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地址：重庆市渝北区同茂大道416号 邮政编码：401120 电子信箱：cqrb@cqrb.cn 广告许可证：渝工商广字第9500618号 总编辑：张永才 总值班：李波 版面统筹：谭永超 主编：隆梅 版式总监：王艺军 图片编辑：鲁道新 订报热线：63735555 零售价：1.5元

重庆日报报业集团出版 网址：www.cqrb.cn

CHONGQING DAILY

8
星期五

2021年10月

农历辛丑年九月初三

国内统一连续出版物号

CN 50-0001

第25253号

代号77-1

今日8版

新华社北京10月7日电 纪念辛亥革命110周年大会将
于10月9日上午10时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中共中
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将出席大会并发表
重要讲话。

届时，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新华网将对大会进行现场直
播，人民网、央视网、中国网等中央重点新闻网站和人民日报
客户端、新华社客户端、央视新闻客户端等新媒体平台同步转
播。

纪念辛亥革命110周年大会9日上午在京举行
习近平将出席大会并发表重要讲话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新华网将进行现场直播

新华社北京10月7日电 经中共中
央批准，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编辑
的《十九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中册，已由
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即日起在全国发行。

《十九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中册，收
入自2019年3月十三届全国人大二次会
议后，至2020年10月党的十九届五中全
会这段时间内的重要文献，共79篇，约
51万字。其中，习近平总书记的文稿39
篇，其他中央领导同志的文稿15篇，中共
中央、全国人大、国务院、中央军委的有关
文件25篇。有15篇重要文献是第一次
公开发表。

这部重要文献选编，真实记录了以习
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在这一时期面
对国际国内形势的深刻复杂变化，特别是
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高举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伟大旗帜，全面贯彻党的十九大
和十九届二中、三中、四中、五中全会精
神，坚持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
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
发展观、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思想为指导，团结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
民，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坚持稳中
求进工作总基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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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筹
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协调推进“四
个全面”战略布局，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
能力现代化，统筹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
展，坚定不移推进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
会、决战决胜脱贫攻坚，攻坚克难、化危为
机，砥砺前行、开拓创新，百折不挠办好自
己的事，取得新冠肺炎疫情防控重大战略
成果，推动党和国家各项事业取得新的重
大成就，交出一份人民满意、世界瞩目、可
以载入史册的答卷，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向
前迈出了新的一大步的伟大历史进程；集
中反映了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
提出把握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
构建新发展格局、推动高质量发展、扎实
推动共同富裕，在坚定不移推进改革开
放，推进社会主义政治建设，加强和改进
宣传思想文化工作，加强民生保障和社会
治理，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推进国防
和军队现代化建设，全面做好香港、澳门
和台湾工作，坚定推进中国特色大国外

交，在全党开展“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推动全面从严
治党向纵深发展，以及编制“十四五”规划、为开启第二个百年奋
斗目标新征程擘画蓝图等方面提出的重要思想、作出的重大决
策、取得的重大成就和创造的新鲜经验。

《十九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中册的出版，为全党深入学习
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把党中央重大决策
部署落到实处提供了重要教材，对于全党不忘初心、牢记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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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一往无前的奋斗姿态、
风雨无阻的精神状态，夺取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胜
利、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具有重要意义。

（2版刊登《十九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中册主要篇目介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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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陈国栋 实习生 王晓红

国庆长假让很多人慢了下来。宅家、
进电影院、近郊出游……大家享受着难得
的闲暇时光。

然而，在我市的广大基层，换届后新上
任的村（社区）党组织书记们，却一直在奔
忙。

保节日平安、抓经济发展、为群众服
务……“领头雁”们以时不我待的精神状
态，奋战在大街小巷、田间地头。

以自己的辛劳换来节日
的安宁祥和

10月7日下午4点，沙坪坝区磁器口
洪水超警戒水位0.3米，水势总体平稳。
磁器口街道金蓉社区党委书记、居委会主

任蒋世佳稍微松了一口气。
今年国庆节，是磁器口景区扩容提

质、焕新蝶变后迎来的第一个大假。获悉
10月6日嘉陵江3号洪峰将过境磁器口，
蒋世佳带着社区工作人员，一直在江边坚
守。

“宾大姐，洪水又要来了，快点搬东西
了哦。”每逢嘉陵江洪峰过境，磁器口九妹
饭庄门店几乎都会被水淹。10月6日一
大早，洪峰过境前，蒋世佳紧急通知饭庄负
责人搬离。为尽量减少商户损失，他同社
区工作人员一道帮助饭庄搬运店内物品，
查看店内断水断电断气等情况。饭庄里的
人员和物资安全撤离后，蒋世佳又带着志
愿者到江边巡逻。

国庆期间，每天早上7点过，渝中区朝
天门街道棉花街社区党委书记、居委会主
任唐琳就佩戴好“红袖标”，带领社区工作

人员早早上班。
洪崖洞景区周边、崖壁公园平台及

天桥、棉花街山城步道是游客热衷的打
卡地。为营造安全、舒适的旅游环境，唐
琳组织物管单位，网格员、志愿者、群防
群治力量80余人，在每天上午游客低峰
时段，全方位巡查洪崖洞景区楼栋，排查
并及时处置破损护栏；晚上6点至10点，
洪崖洞游客高峰期，唐琳组织社区志愿
者查看防疫码，用喇叭喊话，提醒游客
戴好口罩，防止出现踩踏。晚上12点，
景区游客陆续散去，唐琳才披星戴月往
家赶。

10月1日至5日，我市连晴高温。武
隆区长坝镇大元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
任谭武斌忙着宣传森林防火。

该村林地面积8600亩，森林覆盖率达
64%。靠着这些山林，全村大力发展乡村

旅游、林下经济、生态农业，每年能收入
500多万元。

从10月1日开始，每天凌晨5点左右，
谭武斌就开始了一天的巡山之旅，一直持
续到晚上10点。节日期间，谭武斌共劝阻
野外用火行为10多起。

把经济搞活让群众有更
多获得感

篱笆上挂着国旗，游客在园子里采摘
柚子、垂钓……10月3日，合川区涞滩镇
二佛村传统村落里的“江畔莲语”餐饮民宿
一片热闹景象。二佛村党总支书记、村委
会主任、重庆渝别苑农业开发专业合作社
理事长唐德红带领村“两委”干部和村民忙
前忙后招待游客。

（下转4版）

保节日平安、抓经济发展、为群众服务

国庆假日，“领头雁”们有点忙

□本报记者 赵伟平

在南川，位于兴隆镇金花村的重庆嘉
蓝悦霖农业科技发展有限公司是全市蓝莓
种植、加工的明星企业之一。9月24日下
午，正接受记者采访的副总经理王庆不断
接到电话，打来电话的不少是预约参观的
考察团。自从2019年底该公司实现蓝莓

果的深加工后，各地来考察的人没断过，一
年有两三千人次。

如今，南川已建成 10000 亩精品蓝
莓基地，嘉蓝悦霖的进驻与发展，与南川
对蓝莓产业的扶持密不可分。记者采访
发现，政策配套、精深加工、标准化生产
等因素，让蓝莓长成了乡村振兴“致富
果”。

出台政策扶持蓝莓全产
业链发展

蓝莓刚进入人们视野时，可谓“贵气十

足”——一小盒蓝莓能卖到七八十元。由
于效益可观，我市部分区县近年来大面积
种植蓝莓，其中就有南川。

南川区农业农村委相关负责人回忆，
当时以返乡能人种植为主，后来陆续有公
司进驻南川规模种植，嘉蓝悦霖就是其中
之一。

2016年底，嘉蓝悦霖在南川区兴隆镇
金花村流转了1000亩土地，从山东引进了
几百万株果苗，实现蓝莓规模化种植。“种
蓝莓的业主不少，但大都以小规模为主，我
们想通过规模取胜。”王庆说。

（下转4版）

一颗小蓝莓 长成“致富果”

本报讯 （记者 黄光红）重庆日报记
者10月7日从市商务委获悉，今年国庆假
期，重庆消费市场促销活动多、人气旺，主
要商圈和重点监测商贸企业实现零售额
165亿元，同比增长9.3%。

国庆假日期间，全市商务领域以2021
“爱尚重庆·渝悦嗨购季”消费促进活动为
“龙头”，带动各区县、大型商圈、商业街区
和市场主体开展各类促销活动，激发了市
民消费热情。

其中，江北区联动观音桥商圈、江北嘴
中央商务区、寸滩国际消费区三个核心区
以及北滨路“慢生活”休闲体验生态经济
带、大石坝片区等消费区域，整合商旅文体
等多元业态，统筹开展了“爱尚重庆约惠江
北”主题消费促进活动。活动吸引了近20
家重点企业、200余家商家推出了近100
场重点活动及系列配套活动，带动全区重
点企业节日期间销售额同比增长15.3%。

渝中区举办了2021“潮趣渝中”购物

节，以消费券惠民方式，通过网络支付平台
向市民发放300万元电子通用消费券。并
依托十八梯、复星国际、戴家巷三大新开业
的地标项目，开展了“归来十八梯”、“古韵
星潮”等活动，吸引了大批消费者前去打卡
消费，带动该区节日期间销售额同比增长
7.5%。

沙坪坝区开展了2021爱尚重庆·消费
帮扶暨商圈购物节，带动该区节日期间销
售额同比增长7.4%。万州区举办了“全球

家装狂欢季”“孩子王国庆购物节”“加油国
货节”等主题活动，带动该区节日期间销售
额同比增长14%。重庆龙湖相关负责人
告诉记者：“各大商圈联动促销，国庆期间
龙湖7大天街客流同比增长近三成，销售
额同比增长约两成。”

夜间消费火，也是今年重庆国庆消费
市场的一大亮点。

近年来，夜市特色街区的打造、不夜重
庆生活节的举办，使得重庆夜间经济品牌
效应突出。国庆期间，不少区县趁机“添柴
加火”，围绕“夜味、夜养、夜赏、夜玩、夜购”
等“五夜”业态开展促销活动，促进夜间消
费不断升温。

（下转4版）
（相关报道见5版）

重庆国庆消费市场人气旺
全市主要商圈和重点监测商贸企业揽金165亿元，同比增长9.3%

收入自2019年3月
十三届全国人大二次会
议后，至2020年10月党
的十九届五中全会这段
时间内的重要文献，共
79篇，约51万字

10月5日，刚投用的江北嘴江滩公园一期吸引不少游客打
卡。

作为两江四岸核心区（长嘉汇大景区）重点岸线治理提升项
目，该公园始于嘉陵江北岸长安码头，止于长江北岸塔子山南麓
观音寺，岸线全长6.01公里，设计了包括标高165米的弹性道、
178米的亲水道等沿江休闲步道和观景平台等设施，并贯穿北
滨路鎏嘉码头、聚贤岩广场、大剧院、三洞桥商业街等重要景观
门户区域。

据了解，公园建设共分两期，一期为嘉陵江段，跨长安码头
至千厮门大桥，共1.7公里；二期为长江段，跨江北嘴两翼至长江
北岸塔子山，共4.3公里。目前，江滩公园二期长江段的相关工
作正在快速推进中。 记者 崔力 韩毅 摄影报道/视觉重庆

江北嘴江滩公园一期投用

10 月 5 日，西部
（重庆）科学城科学大
道一期青龙咀立交施
工现场，工人正在进
行混凝土浇筑。

据中铁四局介
绍，5日晚上，经过23
个小时的连续奋战，
青龙咀立交西辅道桥
连续梁 1549 立方混
凝土顺利完成浇筑。
为后续青龙咀立交东
辅道和狮子口立交桥
连续梁的浇筑提供了
详实的技术参数和宝
贵的施工组织经验，
也是科学大道一期由
点成段、由段连线的
突破。

首 席 记 者 龙
帆 摄/视觉重庆

3版刊登

导读

由点由点成段成段 由段连线由段连线

科学大道科学大道一期一期
建设取得突破建设取得突破

涪江、嘉陵江出现近年来最大秋汛，
重庆提前协调各方削峰错峰

嘉陵江洪水过境
中心城区有惊无险

6版刊登

展现“国际范”彰显“重庆味”
融合历史人文与自然之美，面向世

界的山水之城独具魅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