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赴渝博士服务团发挥人才
智力优势，为重庆倾情奉献

一年重庆行
一生巴渝情

改革先锋风采

取消的川渝省界收费站站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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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12月27日电 中共中央
政治局12月27日召开会议，审议《中国共
产党政法工作条例》。中共中央总书记习
近平主持会议。

会议认为，《中国共产党政法工作条
例》以党内基本法规的形式，对党领导政法
工作作出规定，把党长期以来领导政法工
作的成功经验转化为制度成果，是坚持和

发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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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必然要求，是
实现依法治国与依规治党有机统一的重要
举措。

会议指出，贯彻落实《中国共产党政法
工作条例》，要制定配套规定，健全体制机
制，最关键的是要坚持党中央集中统一领
导，坚决听从党中央指挥，坚决贯彻党中央

决策部署，确保政法工作沿着正确方向前
进。各级党委要加强对本地区政法工作的
领导，研究解决好政法工作中的重大问
题。党委政法委要发挥好牵头抓总、统筹
协调、督办落实等作用。政法机关党组（党
委）要加强对本单位政法工作的领导，履行
好职责。

会议强调，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法治

是一致的，只有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
主才能充分实现，国家和社会生活制度化、
法治化才能有序推进。保证司法机关依法
独立公正行使职权，是党的明确主张。各
级党组织和领导干部要支持司法机关依法
独立公正行使职权，支持政法各单位依照
宪法法律独立负责、协调一致开展工作。

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

审议《中国共产党政法工作条例》
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

新华社北京 12 月 27 日电 （记
者 李国利 张泉）中国卫星导航系
统管理办公室主任、北斗卫星导航系
统新闻发言人冉承其27日在北京宣
布，北斗三号基本系统已完成建设，
于当日开始提供全球服务。

“这标志着北斗系统服务范围由
区域扩展为全球，北斗系统正式迈入
全球时代。”冉承其在国务院新闻办
公室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说。

北斗系统是中国自主建设、独立
运行，与世界其他卫星导航系统兼容
共用的全球卫星导航系统，可在全球
范围，全天候、全天时，为各类用户提
供高精度、高可靠的定位、导航、授时
服务。

“2012年的今天，北斗系统面向
亚太区域提供服务；6年后的今天，
北斗系统面向全球开启服务。”冉承
其表示，目前，北斗系统在轨卫星和
地面系统工作稳定，经全球范围测试
评估，系统性能满足预期，具备全球
服务能力。

同步发布的新的北斗系统公开
服务性能规范（2.0版）显示，北斗系
统服务性能为：系统服务区：全球；定
位精度：水平10米、高程10米（95%
置信度）；测速精度：0.2米每秒（95%
置信度）；授时精度：20纳秒（95%置
信度）；系统服务可用性：优于95%。

冉承其表示，其中，北斗系统在
亚太地区的定位精度为水平5米、高
程5米（95%置信度）。“包括‘一带一
路’国家和地区在内的世界各地，均
可享受到北斗系统服务。”

截至2018年12月，北斗系统在
轨工作卫星共33颗，包含15颗北斗
二号卫星和18颗北斗三号卫星。冉
承其介绍说，2019至2020年，我国还
将发射11颗北斗三号卫星和1颗北
斗二号卫星，在巩固亚太区域服务同
时，还将进一步提升全球服务性能。

根据计划，我国将于2020年全
面完成北斗三号全球组网建设，
2035 年将建成以北斗系统为核心
的，更加泛在、更加融合、更加智能的
国家综合定位导航授时（PNT）体系。

“中国愿与世界各国共享北斗系
统建设成果，北斗将以更强的功能、
更优的性能，服务全球，造福人类。”
冉承其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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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 杨永芹）12月 27日，市交
通局发布消息，28日15时，重庆和四川将同步取
消10个川渝省界收费站，但不取消高速公路通行
费。这标志着川渝高速公路互联互通路网格局
已经形成，原有省界主线收费站点车辆拥堵现象
将消除。

与此同时，高速公路相关省界附近将设置虚拟
收费站，车辆在通行省界时不再需要停车交卡、交费
和领卡，直接通过。ETC车辆仍可以不停车驶入和
离开高速公路，实现“分省计费、分省收费，自动扣
费”；非ETC车辆在驶入高速公路时，要在入口收费
站领取CPC复合通行卡，驶出高速公路时，要在出
口收费站交还CPC复合通行卡并缴纳全路程通行
费，实现“分省计费、统一收费”。 （下转2版）

（相关报道见3版）

今日15时 川渝同步取消10个省界收费站
实现车辆快速通行 促进区域协调发展

本报讯 （记者 罗静雯）12月27日，
市委副书记、市长唐良智在全市城市综合
管理工作会议上强调，要对标对表习近平
总书记在中央城市工作会议上的重要讲话
和对重庆的殷殷嘱托，认真落实陈敏尔书
记关于提高城市管理精细化、智能化、人性
化水平的要求，大力实施城市综合管理提
升行动，深化大城细管、大城智管、大城众
管，推动城市管理工作不断取得新进展。

在参观城市综合管理成果展示，听取
市有关部门、部分区县的交流发言后，唐良
智强调，城市管理是城市发展的永恒主题，
是城市运转的基本保障。市委、市政府高
度重视城市综合管理，将其列为城市提升
行动计划的重要专项。今年以来，城市管

理战线的干部职工拿出干劲、拼劲、韧劲，
做到上手、上心、上路，城市管理各项工作
在推进中完善、在完善中推进，城市管理

“等高对接”的标准意识明显增强，城市环
境面貌发生了可喜变化，值得充分肯定。

唐良智强调，城市环境承载着发展与文
明，承载着市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体现一
座城市的品质和精神，体现城市管理者的品
位和追求。各级各部门要进一步提高认识
和站位，把城市管理放在建设内陆开放高
地、山清水秀美丽之地的大格局下来定位，
放在推动高质量发展、创造高品质生活的
大目标下来谋划，放在推进城市治理体系和
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大环境下来实践，全力
推进城市管理提效、环境提质和功能提升。

唐良智强调，在城管工作中，理念和思
维上的障碍是最大的障碍。要牢固树立“以
人为本”“没有最好，只有更好”“只有起点，
没有终点”“天天归零、久久为功”的工作理
念，坚决消除“重建轻管、重表轻里”“小富
即安、小进即满”“被动应付、突击整治”“城
管太难、怕抓怕管”的惯性思维，以先进的
理念和思维指导推动城市管理工作实践。

唐良智强调，要围绕“干净整洁有序、
山清水秀城美、宜业宜居宜游”的目标和愿
景，重点实施“治乱拆违”“街净巷洁”“路平
桥安”“整墙修面”“灯明景靓”“江清水畅”

“城美山青”七项标志性工程，着力改善城
市环境面貌。要着眼于增加城市管理的温
度和提升市民的参与度，缓解“停车难”“过

街难”“找路难”“休憩难”等问题，培育文明
交通、文明出行、文明旅游等新风尚。要擦
亮城市的底色，彰显城市的特色，提升城市
的成色，做到“半年见成效、一年让群众有
明显感受、三年大变化、五年大提升”。

唐良智强调，“大城细管”强调的是态
度，“大城智管”强调的是手段，“大城众管”
强调的是合力，三者共同构成城市管理的路
径选择。要把大城细管、大城智管、大城众管
落到实处，必须大力推进“马路办公”工作方
式，下足绣花功夫，弘扬工匠精神，顺应大数
据智能化发展趋势，调动各类主体积极性，
做到“大题细做”“小事大做”“小问题真做”。

唐良智要求，全市各级各部门要勇于
担责、敢于亮剑、苦干实干、久久为功，擦亮

“山水之城·美丽之地”靓丽名片，共同建设
好美丽幸福家园。要打造一支高素质、懂
专业、善创新、重实干的城市管理干部队
伍，不断提高城市管理精细化、智能化、人
性化水平。城为民建，市为民享。全社会
都要关心支持城市管理工作，形成共建共
享、共管共治的良好格局。

副市长陆克华、邓恢林、潘毅琴参加会
议有关活动。

（相关报道见3版）

唐良智在全市城市综合管理工作会议上强调

深化大城细管大城智管大城众管
推动城管工作不断取得新进展

“成为航母舰载战斗机飞行员，是我今
生最大的荣耀。走向深蓝大洋，是我毕生
的梦想。”戴明盟说。

2006年9月，海军开始选拔首批航母舰
载战斗机试飞员。戴明盟作为海军最先改
装三代机的飞行员，进入选拔小组的视线。

“试飞舰载战斗机，是国家和民族的大
事，是人民海军的使命召唤。”戴明盟说。

6年的试验试飞过程中，戴明盟第一
个执行极限偏心偏航阻拦试验，第一个执
行飞行阻拦着陆试验，第一个滑跃起飞，第
一个寻舰绕舰、触舰复飞，完成科研试飞
400多架次，进近飞行2000多架次，绕舰
飞行100多架次。

几千次的训练，只为那一次的飞翔。
2012 年 11 月 23 日，渤海湾雪霁初

晴。一架黄色涂装、编号为552的歼-15
舰载战斗机在海军某机场蓄势待发，轰鸣
声响彻云霄。

戴明盟第一个驾机升空，向渤海湾某
海域的辽宁舰飞去。

绕舰转弯，放起落架，放下尾钩，戴明
盟娴熟地操纵着战机，调整好姿态飞至舰

艉后上方，瞄准甲板跑道……9时08分，
随着“嘭”的一声，战机尾钩牢牢地挂住了
阻拦索，稳稳地停在了辽宁舰甲板上。

戴明盟用一道完美的弧线，划出了中
国海军的“航母时代”。

随着航母事业的深入发展，戴明盟认
识到舰载战斗机飞行员培养迫在眉睫。

为尽快探索形成一套舰载机飞行员培
养模式，从理论改装到模拟飞行，从制定组
训流程到编写训练大纲，无数个废寝忘食的日
日夜夜，戴明盟带领团队一点点向前摸索。

短短半年时间，他们就先后完成了飞
行员编队、低空等课目训练、飞机改装、
歼-15特技等课目，大大缩短了舰载机飞
行员培养训练周期。

“会有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加入我们，他
们将从我们这一代飞行员手中接过接力
棒，把中国舰载飞行事业推向新的巅峰！”
戴明盟信心满满。

（新华社沈阳12月27日电）

戴明盟：航母战斗机英雄试飞员
张文杰 朱晋荣 吴登峰

戴明盟在塔台上指挥飞行训练（2015年9月22日摄）。 新华社发

12月27日，大足区高坪镇，护林员林欣欣、陈磊在楠木
林里巡防。高坪镇的楠木林共3000余亩，是目前市内面积
最大的集中成片楠木林。近年来，该区林业局不断加强对楠
木林资源的管护，严防森林火灾、病虫害以及乱砍滥伐林木
现象，为实现乡村振兴守好绿色屏障，为当地围绕楠木资源
发展科普、观光、休闲、赏游系列生态产业打下基础。

首席记者 崔力 摄

大足加强重庆最大楠木林保护

序号

1

2

3

4

5

路段

G42泸蓉高速
垫忠路

G65包茂高速
渝邻路

G75兰海高速
武合路

G85银昆高速
成渝路

G85银昆高速
渝广路

收费站名称

牡丹源收费站

草坝场收费站

兴山收费站

渝荣收费站

合川收费站

序号

6

7

8

9

10

路段

G93成渝环线
渝遂路

G93成渝环线
江合路

G5013渝蓉路环线
渝蓉路

G5515张南高速
梁忠路

G5012恩广高速
开开路

收费站名称

书房坝收费站

江津收费站

大足收费站

梁平收费站

宝石主线收费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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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津被命名为
“重庆诗城”

“四面山水 人文江津”诗词演诵会
举行，15个节目演绎诗情画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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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旦起重庆实行
国六油品标准

本报讯 （记者 杨骏 实习生 唐璨）12月27日，重
庆日报记者从我市2018年公租房社区治理项目管理专项调
研汇报会上了解到，今年主城区新增公租房项目2个，组织
摇号配租4次，分配8万套。截至目前，全市公租房累计分
配50万套，近150余万人入住。

目前，主城区已建成20个公租房项目，其中摇号配租
19个，完成签约入住17个，其中，江南水岸和龙州南苑为
今年新增的公租房配套项目。今年，主城区分配公租房达
8万套。

为提升公租房社区品质，今年以来，全市公租房小区新
成立社区居委会2个，新开办公立幼儿园5所，新增民营医
院3家、养老服务机构3家。截至目前，公租房小区已有52
所配套学校同步使用，72条公交路线、5条轨道交通供居民
出行。全市首个24小时自助图书馆落户民安华福公租房社
区，总投资60万元，占地面积73平方米，藏书近4000册，为
近5万公租房社区居民提供文化服务。

今年主城分配公租房8万套
全市已累计分配公租房50万套，

逾150万人入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