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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前，市纪委出具首份“体检”报
告，对242个市管领导班子2018年度
落实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情况报告
进行了审核评估。“通过全方位的‘扫
描’，对全市推进落实全面从严治党情
况把脉问诊，为进一步精准监督提供参
考。”市纪委监委相关负责人说。

牵住了“牛鼻子” 肌体总体健康

“2018年度，全市市管领导班子坚
决贯彻党中央决策部署和市委工作要
求，紧紧咬住‘责任’二字，牢牢抓住党
委（党组）主体责任、党委（党组）书记第
一责任人这个‘牛鼻子’，切实担起全面
从严治党主体责任，推动全面从严治党
向纵深发展，取得较好成效。”

报告对全市落实主体责任的总体
情况作出了肯定性结论，认为肌体总体
健康，基本面是好的。

市委常委会发挥“头雁效应”。把
党的政治建设摆在首位，部署开展习近
平总书记对重庆所作重要讲话和系列
重要指示批示精神贯彻落实情况“回头
看”，召开市委五届四次全会审议通过
营造良好政治生态的意见等文件，从严
查处违反政治纪律行为199人，深挖缙
云山违建“蚕食”林地、中央环保督察移
交线索等背后的责任问题，在落实“两
个维护”上持续用力。

以上率下，示范带动效应显现。市
委自觉落实主体责任，制定出台深化落

实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的意见，列出
正面清单和负面清单，完善明责、督责、
考责、问责层层递进、循环作用的工作
链条。各级各部门通过领导干部大会、
中心组学习会、党校培训班等形式，深
学笃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思想，切实增强全面从严治党战略定
力，党委（党组）主要负责人通过调研、
约谈等方式，压实责任。

比如，在加强党内监督上，各级党
委（党组）全力支持纪检监察体制改
革，推动党内监督向日常监督、长期监
督聚焦；在正风反腐上，黔江、南岸、綦
江、丰都等区县根据典型案例，开展

“以案四说”警示教育，合川区、市商务
委等单位修订完善办文办会有关制
度，坚决遏制“文山会海”；在督促责任
落实上，市司法局、市科技局等部门出
台配套制度建立分级履责体系，渝北、
璧山、城口等地探索建立政治生态分
析研判机制。

把脉薄弱环节 问题不容忽视

肌体总体健康，但问题不容忽视。
正视自身存在的问题不到位。从

各单位报告看，部分单位存在“报喜不
报忧”现象。2018年度全市46个单位
的市管干部被查处，但仅9个单位在主
体责任报告中进行了反思。特别是个
别单位在本地区本部门本单位发生大
面积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问题或领

导班子成员尤其是主要负责人出现严
重违纪违法问题的情况下，未深入剖析
原因，未提出切实可行的整改措施。

工作推进不够平衡。总体来看，区
县履行主体责任的情况整体好于市级
部门，市级部门整体好于市属国有企业
和高校。以党内问责为例，区县实施问
责1385件2205人，市级部门、市属国
有企业、市属高校仅问责49件81人。

责任落细落实有差距。少数单位
将监督责任代替主体责任、将班子集体
责任代替主要负责人第一责任，个别单
位在研究全面从严治党工作时联系本
单位实际不足，针对性、时效性还不够；
少数班子成员履行“一岗双责”还有差
距，未将全面从严治党工作融入到业务
工作中，对分管联系地区、部门和单位
全面从严治党工作督促检查指导不够，
提醒约谈缺乏针对性，组织和督促开展
廉政风险排查防控还不够细致。

立体“画像” 促精准监督

这份“体检”报告，价值几何？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各级党委（党

组）特别是书记要强化政治担当、履行
主体责任，把每条战线、每个领域、每个
环节的党建工作抓具体、抓深入。

“落实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绝
不是‘纸来纸往’的书面文章。”市纪委
监委党风政风监督室负责人表示，“从
市管领导班子的报告中找问题只是我

们开展评估的一个侧面。”
评估视角是多维立体的。在该室

建立的数据库里，收录了市管领导班子
的各类履职报告，包括历年市管领导班
子民主生活会报告、班子成员述责述廉
报告、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报告等。

“是应付交差了事，还是认真对待，
数据库比对即可一目了然。”该负责人
说，为了避免只做书面文章，该室一方
面加强调研走访，另一方面定期汇总分
析市管领导班子及其成员受到通报、诫
勉、组织处理、党纪政务处分、谈话函询
等情况，力争勾勒出全市落实全面从严
治党情况总体面貌的同时，还画出其中
的经络血脉，为进一步精准监督提供指
向。

“清晰认识到存在的问题，有利于
我们进一步履行协助职责，推动精准监
督，真正使主体责任、监督责任贯通协
同、形成合力。”该负责人说。

报告还开出了对症“处方”，明确按
照十九届中央纪委三次全会和五届市
纪委三次全会部署，重点抓好党的政治
建设、巩固落实责任成果、深化监督第
一职责等工作。在具体举措上明确提
出，深化集中整治形式主义、官僚主义，
深刻剖析成因，推动综合施治，健全相
关制度；督促各区县各部门结合实际完
善主体责任清单等配套制度，健全约谈
提醒、履责报告、检查考核等压力传导
机制，运用好监督执纪“四种形态”，做
好纪法衔接等等。

市管领导班子主体责任落实得怎么样
市纪委出具首份“体检”报告

本报首席记者 周尤

本报讯 （记者 韩毅）4月 15
日，“晒文化·晒风景”大型文旅推介活
动（简称“双晒”活动）推出了忠县篇。
该县以“诗意山水 忠义之州”为题，
讲述了巴渝英雄巴蔓子、“忠义可嘉”
女将军秦良玉、忠诚忠孝杨骅等人的
故事，推介了长江第一寨石宝寨、文化
打卡地白公祠、醉美田园三峡橘乡等
山水人文风光，在文化界、旅游界、传
媒界及市民中引发热烈反响。

好风景、好故事、好形象，是重庆
各个区县的底色，组合构成了立体、丰
富、生动的重庆。3月25日，由市委
宣传部、市委网信办、市文化旅游委、
市文联共同主办的“双晒”活动，以

“书记晒文旅”专题宣传、“区县故事
荟”专题报道和“炫彩60秒”区县文
化旅游微视频大赛三大内容，以文、
图、影、音、书、画等形式在全媒体传
播，在全国引发热烈反响，被誉为“美
学视野下，城市品牌提升与传播的经
典创意”“讲好中国故事、传播中国好
声音的一次生动尝试”“文旅品牌营销
的创意美学”。

当天，得知自己所在区县闪亮登
场，已退休的忠县发改委原副主任
江中心一大早就找来一份重庆日报，
把“区县故事荟”栏目中刊登的文
章，仔仔细细地阅读了两遍，之后又
把“书记晒文旅”“炫彩60秒”视频看
了一遍。

“‘区县故事荟’版面大气新颖，每
个故事都扣人心弦，有厚度、有温度、
可读性强，展现了忠县悠久、厚重的历
史人文和得天独厚的自然风情；‘书记
晒文旅’主题清晰、构架完整，带入感
强，画面精美，令人震撼；‘炫彩60秒’

动感时尚，内容精炼，易于传播。”江中
心说。

在江中心看来，重庆是一座英雄
城市，而忠县就是其完美注脚。在这
座城，以忠为荣，巴蔓子、甘宁、秦良
玉、罗广斌、马识途、杨骅……一个个
闪光的名字激荡时光，丰富着忠义的
内涵，代代相传，延续千年。

“本次‘双晒’活动，深入挖掘、提
炼和表达了忠县优秀传统文化资源和
精神内涵，以文化人，必将进一步坚定
我们的文化自信，获取坚持坚守的从
容，鼓起奋发奋斗的勇气，焕发创新创
造的活力。”江中心说。

忠县职教中心高级讲师林亚才还
把忠县“双晒”作品带进了课堂，让学
生深学透悟。

“本次活动不仅在忠县掀起了热
爱家乡、点赞家乡的热潮，彰显了忠县
文化自信，增进了忠县干部群众的认
同感和责任感，也是忠县转型发展的
一次机遇，将推动忠县文旅融合迈向
新高度。”忠县文旅委主任易会称。

接下来，忠县将以“双晒”为契机，
着力打好“忠文化”牌、“长江三峡”牌、

“赛事节会”牌、“田园乡村”牌，唱响
“千年忠文化·忠义行天下”人文精神，
彰显“诗意山水·忠义之州”城市魅力，
展现“一兴四美·七彩大地”乡村风采，
加快建设长江三峡国际黄金旅游带知
名目的地。

与此同时，忠县还将通过打造三
峡老街、建设巴蔓子广场、提升城市夜
景、创建白公祠文博4A级旅游景区，
做优做靓县城旅游景区；通过加快三
峡橘乡国家级田园综合体、三峡港湾
市级旅游度假区、石宝寨·西沱古镇·
水磨溪金三角区域联动建设，做深做
透核心景区，丰富旅游拳头产品；通过
推进天池国家森林公园、皇华岛国家
湿地公园、花田溪谷、盐井大峡谷、红
豆杉康养基地、吊钟坝温泉度假区建
设，促进乡村旅游全面发展。

忠县“晒文化·晒风景”引发热烈反响

“忠义之州”成城市形象名片

本报讯 （记者 申晓佳）4月15
日，市科协通报，首届重庆市创新争先
奖评选工作已经启动。全市范围内将
面向一线在职、有突出贡献的科技工
作者和科技工作者团队，评选出100
名先进个人和10个先进集体，颁发创
新争先先进个人证书和创新争先先进
集体奖牌。

评选条件方面，推荐对象须认真
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思想和党的十九大精神，牢固树
立“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坚决
做到“两个维护”，坚定理想，热爱祖
国、热爱人民、热爱社会主义，作风廉
洁，遵纪守法，具有良好学风，恪守科

学道德。
此外，先进个人或集体应于5年

内在科学研究、技术开发、重大装备和
工程攻关，转化创业，科普及社会服务
中的任一方面取得突出成绩，且工作
应当主要在国内完成。推荐的科技工
作者应为中国籍，推荐的科技工作者
团队成员70%以上应为中国籍，其中
团队负责人必须为中国籍。

目前，市人力社保局、市科协、市
科技局、市国资委已联合成立重庆市
创新争先奖评选表彰工作委员会。评
选材料需于5月5日12点前提交到设
在市科协组织人事部的评选表彰工作
委员会办公室，逾期不再接受推荐。

首届重庆市创新争先奖评选工作启动

“陆海新通道”这个概念到底有着
怎样的内涵和外延，也许有些人一时
还难以说清楚。不过，这并不影响他
们的生活正在因之发生深刻的改变。

就在4月13日凌晨，一辆自重庆
沙坪坝发出的专列，抵达广西钦州港
东站，车上的汽车零配件等“重庆造”
货物从这里出海发往印度。不止是

“重庆造”的汽车零配件，还有新疆的
红枣、宁夏的枸杞、贵州的“老干妈”
油辣椒……这些西部特产现在都通
过“陆海新通道”走出去，摆在异国的
商场，置于他乡的店铺。货物走出去
和引进来，背后关联的生产生活，让
无数人的日子因为开放而更加美好。

铁海联运，为中国西部开辟了一
条最便捷的出海物流大通道，让沿线
省市“朋友圈”不断扩大，货物出海时
间大大缩短。从中不难看出，“陆海
新通道”就是一个容纳各类市场要素
的巨大平台。对重庆而言，要想不辜
负这种“共商共建共享”带来的机遇，
迫切需要让开放成为城市发展的思
维方式。

任何一座城市的兴盛，都离不开
五方杂处、近悦远来。因为只有兼容
并蓄、互通互利，才能让不同资源在
汇聚与交流中，实现价值最大化。重
庆作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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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对立足“两点”、建设“两
地”、实现“两高”的目标定位，要利用
自身劳动力、交通、环境等区域资源
优势来承接产业转移，要让正在崛起
的新经济、新业态具有更为强劲的动
力，就必须要抛弃固步自封、抱残守
旧的思维方式，形成海纳百川、博采
众长的格局视野，通过区域联动发展
和不断扩大开放来释放溢出效应，顺
应开放共享的经济大势。

让开放成为城市发展的思维方
式，离不开改革来推进落实。扩大开
放，本身也是对智慧和能力的重要考
验。视野扩大了，格局提升了，但是，
扩大开放仍会面对重重困难和挑战，
需要面对一些体制机制掣肘，这时候
需要拿出改革的锐气和闯劲。对重
庆来说，要加快建设内陆开放高地，
推动共建“一带一路”走深走实，让高
地更高，让开放更加开放，需要解决
的问题都是具体的。要建设好、运营
好“陆海新通道”，不论是物流基地、
交通设施等“硬联通”，还是数据、金
融、人才等“软联通”，抑或是满足开
放型经济需要的“软环境”，要建设
好、营造好，都需要用改革手段来补
短板、破障碍。

开放不止步，改革不停顿。让
“陆海新通道”激荡开放思维，给重庆
人带来更加美好的生活。

让“陆海新通道”激荡开放思维
□单士兵

傍晚时分，綦江区万兴山，归巢的鸟儿
在空中飞翔。

近年来，该区致力于植树造林、生态保
护、绿化提升工程，自然环境显著改善，境
内各种鸟儿的数量越来越多。

特约摄影 陈星宇

群鸟归巢

（上接１版）
2018年4月，四地在渝召开“陆海

新通道”建设中方联席会议，四地联合
发出《重庆倡议》。

今年1月7日，渝黔桂陇青新滇宁
八省份在渝签署共建“陆海新通道”合
作协议。渝黔桂陇青等地海关（含原检
验检疫局）、铁路、人民银行等部门先后
签署了关检、铁路、金融支持“陆海新通
道”建设的合作备忘录。

重庆“穿针引线”，各方共同建设。
目前，“陆海新通道”主要物流组织

方式均实现常态化开行：截至今年3月
底，国际铁海联运累计开行901班，目
的地通达新加坡等全球71个国家、166
个港口；国际铁路联运（重庆—河内）班
列，累计开行67班；重庆—东盟跨境公
路班车，累计发车846车次，服务网络
从越南、老挝和缅甸延伸至泰国曼谷、
柬埔寨金边、马来西亚和新加坡。此
外，兰渝、陇渝、桂陇、黔桂、青渝桂新等
班列相继开行，形成互为补充、协调发
展的运行格局。

“陆海新通道”促成各方牵手共建，
中欧班列（重庆）则继续“带头跑”。

仅去年，中欧班列（重庆）便新增了
重庆—汉堡、重庆—伊朗等运行线路，去
程班列可辐射到德国、荷兰、比利时、意
大利等30多个国家。

2018年，中欧班列（重庆）实现明
显突破，全年开行突破 1000 班，达
1442班次。累计开行量突破2000班。

今年一季度，中欧班列（重庆）再创
新高，开行班列456班（去程196班、回
程260班），比去年增长238%。

协同发展向纵深推进
川渝、渝黔合作风生水起

清明小长假，驾车往返于川渝间的

人们发现，横亘在川渝交界处的高速公
路收费站消失了，车辆不用停车即可通
过，排长队的现象不复存在。

“以前开车回成都，要在重庆、成都
以及川渝交界处的两个收费站排4次
队。”在重庆工作的成都人冉聪记得，去
年国庆假期，他遇到高速路堵车，近7
个小时才到成都。

如今，从重庆驾车到成都，在收费
站排队等候的时间至少缩短一半。

“2018年12月28日，川渝高速公
路10处省界站实现无阻断通行，标志
着川渝两地步入更加畅通便捷、共融互
通的发展新轨道。”重庆市交通局相关
负责人表示。

川渝协同发展，向纵深推进。
川渝山水相连，共处长江上游，肩

负着推动长江经济带发展的任务；川渝
同处西部内陆地区，肩负着在西部带头
发展、带动发展的责任。

比如渝西片区，已成为重庆全市工
业化、城镇化最活跃的区域，2018年对
全市工业增长贡献率超过30%。

根据川渝共同签订的《深化川渝合
作深入推动长江经济带发展行动计划
（2018-2022年）》，川渝两地加速在生
态环境联防联控联治、基础设施互联互
通、开放通道和平台建设、区域创新能
力提升、产业协作共兴、市场有机融合、
公共服务对接共享、合作平台优化提升
等八个方面加强合作，深入推动长江经
济带发展。

经过两地共同努力，在该行动计划
启动后近一年时间里，已完成了25项
重点任务。

与重庆地缘相近、山水相连、人文
相亲的，还有贵州。

2018年4月，贵州省党政代表团来
渝考察，两省市举行重庆·贵州经济社
会发展情况交流座谈会，并签署《重庆
市人民政府、贵州省人民政府合作框架
协议》。

很快，这份合作框架协议成为实实
在在的实施方案：今年3月，重庆市发
改委、贵州省发改委共同编制的《渝黔
合作先行示范区建设实施方案》正式发
布，不仅划定了渝黔合作先行示范区，
还提出要将其打造成为渝黔合作的“领
头羊”。

“陆海新通道”是渝黔合作先行示
范区发展的主轴。围绕这条轴线，交通
基础设施互联互通、大数据智能化引领
创新发展、渝南黔北沿边生态旅游度假
带等重点建设主题逐一展开。

“硬”平台“软”实力双提升
让西部与世界贸易往来更便利

果园港，被称为重庆内陆开放的第
一“硬核”平台。

今年3月12日，“陆海新通道”果园
港班列首发。中欧班列（重庆）、长江黄
金水道、“陆海新通道”这三大通道在渝
实现“无缝衔接”。

果园港自身，也在不断“进化”——
截至今年3月底，果园港码头前沿

16个5000吨级泊位全部建成投用，港
区“前港后园”和“铁公水”联运基本实
现，并形成集装箱80万标箱、件散货
600万吨、滚装商品车70万辆和铁路
500万吨的通过能力。

目前，果园港已开通上海—果园—
南充、果园—攀枝花、果园—西昌、果园
—西安等10多条水水中转和水铁联运

运输线路，成为周边省份外贸货物的重
要中转港。

作为另一“硬核”平台，重庆江北国
际机场让重庆乃至西部与世界的联系
更加紧密。

截至今年2月，重庆江北国际机场
已累计开通国际航线84条，通航五大
洲27个国家63个城市，其中，“一带一
路”沿线国家和地区航线有54条，通航
17个国家40个城市。

今年，重庆还力争新开10条国际
航线。包括重庆到俄罗斯圣彼得堡、匈
牙利布达佩斯、老挝万象、菲律宾马尼
拉等“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的航
线。

今年2月，依托重庆保税商品展示
交易中心，重庆保税体验4A级旅游景
区挂牌成立。

该中心打造了 15个别具特色的
国家馆，为重庆市民和来渝旅游的国
内外游客，提供超过4.5万种来自“一
带一路”沿线国家的特色商品。

开放“软”实力的提升，也标志着重
庆贸易便利化水平迅速向沿海省市看
齐。

“从零起步，一年多时间，重庆国
际贸易‘单一窗口’成长为申报量位
于全国前列、中西部第一！”市政府口
岸物流办主任聂红焰表示，该窗口上
线一年多，在累计申报的180余万票
中，有高达51万票、接近三成来自沿海
省市。

作为全国首批7个试点省市之一，
重庆的“单一窗口”先后实现全国“单一
窗口”第一票报关单、全国“单一窗口”
第一票原产地证书、全国第一个实现在
线收付汇业务、全国“单一窗口”第一票
空运运输工具等的成功申报，摘取了一
连串“全国第一”，成为重庆内陆开放高
地建设的重要标志。

重庆内陆开放高地建设“加速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