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当前，为切实把习近平总书记的重
要讲话精神和党中央的方针政策传递到
每一个民营企业，我市各级领导干部纷
纷行动起来，按照做到全覆盖、注重精准
化、突出实效性的要求，深入民营企业摸
情况、听意见、解难题。笔者认为，走访
服务民营企业要在全覆盖的基础上提高
工作实效，就必须要注重精准。

首先，做到全覆盖是走访服务精准的
基础。走访民营企业的目的是为了了解实

际、掌握实情，深化学习、深化落实，进而更
好地为服务企业、解决企业困难打下基
础。因此，领导干部开展走访服务调研民
营企业活动，要真正做到全覆盖，既走访服
务规上民营企业，也积极走访服务其他民
营企业，带着感情去、奔着解决问题去，深
入厂房、车间、工地一线，俯下身子与企业
管理人员及基层员工面对面交流，收集第
一手资料，切实摸清企业发展的现状。

其次，注重精准是走访服务的过程要

求。调查研究是做好领导工作的一项基
本功。在全覆盖走访服务民营企业过程
中，只有做到精准走访服务，才能确保“走”
出深度、“访”出温度，服务更有效。因此，
要根据各个民营企业的实际情况，精准地
抓住民营企业在发展中遇到的实际困难，
因地制宜、分类指导，做到“一企一策”“一
业一策”，而不是“一张方子，包治百病”，确
保政策措施的针对性和有效性。

再者，突出实效性是走访服务精准的

结果。为民营企业服务，不只看做了什么
走访工作，更要看服务是否精准有效，真正
落地见效果。这就要求广大党员干部尤其
是领导干部要提高主动靠前服务的意识，
积极当好“店小二”，以更加饱满的热情帮
助民营企业解决在准入、融资、降本增效、
政策落地、引才用工、创业、转型升级等方
面的难题，把服务企业工作搞得更好，让民
营企业可以轻装上阵、聚力发展。

走访服务民营企业贵在精准、重在
精准。只有更加广泛全面地覆盖，更加
精准有效走访，更加周到细致服务，才能
让支持民营企业发展壮大的各项政策措
施落细落实，推动民营经济取得新发展、
大发展。

走访服务民营企业贵在精准
程正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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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原四川省第五机械工业局副局长，享受副省
（部）长级医疗待遇离休干部肖景林同志，因病于2018年
11月18日逝世，享年100岁。

肖景林，男，汉族，河北赞皇人，1918年 5月出生，
1938年3月参加革命工作，同年6月加入中国共产党。

肖景林同志1938年3月至1942年11月赞皇县抗日
小学教员、县政府行政科员；1942年12月至1949年6月
赞皇县抗日第二区区长兼区干队长，焦作市北场矿区副
区长，太行行署民政处干部科副科长；1949 年 7月至
1954年6月山西省人民政府民政厅干部科副科长、秘书
厅人事科科长，机关党委组织部长，财经党委副书记，粮
食厅副厅长、党组成员；1954年7月至1973年6月国营
245厂副厂长、党委常委，国营304厂党委书记，国营564
厂党委书记，国营167厂党委第一书记；1973年7月至
1983年 3月四川省第五机械工业局副局长（正厅级）；
1983年4月至1986年11月四川省政协第五届委员会委
员，四川兵工局政研会常务副会长；1986年12月离职休
养；2009年10月经中共中央组织部批准享受副省（部）
长级医疗待遇。

肖景林同志遗体送别活动将于11月20日上午9时
30分在重庆市石桥铺殡仪馆举行。

肖景林同志逝世

聚焦重大改革项目①

本报讯 （记者 戴娟）11月17日
到19日，全国政协副主席、致公党中央
主席万钢来渝，就致公党中央定点帮扶
酉阳开展专题调研时指出，致公党中央
要深入落实习近平扶贫思想，继续发挥
我国新型政党制度优越性，全力打造新
时代“致酉合作”升级版。

从1990年开展“智力支边、科技扶
贫”开始，致公党中央发挥人才聚集、联
系广泛优势，多层次、多渠道、多领域帮
扶酉阳已有28年，累计协调落实国家
各类项目资金5600多万元，多方捐资
引资近5000万元。

调研中，万钢亲切接见了酉阳基层
干部培训班学员，实地考察了致公党中
央社会服务基地（花田乡）以及武陵山
农特产品展销中心，与酉阳和重庆市级
相关人士座谈，详细了解“致酉合作”工
作开展情况，并就进一步深化合作，抓
好酉阳脱贫攻坚工作进行部署。

万钢指出，“致酉合作”既是致公党
落实习近平扶贫思想的有力抓手，也是
新时期在脱贫攻坚伟大实践中对新型
政党制度优越性的生动诠释。当前，我
国正处于脱贫攻坚的冲刺阶段，酉阳脱
贫攻坚工作正加速前进。在酉阳脱贫
之后，要全力打造新时代“致酉合作”升
级版，积极推进脱贫攻坚和实施乡村振
兴战略的有机衔接。要坚持以培育内
生动力为原则，发挥致公党党内企业家
优势，开展产业帮扶项目，加强教育和
文化扶贫，帮助做好各年龄段、各行业
人才的培养，为酉阳人才振兴提供更多
支持。要积极开展对外宣传，帮助酉阳
进一步打造好对外宣传的名片，同时引
导和鼓励更多海外侨胞参与“致酉合
作”，为酉阳实现全面小康创造更多发
展机遇，作出新的更大贡献。

市领导李静、李明清、张玲陪同调
研或参加座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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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12日，中国与新加坡签署多项
双边合作文件，涉及自贸协定升级、互联
互通、金融、科技、环境、文化、海关等领
域。

其中，《关于中新（重庆）战略性互联
互通示范项目“国际陆海贸易新通道”建
设合作的谅解备忘录》引人瞩目。在这份
备忘录中，以前的“南向通道”正式更名为
中新（重庆）战略性互联互通示范项目“国
际陆海贸易新通道”（简称“陆海新通
道”）。

这次更名，意味着在中新互联互通项
目框架下，“陆海新通道”的内涵外延更
深、更高、更广，建设内容从物流、基础设
施等“硬联通”，扩展到数据、金融等领域

“软联通”，其建设目的除了重点打造中国
西部与东盟的利益共同体之外，还将带动

“一带一路”沿线地区合作。

“陆海新通道”复合运行格局形成

中新互联互通项目落户重庆后，重庆

一直努力在探索：如何更好地契合“现代
互联互通和现代服务经济”主题，实现自
身的开放，以及对西部其他省份发展的带
动？

2017年9月25日，“渝黔桂新”铁海
联运班列常态化运行首趟班列在重庆铁

路口岸首发。该线路从重庆铁路口岸出
发，通过铁路至广西钦州港，再海运至新
加坡等东盟各港口，进而连通国际海运
网络。

其后一年多时间里，该班列逐步实现
“天天班”双向对开，目的地覆盖全球66个

国家和地区、131个港口。
该班列只是“陆海新通道”的组成部

分之一，在中新互联互通项目框架下，具
有复合运行格局的“陆海新通道”正在全
面形成——

（下转3版）

“陆海新通道”背后的重庆探索
本报首席记者 陈钧 实习生 唐璨

新华社斯里巴加湾市11月19日电 （记者 霍小光 李
建敏 魏建华）国家主席习近平19日在斯里巴加湾同文莱苏
丹哈桑纳尔举行会谈。两国元首高度评价中文关系积极发展
势头，一致决定建立中文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做政治互信、经济
互利、人文互通、多边互助的好伙伴。

习近平高度赞赏哈桑纳尔长期关心和重视中文关系。习
近平指出，这是我第一次到访文莱，文莱人民的热情友好、特别
是沿途欢迎的青少年脸上洋溢的真挚友好笑容，令人感动。这

是中文两国人民深厚友谊的真实写照。文莱政通人和，人民安
居乐业，不愧“和平之邦”的美誉。中国和文莱历史文化联系悠
久深厚。两国是隔海相望的近邻，也是相互信赖的朋友和伙
伴。双方决定建立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就是要做政治互信、经
济互利、人文互通、多边互助的好伙伴，让合作成果更好惠及两
国人民。

习近平强调，双方要密切高层交往，为两国关系发展掌好
舵。 （下转3版）

习近平同文莱苏丹哈桑纳尔举行会谈

习近平同法国总统马克龙互致贺电
庆祝“中法环境年”启动

“‘夔’字上部为‘三峡之首’，左部为‘高山仰
止’，右部为‘万物成巳’，下部则是‘秋兴赋八’、‘厚
重人文’。”夔”字专属奉节，神州唯夔。

10月27日，奉节县委书记杨树海在《中国诗词
大会》(第四季)开机仪式上，这样点评“夔”字背后的
深意。

奉节古时称夔州。一个“夔”字，将奉节自然之
美、三峡地域特色与灿烂人文完美融合，令人慨叹

“神州唯夔”，又将奉节誉为诗城。
然而曾几何时，千年诗城一度被“黑色”经济捆

绑，全县GDP的一半和财政收入的五分之三靠煤炭
支撑，大大小小煤矿有2000多个。

煤矿过度开采破坏自然环境，侵蚀千年诗城的
肌体，“黑色”经济一煤独大，桎梏了奉节的发展，千

年诗城，离诗意渐行渐远。
进入新时代，“生态优先、绿色发展”的新理念，呼唤

千年诗城回归，奉节转型开始了“弃”煤“启”美的征程。

“弃”煤——
2000多个煤矿关停

《奉节县志》记载，奉节煤炭开采上溯至晚唐，于
今已有千余年。

煤炭，称得上是奉节发展史上的“大功臣”，曾一
度贡献全县一半的GDP和五分之三的财政收入，奉
节曾是全国产煤“百强县”之一。

但过度开采，也留下了“后遗症”：草堂镇、汾河
镇、大树镇、康乐镇、白帝镇等乡镇因煤而兴，如今也
因煤而衰。

（下转4版）

围绕“生态”“人文”两大宝贝做文章

奉节转型，有诗有橙有远方
重报集团全媒体记者 管洪 李诗 余虎

本报讯 （记者 罗静雯）11 月 19
日，市长唐良智主持召开市政府第32次常
务会议，审议通过了《重庆市加快汽车产
业转型升级的指导意见（2018—2022
年）》《重庆市加快新能源和智能网联汽车
产业发展若干政策（2018—2022年）》《重
庆市支持新能源汽车推广应用政策
（2018—2022年）》。

会议指出，汽车产业是国民经济的重
要支柱，新能源汽车和智能网联汽车是
引领汽车产业转型升级的突破口。我市
是国内重要的汽车产业基地，当前汽车

产业正处在转型升级、创新发展的关键
机遇期，发展空间很大。我市研究建立
推动新能源汽车和智能网联汽车加快发
展，带动全市汽车产业转型升级的“1+2”
政策体系，突出研发能力、产业生态、产
业制造三个重点环节，构建创新发展、提
质发展、融合发展、共享发展、协调发展
五条发展路径，力争到2022年，全市汽车
产业转型升级取得明显成效，成为全国
重要的新能源汽车和智能网联汽车研发
制造基地。

会议强调，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定不移贯
彻新发展理念，按照陈敏尔书记要求，
加快实施以大数据智能化为引领的创
新驱动发展战略行动计划，推动汽车和
先进制造、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深
度融合，大力发展新能源汽车、智能网
联汽车，推动我市汽车产业发展质量变
革、效率变革、动力变革。要推动传统
汽车和新能源汽车产品提档升级，以市
场需求为导向，加快开发、布局新车型、
中高端车型，增加汽车电子、传感器、新
材料等应用，提升汽车产品电动化、智

能化、网联化、共享化、轻量化水平。要
坚持创新驱动，支持和鼓励企业加强技
术创新，开展出行、服务等商业模式创
新，加大研发投入，建设完善研发平台
体系，引进高端研发人才团队，加强核
心技术攻关。要有序推动汽车行业在
产能、渠道、技术、资产等领域的重组、
整合和战略合作，培育壮大龙头企业，
完善传统汽车、新能源汽车、智能网联
汽车核心部件的本地配套体系，增强发
展带动力和产业集聚力。

会议安排部署了近期有关工作，要求
加快转化2018重庆国际人才创新创业洽
谈会成果，务实有效开展走访服务民营企
业活动等。

会议还研究了地方国有金融资本管
理、证明事项清理等工作，听取了关于中
新金融峰会有关情况的报告。

市政府召开第32次常务会议
唐良智主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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助力民营企业更好发展
——国家税务总局推出26条措施

持续为民营企业优化税收营商环境

唐良智会见美国康明斯公司
全球副总裁曹思德

本报记者独家探访

百年首钢
迈向“城市复兴新地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