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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新华社北京5月12日电 近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国
务院办公厅印发了《国家生态文明试验区（海南）实施方案》，
并发出通知，要求有关地区和部门结合实际认真贯彻落实。

《国家生态文明试验区（海南）实施方案》提出，通过试
验区建设，确保海南省生态环境质量只能更好、不能变差，
人民群众对优良生态环境的获得感进一步增强。到2020
年，城镇空气质量优良天数比例保持在98%以上，细颗粒
物（PM2.5）年均浓度不高于18微克/立方米并力争进一步
下降；基本消除劣Ⅴ类水体，主要河流湖库水质优良率在
95%以上，近岸海域水生态环境质量优良率在98%以上；
土壤生态环境质量总体保持稳定；水土流失率控制在5%
以内，森林覆盖率稳定在62%以上，守住909万亩永久基
本农田，湿地面积不低于480万亩，海南岛自然岸线保有率

不低于60%。
到2025年，生态文明制度更加完善，生态文明领域治

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明显提高；生态环境质量继
续保持全国领先水平。到2035年，生态环境质量和资源利
用效率居于世界领先水平，海南成为展示美丽中国建设的
靓丽名片。

中办国办印发国家生态文明试验区（海南）实施方案

《国家生态文明试验区（海南）
实施方案》

扫一扫 就看到

本报讯 （记者 杨帆 张珺）近日，市
委坚决打好防范化解重大风险攻坚战领导
小组召开会议，市委书记、领导小组组长陈
敏尔主持会议并讲话。他强调，要深入学习
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视察重庆重要讲话精神，
进一步完善思路、把握重点、细化措施，扎实
做好各项安全工作，坚决打好防范化解重大
风险攻坚战，确保全市社会大局持续和谐稳
定，以优异成绩迎接新中国成立70周年。

市委副书记、市长、领导小组副组长唐
良智，市人大常委会主任张轩、市政协主席
王炯，市委副书记、领导小组副组长任学锋，
市委常委，市政府负责同志，市高法院主要
负责同志出席会议。

会议听取全市一季度安全生产和社会
稳定工作、落实中央扫黑除恶督导反馈意见
整改情况汇报，研究部署有关工作。

陈敏尔指出，今年大事多、喜事多、敏
感节点多，做好安全稳定工作，具有特殊重
要的意义。当前，我市安全稳定形势持续

向好，但依然存在风险隐患。习近平总书
记视察重庆时，对扎实做好各项安全工作
作出重要指示、提出明确要求，为我们打好
防范化解重大风险攻坚战、维护社会大局
稳定指明了方向。我们要严格对标对表，
排出任务书、画好施工图，一件一件、一级
一级抓好落实，确保全市社会大局持续和
谐稳定。

陈敏尔指出，搞好社会治理、维护社会
稳定，基础是切实做好各项民生工作。要坚
持尽力而为、量力而行，从最困难的群体入
手，从最突出的问题着眼，从最具体的工作
抓起，通堵点、疏痛点、消盲点，全面解决好
同老百姓生活息息相关的教育、就业、社保、
医疗、住房、环保等问题。要集中全力做好
普惠性、基础性、兜底性民生建设，认真组织
实施民生实事，不断增强人民群众获得感、
幸福感、安全感。

陈敏尔强调，要进一步完善思路、把握
重点、细化措施，扎实做好安全稳定工作。

要密切关注意识形态领域的动向，加强正面
引导，及时发现和处置苗头性、倾向性问题，
防止各种负面炒作破坏大局稳定。要抓好
安全生产，树立正确政绩观，坚持关口前移，
把工作做在前面、做在平时、做在基层。紧
紧盯住重点行业、重点企业、重点部位进行
排查整治，不留死角、不留隐患、不留盲区，
坚决杜绝重特大安全事故发生。要抓好食
品药品安全，坚持源头严防、过程严管、风险
严控，确保监管责任无遗漏、风险应对无缝
隙，坚守生命安全红线和健康底线。要抓好
防范重特大自然灾害，全面提升防大灾、救
大险、治大害的意识和能力，加快建立自然
灾害监测和预警体系，加强救灾队伍特别是
专业骨干队伍建设，最大限度减轻自然灾害
的损失和影响，最大限度保障人民群众生命
财产安全。要抓好维护社会稳定工作，坚持
问题导向和底线思维，抓住重点领域、重点
部位、重点环节等，及时化解矛盾，堵塞漏
洞、消除隐患。全市各级各部门要时刻绷紧

安全稳定这根弦，把保安全、护稳定各项措
施提升一级，切实履行维护一方稳定、守护
一方平安的政治责任。

陈敏尔指出，去年以来，全市各级各有
关部门采取切实有力措施，狠抓中央扫黑除
恶督导反馈意见整改落实，取得良好成效。
要进一步提高政治站位，增强开展扫黑除恶
专项斗争的思想自觉和行动自觉，持续做好
督导反馈意见整改工作，向党中央和全市人
民交上一份满意答卷。要把专项斗争和系
统治理、综合治理、依法治理、源头治理结合
起来，把打击黑恶势力犯罪和反腐败、基层

“拍蝇”结合起来，把扫黑除恶和加强基层组
织建设结合起来，既有力打击震慑黑恶势力
犯罪、又有效铲除黑恶势力滋生土壤，既抓
涉黑组织、又抓后面的“保护伞”，努力维护
安全稳定的社会环境。要高标准严要求配
合做好中央扫黑除恶督导“回头看”工作，不
断把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引向深入。

市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参加会议。

陈敏尔在市委坚决打好防范化解重大风险攻坚战领导小组会议上强调

扎实做好各项安全工作
确保全市社会大局持续和谐稳定

唐良智张轩王炯出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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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强生态保护与修复
筑牢长江上游重要生态屏障

国办激励通报
重庆8项工作上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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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至高梁
心纳平川

本报讯 （记者 申晓佳）作为2019中国云计算和物联
网大会的重要组成部分，2019中国云计算和物联网展览会
（以下简称：展览会）将于5月14日开幕。5月12日，重庆日
报记者在重庆国际会议展览中心打探展览会布展情况，看到
国内多家云计算、物联网企业“结伴”参展来渝找商机。

在布展现场，各大展台正在紧锣密鼓地布置。“参展单位
都精心准备，带来了云计算和物联网领域的‘拳头产品’。”展
览会相关负责人介绍，中国电信此次重点推介“天翼云”项目，
中国移动将展示新一代绿色数据中心液/气双通道散热技术
成果，国家电网将展示智能电网方面的先进技术及应用成
果。上海联合展区的参展单位则由上海电子学会组织协调，
共同来渝进行交流，寻求合作。

该负责人表示，此次共有近20家企业及机构参加展览
会，这些参展单位在云计算和物联网行业领域深耕多年，具备
良好的发展前景，展览会也将为各参展单位和重庆本土企业
搭建行业内交流、合作的桥梁。5月14日下午，还将举行中
国智谷（重庆）企业座谈对接交流会，为各家企业提供面对面
的交流机会。

据悉，展览会将持续至5月15日，期间将以直观易懂、轻
松活泼的形式，推介云计算和物联网领域的先进技术和项目，
欢迎社会各界关注。

打探2019中国云计算和物联网展览会

近20家单位携“拳头产品”来渝找商机

“合则两利，斗则俱伤”。对中美两
国来说，合作是唯一正确的选择，共赢才
能通向更好的未来。

对中美经贸磋商，中方始终高度重
视，一直抱着极大的诚意，希望在平等相
待、互相尊重的基础上，达成一份互利双
赢的协议。然而，美方出尔反尔，进行极
限施压，进一步给中国输美产品加征关
税，给中美经贸谈判蒙上了阴影，直接导
致磋商未果，责任完全在美方。一年多
来，中方推动谈判的诚意和善意有目共
睹。现在，中国经济和美国经济深度融
合，美方加征关税，对中国人民不利，对
美国人民不利，对世界人民也不利。中
美妥善解决经贸问题是全世界的期盼，
美方的举动与世界的期盼背道而驰。

中美开展经贸合作是最好的选择，
但合作是有原则的。中方在重大原则问
题上决不让步，坚决捍卫国家核心利益
和人民根本利益，任何时候都不会丧失
国家尊严，任何人都不要指望中国会吞
下损害自己核心利益的苦果。中方谈判
的大门始终是敞开的，始终认为中美在
经贸领域有着广泛的共同利益和广阔的
合作空间，应该求同存异，合作共赢。这
是人心所向。希望美方能相向而行，抱
着理性、务实的态度解决存在的问题，让
中美经贸交往更好造福两国人民和世界
人民。

世界是多样的，没有分歧就没有世
界。中美建交40年来的实践证明，中美
合作是双方根本利益决定的，不以少数
人的意志为转移，维护好双边关系有利
于中方，有利于美方，也有利于整个世
界。正如习近平主席所说：“只要双方遵
循相互尊重、平等相待原则，坚持求同存
异、聚同化异，就没有过不去的坎，中美
两国关系就能避免受到大的干扰。”

面对经贸摩擦，中方的立场始终明
确：贸易战没有赢家，中国不想打，但也
不怕打。中国经济稳中向好是大势，一
季度我国国内生产总值同比增长6.4%，
高技术制造业、高技术服务业投资分别
同比增长11.4%和19.3%；内需成为中国
经济的主引擎，去年消费对经济增长的
贡献率已达76.2%。我们拥有全球最完
整的产业体系和不断增强的科技创新能
力，拥有世界上规模最大的中等收入群
体，拥有近 14 亿人口的大市场，拥有足
够的发展韧性、潜力和回旋余地。实践
告诉我们，越是形势复杂、挑战严峻，越
要发挥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的定海神针
作用。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
坚强领导下，保持战略定力，增强必胜信
心，集中精力办好自己的事情，我们就能
沉着应对各种风险挑战，战胜一切艰难
险阻。

（人民日报 5 月 13 日评论员文章
新华社北京5月12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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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清早8点，城口北屏乡月峰村，几
位身穿鲜红工作服的年轻身影，分别攀上
几根电杆检查线路——这是国家电网红岩
共产党员服务队青年队员，他们正在为该
村脱贫致富项目打锣岩景区实施电杆迁改
工程。

在青年队员们的努力下，84 户高山
药材种植户的用电问题解决了；修齐镇
红梓村等高山移民搬迁点建起了供电配
套工程；厚坪乡大巴山森林人家电力设
施不断完善……国家电网红岩共产党员
服务队青年队员叶鹏说：“我们希望通过自
己的努力，帮助这片土地彻底摆脱贫困。”

记者 万难 白麟 摄影报道

本报讯 （记者 罗静雯）5月11日至
15日，第四届丝绸之路国际博览会暨中国东
西部合作与投资贸易洽谈会（以下简称：丝博
会）在陕西省西安市举办，重庆市作为主宾市
出席有关活动，传承丝路精神，深化互利合
作，推动共建“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市委
副书记、市长唐良智在丝博会开幕式暨丝绸
之路经济带国际合作论坛上发表演讲，邀请
各参会嘉宾来渝投资兴业，出席中国西部国
际投资贸易洽谈会、“一带一路”国际技能大
赛和中国国际智能产业博览会，结识新伙伴，
扩大朋友圈，推动新合作，实现互利共赢。

市商务委主任张智奎介绍，重庆参加丝
博会取得良好成效，有力推动了我市对接谋
求合作、展示重庆形象、分享投资机遇。

重庆馆展示重庆良好形象

张智奎说，我市在丝博会布置了以“内
陆开放高地，山清水秀美丽之地”为主题的
重庆馆。馆内设立了智能制造、高端医疗器
械、全域旅游等多个展台，包括拥有全球首
台智能导航胶囊胃镜机器人的国家级高新
技术企业金山科技、中国第一家开展商业运
载火箭业务的民营企业零壹空间、重庆非物
质文化遗产合川同德福桃片等知名企业纷
纷亮相，展现重庆制造的魅力。

同时，馆内通过多媒体播放、图片展等
方式，展示我市紧紧围绕习近平总书记对重
庆提出的“两点”定位、“两地”“两高”目标、
发挥“三个作用”和营造良好政治生态的重
要指示要求，全面融入“一带一路”和长江经
济带发展，加快建设内陆开放高地、山清水
秀美丽之地的一系列举措，展现了重庆良好
形象，吸引了大批观众。

举行专题推介会分享投资机遇

张智奎称，丝博会期间，重庆举行了专
题推介会，邀请柬埔寨商务部副部长玮硕·
区因、王国投资咨询办事处首席代表艾玛，
陕西省商务厅、文化和旅游厅及西安自贸办
有关负责人，140余家中外企业参加，共同
分享投资机遇。

推介会上，市文化旅游委、市招商投资
局和涪陵、綦江、南川三个区就重庆旅游、招
商引资以及区县发展分别作了专题推介。
现场各方积极对接洽谈，就国际食材集采集
配加工、能源化工、废旧汽车拆解、旅游推
介、物流联运等初步形成了一批合作意向。

欢迎各方嘉宾来渝参会投资兴业

张智奎表示，重庆今年也将举办一系列
重大展会，将积极向丝博会借鉴经验。欢迎
国内外各方嘉宾来渝参会投资兴业，一起撒
播合作的种子，共同收获发展的果实。

据了解，第二届西洽会将于5月16日至
19日在重庆举行，主题是“开放新时代·发展
新作为”，将有来自95个国家和地区的300
余家世界500强企业、2200余家跨国公司

参展参会，开启西部大开发新篇章，协力开
创共建“一带一路”美好未来。

作为第二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
论坛的重要成果，“一带一路”国际技能大赛
将于5月26日至31日在重庆举办。来自44
个国家和地区的698名参赛人员将聚集山
城进行技能对决，加强“一带一路”国家技能
交流与合作，搭建技能融通、增进友谊平台。

第二届智博会将于8月在重庆举办，当
前正按照国际化、专业化标准，积极邀请外
国政要、国内外行业领军企业负责人、大数
据智能化领域知名专家学者等嘉宾出席，深
度参与数字经济国际合作。据了解，众多中
外企业踊跃报名参展，截至目前，已有近
190家企业先期报名。届时还将有更多企
业参展亮相。

重庆作为主宾市亮相第四届丝博会取得良好成效

传承丝路精神 深化互利合作
推动共建“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