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新中梁山隧道昨日通车

四大“手术”
打通含谷至二郎之间交通“肠梗阻”

含谷立交改造工

程下月开工，202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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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郎立交至陈家坪立交段改造工程

今年3月开工，2019年12月完工

西环立交改造工程去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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川美三代版画人 共绘美好新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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欢迎到党报来工作

四、招聘流程
发布启事—报名—笔试—面试—

体检—录用。

五、重要提示
1.填写简历信息务必真实准确，

一旦提交将无法修改。凡提供虚假
报名信息的，一经查实即取消报名
资格。

2.报名截止日期：2017年11月30日。
3.联系电话：（023）63907247
4.联系邮箱：93315868@qq.com
5.重庆日报对本次招聘享有解释

权。
重庆日报

2017年11月

重庆日报根据事业发展需要，现面向
全国公开招聘以下工作人员：

一、招聘岗位
理论评论部：副主任1名、评论员3名
新媒体采编中心：新媒体内容主管1名、运营主管1名
文体卫教新闻中心：记者3名

二、报名资格和条件
1.具有良好的政治素质和思想品德，拥护中国共产党

的领导，热爱党的新闻事业，恪守新闻工作者职业道德，拥
有远大的人生和职业理想。

2.大学本科以上学历。
3.品学兼优，作风正派，遵纪守法。
4.有相关从业经验或基层工作经验者优先。
5.理论评论部招聘人员要求：身心健康，年龄原则上不

超过40周岁，特别优秀者年龄可放宽至45周岁；
新媒体采编中心和文体卫教新闻中心招聘人员要求：

年龄不超过35周岁，特别优秀者年龄可适当放宽。

（一）理论评论部
1.副主任
●政治面貌为中共党员。
●具有扎实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功底。
●有较强的政治鉴别力。
●具备敏锐的洞察力，较强的逻辑思维、沟通协

调和团队协作能力。
●能上夜班。
●特别优秀者年龄可放宽至45周岁。
2.评论员
●有较强的评论写作能力和较强的文字编辑

能力。
●有敏锐独到的洞察力。
●具有较强的学习研究能力。
（二）新媒体采编中心

1.新媒体内容主管
●文字能力强，熟悉新媒体的相关内容生产环

节流程；
●具备敏锐的观察力，较强的逻辑思维、沟通协

调能力和独立策划新媒体产品的能力。
2.新媒体运营主管
●熟悉新媒体运营，具有很强的活动策划能力；
●熟悉新媒体的相关内容生产各环节流程操

作，具备较强的沟通协调能力。
（三）文体卫教新闻中心
记者
●熟悉文化、艺术、设计、影视、网络文学、文化

产业者优先；
●熟悉新媒体的相关编辑操作，具备敏锐的观

察力，较强的逻辑思维、沟通协调和团队协作能力。

三、招聘岗位及任职要求

新华社北京11月21日电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
近平21日给内蒙古自治区苏尼特右旗乌兰牧骑的队员们回信，勉励他们继续
扎根基层、服务群众，努力创作更多接地气、传得开、留得下的优秀作品。

习近平在回信中说，从来信中，我很高兴地看到了乌兰牧骑的成长与进
步，感受到了你们对事业的那份热爱，对党和人民的那份深情。

习近平指出，乌兰牧骑是全国文艺战线的一面旗帜，第一支乌兰牧骑就
诞生在你们的家乡。60年来，一代代乌兰牧骑队员迎风雪、冒寒暑，长期在戈
壁、草原上辗转跋涉，以天为幕布，以地为舞台，为广大农牧民送去了欢乐和
文明，传递了党的声音和关怀。

习近平表示，乌兰牧骑的长盛不衰表明，人民需要艺术，艺术也需要人民。
在新时代，希望你们以党的十九大精神为指引，大力弘扬乌兰牧骑的优良传统，
扎根生活沃土，服务牧民群众，推动文艺创新，努力创作更多接地气、传得开、留
得下的优秀作品，永远做草原上的“红色文艺轻骑兵”。（回信全文另发）

乌兰牧骑的蒙古语原意是“红色的嫩芽”，后被引申为“红色文艺轻骑兵”，
是适应草原地区生产生活特点而诞生的文化工作队，具有“演出、宣传、辅导、服
务”等职能，深受广大农牧民欢迎。1957年，苏尼特右旗建立了内蒙古第一支乌
兰牧骑。目前，内蒙古草原上活跃着75支乌兰牧骑，每年演出超过7000场。近
日，苏尼特右旗乌兰牧骑的16名队员给习近平总书记写信，汇报乌兰牧骑
60年来的发展情况，表达为繁荣发展社会主义文艺事业作贡献的决心。

习近平回信勉励乌兰牧骑队员

大力弘扬乌兰牧骑优良传统
永远做草原上的“红色文艺轻骑兵”

苏尼特右旗乌兰牧骑的队员们：
你们好！从来信中，我很高兴地看到了乌

兰牧骑的成长与进步，感受到了你们对事业的
那份热爱，对党和人民的那份深情。

乌兰牧骑是全国文艺战线的一面旗帜，第
一支乌兰牧骑就诞生在你们的家乡。60年来，
一代代乌兰牧骑队员迎风雪、冒寒暑，长期在
戈壁、草原上辗转跋涉，以天为幕布，以地为舞
台，为广大农牧民送去了欢乐和文明，传递了
党的声音和关怀。

乌兰牧骑的长盛不衰表明，人民需要艺
术，艺术也需要人民。在新时代，希望你们以
党的十九大精神为指引，大力弘扬乌兰牧骑的
优良传统，扎根生活沃土，服务牧民群众，推动
文艺创新，努力创作更多接地气、传得开、留得
下的优秀作品，永远做草原上的“红色文艺轻
骑兵”。

习近平
2017年11月21日

（新华社北京11月21日电）

习近平总书记给内蒙古自治区
苏尼特右旗乌兰牧骑队员们的回信

本报讯 （记者 黄乔）11月21日，市
四届人大常委会举行第八十一次主任会
议，市人大常委会主任张轩主持会议。

会议听取了市检察院关于人事任免事
项的汇报，分别听取了市政府关于《重庆市
人大常委会对〈重庆市人民政府关于我市
2017年1～6月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
执行情况的报告〉的审议意见》《重庆市人
大常委会对〈重庆市人民政府关于我市
2016年财政决算和2017年1～6月财政预
算执行情况的报告〉的审议意见》《重庆市
人大常委会对〈重庆市人民政府2016年度

法治政府建设情况的报告〉的审议意见》研
究处理情况的汇报。

会议还听取了市人大法制委、市人大
常委会法制工委关于涉及生态文明建设和
环境保护的法规专项自查和清理工作情况
的汇报，听取了市人大常委会人代工委关

于《重庆市人大常委会主任会议关于市人
大专门委员会、常委会工作部门办理市四
届人大五次会议以来代表建议情况及代表
建议督办工作情况的报告（送审稿）》的汇
报，听取了市人大常委会办公厅关于《重庆
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召开重庆

市第五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的决定
（草案）》的汇报，听取了市人大常委会办公
厅关于举行市四届人大常委会第四十二次
会议补充事项的汇报。

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刘学普、郑洪、杜
黎明、张定宇、夏祖相出席会议。

市四届人大常委会举行第八十一次主任会议
张轩主持会议

新华社北京11月21日电 （记者 谭晶晶 郑明达）首
届丝绸之路沿线民间组织合作网络论坛21日在北京开幕，国
家主席习近平向论坛发来贺信。

习近平在贺信中表示，建设丝绸之路沿线民间组织合
作网络是加强沿线各国民间交流合作、促进民心相通的重
要举措。希望与会代表以这次论坛为契机，共商推进民心
相通大计，为增进各国人民相互理解和友谊、促进各国共同
发展、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作出贡献。

中联部部长宋涛在开幕式上宣读了习近平的贺信并致
辞。他表示，习近平主席对民间组织合作网络建设十分重视
和关心，专门向此次论坛发来贺信。希望各国民间组织充分

发挥主人翁精神，为推动“一带一路”建设、构建人类命运共同
体作出应有贡献。

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发来贺信，埃及前总理沙拉夫、罗
马尼亚前总理蓬塔和中国民间组织国际交流促进会会长孙家
正分别致辞。

今年5月，习近平在“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开幕式
上宣布“建设丝绸之路沿线民间组织合作网络”。为落实习近
平重要讲话精神，中促会发起丝绸之路沿线民间组织合作网
络，致力于打造成“一带一路”沿线各国民间组织交流信息、协
调行动、加强合作的有效平台。目前已有来自60多个国家和
地区的300多个民间组织加入合作网络。

首届丝绸之路沿线民间组织合作网络论坛在北京开幕

习近平致贺信

有科学的顶层设计，才有
合理的实施路径；有明确的系
统谋划，才有扎实的落实措
施。党的十九大最重要的实践
成果，是全面规划部署了到本
世纪中叶建设富强民主文明
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
强国的路线图和时间表，为实
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了
行动指南。市委五届三次全
会强调，深入学习贯彻党的十
九大精神，要注重从战略部署
上抓落实，结合重庆市情特征
和发展阶段，谋划推进我市改
革发展，扎扎实实抓好各项工
作。

察势者智，驭势者赢。“我
们既要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
现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又要
乘势而上开启全面建设社会
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向第
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进军。”习
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
告中的庄严宣告，为中国巨轮
在奔腾不息的历史长河中立
起了新航标，为实现中华民族
伟大复兴中国梦吹响了集结
号。目标的基石是奋斗，新的
奋斗目标要求我们时不我待
地行动起来，把宏伟蓝图一步
步变成美好现实。

从战略部署上抓落实，要
对标对表中央精神。“上下同
欲者胜。”向党的理论和路线
方针政策看齐，是我们党的光
荣传统和独特优势。经常、主
动、自觉向党中央看齐，最终
都要落脚到落实中央各项战
略部署和方针政策上来。对
标对表中央精神，落实战略部
署，既要立足当前，又要着眼
长远，在确保如期全面建成小
康社会的基础上，乘势而上开
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
国家新征程。要树立全国一
盘棋思想，明确好各项重大工
作和各阶段的目标任务，全面
增强工作的原则性、系统性、
预见性、创造性，分清轻重缓急、科学有序推进工作，确保按
时保质完成各项目标任务。

从战略部署上抓落实，要盯紧盯牢重点任务。在任何工
作中，我们既要讲两点论，又要讲重点论，没有主次，不加区
别，眉毛胡子一把抓，是做不好工作的。找准重庆发展的着
力点和主攻方向，就要既遵循“顶层设计”，又注重牵住“牛鼻
子”，学会“弹钢琴”。着力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加快建成长
江上游地区经济中心和国家重要中心城市；坚定不移走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深入推进全面依法治市；坚定
文化自信，促进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繁荣发展；始终坚持以
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提高保障和改善民生水平；

（下转2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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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社长一次救了三小孩

二郎立交二郎立交

本报讯 （记者 廖雪梅）新中梁
山隧道通车了！11月 21日 10：00，新
中梁山隧道正式开放通行，老中梁山
隧道随即封闭进行升级改造，预计明
年 3月恢复通行。届时成渝高速中梁
山隧道扩容改造工程将全面完工，实
现双向8车道通行，隧道通行能力增加
一倍。

“新中梁山隧道通车，意味着成渝高
速陈家坪立交至含谷立交段沿线拓宽改
造工程取得重要突破。”市城投集团人士
介绍，为进一步打通重庆向西发展的交
通瓶颈，我市实施长约15公里的成渝高
速陈家坪立交至含谷立交段沿线拓宽改
造项目，包括中梁山隧道扩容改造、西环
立交改造、二郎立交至陈家坪立交段改

造、含谷立交改造四大“手术”，中梁山隧
道扩容改造工程是其中最为关键的一
个项目。

西环立交改造工程总投资约14.1亿
元，拟将现有西环立交拆除后在原址新建
一座互通式立交，并新增两条匝道连接重
庆西站，其中成渝主线长约2.5公里。该
项目已于2016年7月开工，计划2019年

9月完工。
二郎立交至陈家坪立交段改造工程

总投资约6.2亿元，拟将主线道路由现有
双向4车道拓宽为双向8车道，两侧另外
各设置2车道的辅道与周边路网连接，其
中成渝主线长约3.7公里，今年3月开工，
计划2019年12月完工。

（下转2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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