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綦江万隆村实施“旅游+扶贫”

昔日贫困村
迎来发展黄金时代

3版刊登

4版、5版刊登

吸引先进制造业、科技创新、总部经济、
金融业企业落户，最高给予千万元级奖励

两江新区发布
4个“黄金10条”

本报讯 （记者 杨铌紫）8月8日，市政协主席徐松南到两江新区
调研重点企业工作情况。他指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系列
重要讲话精神，加快产业转型升级，充分发挥创新对产业发展的引领和
支撑作用。

徐松南一行首先来到水土工业园区中关村医学工程转化（重庆）中
心，详细了解该中心入驻企业的产品研发情况，生物医药、医疗器械以及
相关产业发展的趋势和规划。

中关村医学工程转化中心是在国家食品药品监管总局的支持下设
立的医学工程领域专业公共服务平台，通过对接政策、科技、专业服务、
社会资本、市场和国际资源，加快医学成果转化，使国际国内先进的药
品、医疗器械等科研成果能够快速高效地实现产业化。调研中，徐松南
充分肯定了该中心成果转化能力，希望今后在生物医药和高端医疗器
械产业转型升级上下功夫，为企业服好务，为创新发展提供平台。

（下转3版）

徐松南调研两江新区重点企业时指出

发挥创新对产业发展的
引领支撑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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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 陈国栋）8月8日，
我市召开全面推开公立医院综合改革
动员部署电视电话会议。市委副书记、
市长张国清出席会议并讲话。张国清
强调，要全面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关于
医药卫生体制改革的决策部署，以高度
的政治责任感和使命感，加快推进公立
医院综合改革，切实维护好广大人民群
众的健康权益。市委常委、市政府常务
副市长吴存荣作工作部署，市政府副市
长谭家玲主持会议，市领导夏祖相、刘
光磊出席会议。

张国清指出，全面推开公立医院综
合改革、全部取消药品加成，是党中央、
国务院作出的决策部署，是医改的重点
任务，是改善民生的实事要事。在深入
调查研究、广泛征求意见基础上，结合
我市实际，制订了改革实施方案，全市
所有公立医院全部取消药品加成（中药
饮片除外）、取消现行区县公立医院药

事服务费，调整部分医疗服务项目价
格，完善相关配套政策，建立现代医院
管理制度。

张国清强调，公立医院综合改革事
关改革发展稳定大局，事关人民群众切
身利益，涉及面广、社会关注度高。要
充分认识到推进公立医院综合改革的
重大意义，充分认识到取消药事服务
费、统筹推进取消药品加成与调整医疗
服务价格等改革是大势所趋，充分认识
到这次改革的根本目的在于理顺公立
医院运行机制、提升医疗服务质量、减
轻群众就医负担。

张国清强调，要精心做好各项准备
工作，细化应急处置预案，确保改革平稳
有序实施。要充分发挥医院和医务人员
改革主体和主力军的作用。要千方百计
保证一定比例的普通门诊号源供应，切
实改善群众看病就医感受。要加快推进
药品采购“两票制”、集中带量采购，尽最

大努力把药品价格降下来。要充分考虑
特定患者群体的就医感受，配套出台系
列便民惠民措施。要加强全行业监管，
统筹协调好民营医疗机构，确保改革有
序有力推进。

张国清强调，各部门、各区县和所
有医院要以对党、对人民、对事业高度
负责的态度，推动改革任务落地。要
按时完成模拟推演、全员培训、政策宣
传、系统调试、组织听证等一系列前期
工作。要层层压实工作责任，相关市
领导总负责，市医改办统筹调度，各部
门各负其责，各区县守土有责，各公立
医院全院动员，形成工作合力。要科
学合理引导社会预期，广泛开展政策
宣传解读，强化实时动态监测，及时回
应社会关切，努力营造良好的改革氛
围，齐心协力把医药卫生体制改革推向
前进，用改革发展的实绩迎接党的十九
大胜利召开。

张国清在我市全面推开公立医院综合改革动员部署电视电话会议上强调

加快推进公立医院综合改革
切实维护好人民群众的健康权益

本报讯 （记者 李鹏 杨帆）8月7日，
市委书记陈敏尔，市委副书记、市长张国清
到璧山区进行调研。陈敏尔强调，要深入
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视察重庆重要讲话精
神，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坚定走生产
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文明发展道
路，做到既要绿水青山也要金山银山，努力
实现百姓富、生态美有机统一。市委常委、
市委秘书长王显刚参加调研。

璧山秀湖生态区融自然、建筑、文化、
雕刻为一体，着力打造低碳、便利、宜居、舒
适的“深绿”城市空间。陈敏尔来到这里，
详细了解规划建设情况，对该生态区建设
发展的理念和举措予以肯定，希望进一步
总结和探索好的经验做法。重庆众泰新能
源汽车生产基地拥有现代化的新能源汽车
生产线，正在加快建设整车制造全产业
链。陈敏尔走进生产车间，与企业负责人
和技术人员交流，询问企业生产经营情况，
鼓励企业进一步完善产品结构，提升核心
竞争力，并叮嘱有关部门为企业发展做好
服务工作。在璧城街道城中社区便民服务
中心，陈敏尔认真听取社区党建工作情况
介绍，与社区工作人员和前来办事的社区
居民交谈，希望不断提升社区服务效率和
水平，让群众办事更加方便快捷。陈敏尔
还考察了璧山区规划展览馆。

随后，陈敏尔主持召开会议，听取璧山
区工作情况汇报，对璧山区的工作思路、发
展势头、城乡面貌和干部群众精神状态给
予肯定，对全区广大干部群众特别是高温
下在户外工作的建设者、劳动者致以亲切

问候。
陈敏尔说，习近平总书记在重庆视察

时明确提出，要走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之
路，要求重庆建设长江上游重要生态屏障，
推动城乡自然资本加快增值，使重庆成为
山清水秀美丽之地。坚持生态优先、绿色
发展，体现了既要绿水青山又要金山银山、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体现了生
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和谐统一的路
径，体现了正确处理生态环境保护和发展
关系的要求。绿水青山和金山银山决不是
对立的，关键在人，关键在思路。我们要深
刻认识生态优先、绿色发展的丰富内涵，像
保护眼睛一样保护生态环境，像对待生命
一样对待生态环境，决不走先污染后治理
的老路、守着绿水青山苦熬的穷路、以牺牲
环境为代价换取一时一地经济增长的歪
路，让良好生态环境成为人民生活的增长
点、成为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的支撑点、
成为展现重庆良好形象的发力点。

陈敏尔指出，重庆地处长江上游，要在

生态优先、绿色发展的工作实践中力争上
游。要在构筑绿色屏障上下功夫，坚持开
发与保护并重，抓好生态建设和修复，加大
环境污染治理力度，大力推进生态文明体
制改革，加快建设长江上游重要生态屏
障。要在发展绿色产业上下功夫，推进生
态产业化、产业生态化，因地制宜发展技术
含量高、就业容量大、环境质量高的绿色产
业，推动形成绿色发展方式和生活方式。
要在打造绿色家园上下功夫，坚持以人为
本、道法自然，多给自然“种绿”、多给生态

“留白”，增强城市自然底色，增加城市人文
底蕴，让自然与人文各美其美、美美与共。
要在促进绿色惠民上下功夫，做好普惠性、
基础性、兜底性民生建设，提供更多绿色公
共产品和服务，抓好生态脱贫，让绿色为群
众创造更多红利，努力实现百姓富、生态美
有机统一。

陈敏尔强调，做好各方面工作，必须有
一个良好政治生态。自然生态要山清水
秀，政治生态也要山清水秀。要坚定不移

推进全面从严治党，严肃党内政治生活，涵
养党内政治文化，持续巩固团结和谐的政
治局面，不断营造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
要充分发挥基层党组织的战斗堡垒作用，
引导基层党组织更好地推动发展、服务群
众、凝聚人心。要坚持正确用人导向，把好
干部选出来、用出来、管出来、带出来，让党
中央放心，让老百姓满意。

张国清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
记视察重庆重要讲话精神，认真践行五大
新发展理念，做到一体坚持、一体贯彻，不
能顾此失彼，也不能相互替代，努力提高统
筹贯彻新发展理念的能力和水平。要进一
步提高政治站位，以积极态度扎实抓好中
央环保督察、中办回访调研、国务院扶贫开
发领导小组脱贫攻坚督查、国务院安委会
安全生产巡查等反馈问题和意见的整改落
实，由点及面、举一反三，不断提高工作质
量和水平。

璧山区和市有关部门、单位负责人参
加调研。

陈敏尔张国清在璧山区调研时强调

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
做到既要绿水青山也要金山银山

本报讯 （记者 杨帆）8月8日，市委
书记陈敏尔，市委副书记、市长张国清会见
台湾海基会原董事长江丙坤等台湾客人一
行。中台办、国台办原主任，海协会原会长
陈云林，台湾新光三越集团董事长吴东兴，
市领导王显刚、刘桂平等参加会见。此次
江丙坤一行来渝主要是出席重庆新光天地
百货商场开幕仪式。

陈敏尔、张国清代表市委、市政府对江
丙坤一行来渝表示欢迎。陈敏尔说，重庆

是西部大开发的重要战略支点，处在“一带
一路”和长江经济带的联结点上，在国家区
域发展和对外开放格局中具有独特而重要
的作用。当前，我们正按照习近平总书记
视察重庆重要讲话精神，加快建设内陆开
放高地，坚持以开放倒逼改革、以改革促进

开放，着力完善开放通道，打造开放平台，
培育开放主体，营造国际化的开放环境，不
断增强重庆集聚辐射能力。重庆与台湾交
流合作基础良好，希望双方共同推动经贸、
人文、旅游等领域合作取得新的成果。我
们将为包括台商在内的各类在渝企业提供

优质便捷高效服务、创造良好生活工作条
件。

江丙坤表示，当前台渝合作态势良好，
台企在渝发展业绩向好。希望台湾与重庆
进一步扩大交流、深化合作，促进双方增进
共识、互利共赢。

陈敏尔张国清会见江丙坤等台湾客人

迎接党的十九大胜利召开，贵
在实干，重在实绩。全市上下要以
高度的政治责任感和使命感，自觉
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中央的部署
要求上来，撸起袖子加油干，扑下
身子抓落实，把工作中“十八般武
艺”用出来，更加扎实有效地做好
改革发展稳定各项工作，以出色优
异的工作业绩迎接十九大。

以出色优异的工作业绩迎接
十九大，要把“四个扎实”真正搞得
更扎实。一分部署，九分落实。我
们党一再强调“一个行动胜过一打
纲领”“不干，半点马克思主义都没
有”。去年 1 月，习近平总书记亲
临重庆视察指导并发表重要讲话，
站在全局和战略的高度为重庆把
脉定向，明确提出“一个目标”“两
点定位”“四个扎实”的要求，内涵
极为丰富，思想极为深刻，是我们
做好重庆工作的基本遵循和根本
指针。全市上下要把总书记视察
重庆重要讲话精神内化于心、外化
于行，绵绵用力、久久为功，更好地
落实在行动，更多地见诸于效果。
要深入具体地落实“四个扎实”要
求，谋划推进每一项具体工作都要
符合“四个扎实”要求，奋发有为地
推动重庆各项事业发展，确保如期
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开启社会主义
现代化建设新征程。只有把“四个
扎实”搞得更扎实、更有效，做到

“整巴实，不吹壳子”，才能推进重
庆各项工作取得新突破、创造新业
绩。

以出色优异的工作业绩迎接
十九大，要靠实干树形象。喊破嗓
子不如甩开膀子。做好重庆当前
各项工作，全市上下要坚持干字当
头，真抓实干、埋头苦干、结合实际
创造性地干，把各项工作抓得更加
有力、更加得法、更加有效。要坚
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深入践行
新发展理念，坚定不移推进供给侧
结构性改革，千方百计推动实体经
济发展壮大；加大改革开放力度，
充分激发市场主体活力和发展内
生动力；加强生态文明建设，坚定
不移走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之路；

（下转3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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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蒙古各族各界群众隆重集会庆祝自治区成立70周年
中共中央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
全国政协中央军委致电祝贺

（据新华社）

习近平就东盟成立50周年
向东盟轮值主席国菲律宾总统致贺电

标 题 新 闻

新华社北京8月8日电 8月8日21时
19分，四川省阿坝州九寨沟县（北纬 33.2
度，东经103.82度）发生7.0级地震，震源深
度20公里。截至8月8日23时30分，地震
已造成5人死亡、70余人受伤。

地震发生后，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
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高度重视，立即作

出重要指示，要求抓紧了解核实九寨沟7.0
级地震灾情，迅速组织力量救灾，全力以赴
抢救伤员，疏散安置好游客和受灾群众，最
大限度减少人员伤亡。目前正值主汛期，
又处旅游旺季，要进一步加强气象预警和
地质监测，密切防范各类灾害，切实做好抗
灾救灾工作，尽最大努力保障人民群众生

命财产安全。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

克强作出批示，要求抓紧核实灾情，全力组
织抢险救援，最大程度减少人员伤亡，妥善
转移安置受灾群众。加强震情监测，防范
次生灾害。

根据习近平指示和李克强要求，国

务院已派出由国家减灾委、国务院抗震
救灾指挥部组成的工作组赶赴现场指导
抗震救灾工作。四川省委、省政府主要
负责同志已赶赴现场开展救援工作。四
川省、阿坝州已启动Ⅰ级地震应急响
应。目前，抗震救灾各项工作正在紧张
有序进行。

习近平对四川九寨沟7.0级地震作出重要指示要求

迅速组织力量救灾全力以赴抢救伤员
最大限度减少人员伤亡

李克强就抗震救灾工作作出批示

老法官坐镇“和为贵调解室”

余松路社区矛盾纠纷
一年下降三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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