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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市经济工作会议召开

全力确保“十四五”发展开好局
以优异成绩庆祝建党 100 周年
陈敏尔唐良智讲话张轩王炯出席

本报讯 （记者 杨帆 张珺）
12 月 29 日，全市经济工作会议召
开。会议的主要任务是，认真学
习贯彻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精神，
落实市委五届九次全会部署，总
结 2020 年经济工作，分析当前经
济形势，
安排 2021 年经济工作。
市委书记陈敏尔，市委副书
记、市长唐良智，市人大常委会主
任张轩，市政协主席王炯，市委常
委，市人大常委会、市政府、市政
协负责同志，市检察院、重庆大学
主要负责同志出席会议。
陈敏尔在讲话中强调，
要全面
贯彻党的十九大、十九届二中三中
四中五中全会精神和中央经济工
作会议精神，
进一步落实习近平总
书记对重庆提出的重要指示要求，
准确把握新发展阶段，
深入践行新
发展理念，积极融入新发展格局，
切实担当新发展使命，
坚持稳中求
进工作总基调，
以推动高质量发展
为主题，
以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为主线，以改革创新为根本动力，
以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
需要为根本目的，坚持系统观念，
巩固拓展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
展成果，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继
续做好
“六稳”
工作、落实
“六保”
任
务，
确保经济健康发展和社会安全
稳定，确保“十四五”发展开好局，
确保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迈
新步，
以优异成绩庆祝中国共产党
成立 100 周年。唐良智对明年经
济工作作出具体部署，
并作了总结
讲话。

会议认为，习近平总书记在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的重要讲
话，既有对经济形势怎么看的认
识论，又有对经济工作怎么干的
方法论，具有极强的政治性、战略
性和指导性。李克强总理对明年
经济工作作出具体部署。全市上
下要把学习贯彻中央经济工作会
议精神，与深入贯彻党的十九届
五中全会精神、习近平总书记视
察重庆重要讲话精神结合起来，
全力推动党中央决策部署在重庆
落地见效。要深刻理解今年是新
中国历史上极不平凡的一年，深
刻理解在严峻挑战下做好经济工
作的规律性认识，深刻理解明年
是我国现代化建设进程中具有特
殊重要性的一年，深刻理解构建
新发展格局明年要迈好第一步、
见到新气象，深刻理解重视从讲
政治的高度做经济工作，扎扎实
实把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
自信”、做到“两个维护”落实到经
济工作中去。
会议指出，今年以来，面对突
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冲击和国
际国内形势的深刻复杂变化，全
市上下坚决贯彻党中央决策部
署，积极应对大战大考，各方面工
作取得明显成效，经济恢复好于
预期，三大攻坚战取得决定性成
果，新发展动能更加强劲，改革开
放实现新突破，人民生活持续改
善。成绩的取得，最根本的在于
习近平总书记的英明指挥、领航
掌舵，在于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思想的科学指引、有
力指导，在于以习近平同志为核
心的党中央的坚强领导、政策给
力，也离不开全市上下的和衷共
济、共克时艰。回顾一年来的实
践，我们更加深刻体会到，做好全
市经济工作，必须严格对标看齐
落实党中央部署，注重用好统筹
兼顾重要方法，坚持高质量发展
方向不动摇，在战略上布好局、在
关键处落好子，以政治生态持续
净化促进发展环境不断优化。
会议强调，明年是实施“十四
五”规划、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
现代化国家新征程的第一年，也
是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 周年，做
好经济工作十分重要。各级各部
门要牢牢把握党中央部署要求，
把预期目标确定好，把各项政策
运用好，全力推动成渝地区双城
经 济 圈 建 设 ，高 质 量 编 制“ 十 四
五”规划纲要，守护好安全发展底
线，不断开创经济社会发展新局
面。要深入推进科技创新，持续
推动以大数据智能化为引领的创
新驱动发展，建好创新平台，发挥
人才作用，健全体制机制，加快建
设具有全国影响力的科技创新中
心。要接续推动产业链供应链优
化升级，坚持把发展经济着力点
放在实体经济上，优化产业体系，
夯实产业基础，提升产业链供应
链自主可控能力。要千方百计扩
大内需，更好发挥消费基础性作
用，着力发挥投资关键作用，坚决
防止盲目投资和重复建设，警惕

和防止行业垄断和资本无序扩
张。要全面推进改革开放，以深
层次改革激发高质量发展动能，
推动开放通道、开放平台、开放环
境等协同建设，加快建设改革开
放新高地。要扎实推动城乡融合
发展，着力推进城市更新，全面推
进乡村振兴，巩固拓展脱贫攻坚
成果，持续推进“一区两群”协调
发展。要持续筑牢长江上游重要
生态屏障，推进生态系统保护修
复 ，强 化 污 染 防 治 ，推 动 绿 色 发
展 ，加 快 建 设 山 清 水 秀 美 丽 之
地。要全力保障和改善民生，下
大力气解决住房领域突出问题，
强化就业优先政策，推动社会事
业发展，
改善人民生活品质。
会议指出，要更大力度推进
科技创新，加快西部（重庆）科学
城建设，培育壮大科技力量。要
推动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走
深走实，抓实重大项目和合作平
台建设，促进“一区两群”协调发
展。要提升产业链供应链现代化
水平，推动产业数字化转型。要
激活内需发展潜力，以高质量供
给促进消费升级，进一步扩大有
效投资。要全面推进乡村振兴，
实施现代种业提升工程，推进乡
村建设行动，做好巩固拓展脱贫
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
要持续推进城市提升，构建现代
化基础设施体系，着力推进城市
更新。要深化重点领域改革，加
快推进全国营商环境创新试点城
市建设，坚决反对垄断和不正当

竞争行为。要推动更高水平开
放，拓展通道和平台发展优势，加
快制度型开放，增强国际交往能
力。要加强污染防治和生态建
设，推进生态系统保护修复，加快
推动绿色发展示范。要强化基本
民生保障，健全基本公共服务体
系。要切实加强疫情防控工作，
提高应急保障能力。
会议强调，适应新发展阶段、
贯彻新发展理念、融入新发展格
局，必须加强党对经济工作的全
面领导。全市各级党委（党组）和
领导干部要不断提高领导经济工
作的能力和水平，为推动经济高
质量发展提供有力保障。要提高
抓经济工作的政治站位，善于用
政治眼光观察分析经济社会问
题，不断提升政治判断力、政治领
悟力、政治执行力，结合实际创造
性地开展工作，真抓实干把党中
央决策部署贯彻到经济工作各方
面。各级领导干部要提高解决实
际问题的能力，努力成为领导构
建新发展格局的行家里手。要坚
持系统观念，提高统筹发展和安
全、统筹经济建设与社会发展、统
筹经济工作与党建工作、统筹疫
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形
成中心工作与其他各方面工作全
面进步的良好局面。
各区县党政主要负责人，两
江新区、重庆高新区、万盛经开区
主要负责人，市级有关部门、有关
人民团体、中央在渝单位、部分金
融机构和企业负责人等参加。

黔江在全国率先试点整区蚕茧收益保险
目标单价，当售茧价格低于目标
价时启动赔偿；明确保险费率为
6%，赔偿金额以保费的 300%为
上限，保费参照其他政策性农业
保险由财政补助、蚕农自缴方式
筹集。
“养蚕最怕蚕茧价格大起大
落，现在有收益保险就不用担心
了。”黔江区金溪镇清水村建卡贫
困户田建算了一笔账，2020 年秋
季他养蚕 36 张，自缴保费 324 元，
产茧 1353 公斤，最终售茧收入加
上保险赔偿 5400 余元，共计收入
5.7 万 元 ，每 张 蚕 收 益 达 到 1500
余元。
据统计，2020 年黔江区开展
蚕茧收益保险共筹集保费 472 万
元，累计赔偿 604 万元，带动参保
蚕农增收近 10%，大大提升了养
蚕农户应对市场风险能力。
目前，黔江区正在开展蚕茧
收益保险工作绩效评价，进一步
总结经验、改进管理，力争通过 2
至 3 年试点，建立完善可推广、可
复制的农业产业收益保险机制，
更好地发挥财政资金的撬动作
用，支持农业产业稳定发展。

▲近日，江津区工商联（总商会）牵头开展送温
暖活动，为广兴、朱杨等镇的脱贫户陆续送去价
值近 100 万元的防寒衣被。
特约通讯员 曹成 摄

日前，永川区宝峰镇泸永桥村一农家大院，志
愿者在编织暖冬物品。永川区文明办将把全区
志愿者编织的暖冬物品，赠送给巫山县高寒山
区的留守儿童。
通讯员 陈仕川 摄

▲

本报讯 （记者 廖雪梅 通讯
员 易家举）重庆日报记者日前从
黔江区获悉，2020 年黔江区在全
国率先试点整区蚕茧收益保险，
蚕农自愿投保蚕种近 6 万张，受益
群众达到 1.06 万户。
为什么黔江会在全区试点蚕
茧收益保险？黔江区林业局相关
负责人介绍，
蚕桑产业是黔江区农
业骨干产业，
但今年受新冠肺炎疫
情影响，丝绸行业受到冲击，蚕茧
价格波动较大，
为此该区试点开展
蚕茧收益保险，既降低蚕农风险，
也稳定蚕桑产业发展态势。
该负责人透露，蚕茧收益保
险作为一项新探索，目标收益怎
么定、保险费用收多少、赔偿金额
怎么算，在全国都没有经验可借
鉴。为此，黔江区按试点探索、农
户自愿、稳步推进的原则，由林业
部门牵头，广泛听取行业专家、蚕
农、企业建议，集思广益制定出台
试点方案。
据介绍，黔江区公开招标选
取了 4 家保险服务商；综合养蚕成
本、历年收益情况，合理确定保险
金额为 1500 元/张，按均产折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