶、蔬菜四
个万亩主导产业，做优生猪、肉牛、山
羊、家禽四个万头优势产业。其目标
是：将花田乡建成山水林田湖草生命
共同体的完美示范，创建国家级旅游
度假区、国家5A级旅游景区、国家级
艺术助推乡村振兴示范区、国家级观星
基地四张名片。

城市让生活更美好，乡村让城市更
向往。一年多来，全市城乡互动协同日
趋紧密。15对结对区县落实21所学
校、11家医院结对帮扶，累计互派挂职
人员126名，为“两群”区县教育、医疗等
社会事业发展强化人才保障。

（下转2版）

奏响协奏曲 迈向高质量
——重庆市“一区两群”区县对口协同发展有序推进

本报讯 （记者 申晓佳）8月6日，重庆
日报记者从市发展改革委获悉，在市委、市政
府“抓项目稳投资”专项行动“四位一体”工作
机制统筹下，我市重大项目建设强力推进，1
至7月，今年实施的894个市级重大建设项目
已累计完成投资 2338.8 亿元，投资进度
65.5%。

据介绍，交通基础设施重大项目建设，作
为“抓项目稳投资”专项行动的“压舱石”，切
实发挥了“先行官”的作用。市发展改革委会
同市交通局、市住房和城乡建委等部门，聚焦
投资规模大、见效快的交通基础设施项目，靶
向发力、重点突破，1至7月，全市交通基础设
施重大项目已完成投资904亿元，占年度计划
的62.6%。

市发展改革委相关负责人表示，交通基
础设施重大项目建设是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
的重要抓手，是创造高品质生活的重要举措，
是改善民生福祉的重要支撑，也是经济稳定
增长的重要助推器。

今年以来，重庆以交通基础设施等重大
项目为牵引，充分发挥投资对稳定经济基本
盘的关键作用，全力推动投资恢复性增长。
截至目前，全市开展重大项目集中开工活动
46次，涉及总投资8412亿元，带动市场信心
不断提振。

18个铁路重大项目已完成投
资139.7亿元

郑万高铁是中国“八纵八横”高速铁路网
中沿江通道和呼南通道的重要组成部分。线
路起于河南省郑州市，止于重庆市万州区，线
路全长约818公里，设计速度每小时350公
里。郑万高铁重庆段通车后，主城中心城区
至巫山的陆路通行时间将缩短至2小时左右。

这个广受关注的项目，目前建设进展如
何？记者了解到，7月30日，郑万高铁重庆段
四电2标项目已在巫山站进行室内送电模拟
试验。

市发展改革委相关负责人表示，今年以
来，郑万高铁建设重庆段建设跑出了“加速
度”。3月1日，郑万高铁重庆段全面进入铺
轨阶段；6月29日，郑万高铁重庆段铺轨顺利
完成；目前，室内模拟试验陆续全面展开，为年底建成通车打下坚实基础。

该负责人还称，重庆正依托重大铁路项目建设，加快构建“米”字型高铁
网，今年实施市级铁路重大项目18个，1至7月完成投资139.7亿元。目前，
重庆正在加快推进郑万高铁、渝昆高铁、渝湘高铁建设，积极争取成渝中线高
铁、渝西高铁尽快开工。

17个轨道交通市级重大项目推动轨道交通加速成网
以轨道交通引领城市发展格局，关键在于轨道交通要加速成网。17个市

级轨道交通重大项目，就肩负着这一重任。 （下转2版）

靶
向
发
力

重
点
突
破

全
市
交
通
基
础
设
施
重
大
项
目
强
力
推
进

已
完
成
投
资904

亿
元

占
年
度
计
划62 . 6 %

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
会上,习近平总书记代表党和人民庄严
宣告，我们实现了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
在中华大地上全面建成了小康社会，历
史性地解决了绝对贫困问题，正在意气
风发向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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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的赶考路上，全面建成社会主义
现代化强国，最艰巨最繁重的任务在农
村，最广泛最深厚的基础在农村，最大的

潜力和后劲也在农村。
农村富不富，关键看支部；支部强

不强，关键看支书。前不久，全市村（社
区）“两委”集中换届选举工作结束，这
次换届，是村（社区）“两委”任期“3 年

改 5 年”和推行书记、主任“一肩挑”后
的首次换届。与以往的老支书相比，时
代背景不一样，任务不一样，面临的困难
挑战也不一样，新老支书如何理解和践
行建党精神？

7 月 19 日至 22 日，本报推出首期
“对话‘建党精神’”系列报道，引发全市
新老党员热烈反响。今日起，本报再次
聚焦“建党精神”，推出“对话‘建党精
神’·新支书来了”系列报道，通过这届村
支书中的“90”后、研究生、返乡能人等的
上任经历，以及他们与同村老支书的对
话，呈现初心与传承、担当和使命的故
事。敬请关注。

（详见3版）

本报今起推出系列报道
“对话‘建党精神’·新支书来了”

中国体育代表团：
在第 32 届奥林匹克运动会上，全

团同志表现出色，取得38枚金牌、32枚
银牌、18枚铜牌的优异成绩，实现了运
动成绩和精神文明双丰收，为祖国和人
民赢得了荣誉。党中央、国务院向你们
表示热烈的祝贺和亲切的慰问！

你们克服新冠肺炎疫情对备战参
赛带来的严峻挑战，不畏艰难，科学训
练，敢于争先，敢于争第一，圆满完成参
赛任务。在过去的 16 天里，祖国和人

民热切关注着你们在赛场上的良好表
现，为我国体育健儿取得的每一个成绩
感到高兴和自豪。你们牢记党和人民
嘱托，勇于挑战，超越自我，迸发出中国
力量，表现出高昂斗志、顽强作风、精湛
技能，生动诠释了奥林匹克精神和中华
体育精神，实现了“使命在肩、奋斗有
我”的人生誓言。你们与世界各国各地
区运动员同台竞技、相互切磋，促进了
交流，增进了友谊。你们的出色表现进
一步激发了海内外中华儿女的爱国热

情，为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在全面建设社
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上团结奋斗、
凝心聚力注入了精神力量。

当前，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正在意
气风发向着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迈
进。希望你们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引，牢记初心使
命，继续发扬中国体育的光荣传统，戒
骄戒躁，再接再厉，进一步提升我国竞
技体育综合实力，提高为国争光能力，
激发广大人民群众特别是青少年参与

体育运动的热情，带动群众体育发展，
为推动增强人民体质、推进体育强国
建设，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
国梦贡献更大力量。

祖国和人民期待着你们平安顺利
归来！

中共中央
国务院

2021年8月8日

（新华社北京8月8日电）

本报讯 （首席记者 杨骏 实习生 郭心悦）8月5日，市商务委召开发
布会称，今年上半年，重庆离岸服务外包合同额和执行额实现双增长：合同额
7.2亿美元，同比增长68.7%，高于全国平均增速37.5个百分点；执行额5.2亿
美元，同比增长44.89%，高于全国平均增速13.1个百分点。

服务外包是指企业利用外部专业服务提供商整合价值链的经济活动，有
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倍增器”之称。离岸服务外包就是为境外客商提供服
务外包。

据介绍，今年上半年，重庆知识流程外包（KPO）合同额为5亿美元，同比
增长57%，执行额3.6亿美元，同比增长38.4%。其中，工业设计外包执行额
2.5亿美元，同比增长82.2%，主要是汽摩领域的生产设计外包；医药和生物技
术研发外包执行额8287万美元，同比增长55.6%。

“重庆服务”也在不断拓展国际市场。上半年，重庆企业承接了全球81个
发包市场的离岸业务。其中，承接“一带一路”国家和地区的离岸外包合同额
19306万美元，执行额12208万美元，同比分别增长94.7%和43.65%。

值得一提的是，重庆还充分发挥西部陆海新通道优势，强化与东盟服务合
作，承接东盟市场服务外包执行额5278万美元，同比增长71.8%。

市商务委服务贸易处相关负责人表示，得益于自身强大的制造业基础，重
庆离岸服务外包主要以工业为主。近年来，重庆大力发展大数据智能化产业，
其场景应用也多用于制造业方面。未来大力推动离岸服务外包数字化升级，
既符合重庆服务外包产业本身的要求，也与重庆产业发展相匹配，将推动重庆
产业进一步高质量发展。

重庆离岸服务外包合同额
上半年同比增长 68.7%

（相关报道见5版）

【开栏语】

中共中央国务院
致第32届奥运会中国体育代表团的贺电

东京奥运会闭幕
中国代表团斩获38金32银18铜

2版刊登

导
读

8月8日，第32届夏季奥林匹克运动会闭幕式在日本东京举行。东京奥运会中国体育代表团交出一
份亮眼的成绩单：38金32银18铜共88枚奖牌，金牌数和奖牌数仅次于美国位居第二，金牌数追平2012年伦
敦奥运会时取得的境外参赛最好成绩。

左图：中国代表团旗手苏炳添进入体育场。右图：各代表团旗手在闭幕式上。

（本栏图片由新华社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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抓住北京冬奥机遇
推动全民健身和体育强国建设

6区县地质灾害气象风险等级红色预警
未来三天我市中东部地区仍有强降雨

建立“一区两群”区县对口
协同发展机制，是我市深入贯彻
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对重庆系列
重要指示精神的具体举措，是贯
彻 落 实 国 家 区 域 协 调 发 展 战
略、践行新发展理念、构建“一
区两群”协调发展格局的重要
制度安排。

按照市委、市政府的部署要
求，市级相关部门加强指导，各结
对区县务实推动，对口协同发展
各项工作取得实质性进展。今日
起，本报推出“一区两群·区县协
同”栏目，展示“一区两群”区县对
口协同发展工作成效，敬请关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