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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务简报

本报讯 （记者 申晓佳 赵迎
昭）10月25日，市政府公众信息网发
布《重庆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加强
历史文化保护传承规划和实施工作的
意见》（下称《意见》）。《意见》中，围绕

“乡村振兴”和“城市提升”两个基本
面，列出了历史文化保护传承工作的
4个板块、26项重点任务和194个重
点项目，提出全面建设“山水、人文、城
市”三位一体的国家历史文化名城的

工作目标。
《意见》明确，对市域内不同历史

时期积淀的具有历史文化价值、传统
特色风貌、凝聚乡愁的街区、道路、街
巷、村镇和建筑等，进行整体保护。

其中，经批准公布的历史文化街
区、传统风貌区、名镇、名村、传统村
落、历史建筑、文物建筑及其他重要历
史文化遗产是保护的重点内容。保护
传承中应彰显“传统巴渝”“明清移民”

等5类传统风貌特征。
《意见》提到，在保护传承工作中

要坚持保护优先，建立健全全市历史
文化保护法规体系，强化刚性约束；要
注重合理利用，让历史文化活在当下、
服务当代；要推动创新发展，推动“文
化+大数据”，利用现代科技手段对历
史文化进行数字化保护、加工、展示，
创新历史文化内容传播。

具体来说，在历史文化街区保护

修缮方面，《意见》提出，要提升历史文
化街区和传统风貌区品质，2019年至
2022年期间将陆续启动渝中区十八
梯、南岸区慈云寺—米市街—龙门浩
等历史文化街区保护修缮利用和环境
品质提升，推进渝中区山城巷、李子坝
等历史文化街区和传统风貌区保护修
缮利用。

在促进文旅融合方面，《意见》提
出要建设文化旅游线路，丰富文旅体
验。整体保护主城区“两江四岸”历
史文化资源，依托九龙半岛、钓鱼嘴
半岛及原重钢片区建设长江文化艺
术湾区；打造南滨路传统风貌带，建
设开埠文化博物馆和开埠文化遗址
公园等。

重庆市政府办公厅发布《意见》

加强历史文化保护传承规划和实施

本报讯 （记者 白麟）10月25
日，市国资委发布了市属国有重点企
业前三季度经济运行情况：市属国有
重点企业实现营业收入3376亿元，同
比增长 6.7%；实现利润总额 257 亿
元，同比增长10%；交纳税费192亿
元，同比增长11.4%。其中，市属国企
战略性新兴产业产值比重达到30%
以上，较2018年提高9个百分点；市
属国企混合所有制企业比重达到
59%。战略性新兴产业和混改，在推
进市属国企实现高质量发展方面，发
挥了重要支撑作用。

今年以来，市属国有重点企业扎
实推进改革发展稳定各项工作，经济
运行稳中有进、稳中向好。其中，8户
工业企业实现营业收入1526亿元，同
比增长10.2%，工业板块增收额对市
属国有重点企业整体收入增量贡献达
66.8%；实现利润总额25.2亿元，同比

增长18%。
8户商贸物流企业实现营业收入

877亿元，同比增长1.7%；实现利润
总额19.9亿元，同比增长7%。

12户金融企业实现营业收入663
亿元，同比增长3.6%；利润总额194
亿元，同比增长8.8%。3户地方银行
对实体企业贷款4970亿元，占总贷款
余额的68.7%。

投资类企业重点项目建设有序
推进。市属国有投资集团承担的46
个百项市级重点关注项目，已完成投
资274.4亿元，占全年计划的69.6%；

承担的45个其他市级重点项目，已
完成投资 46.1 亿元，占全年计划的
88%。

今年以来，市国资系统对标对表
中央精神，扎实推动国资国企改革发
展重点任务落地见效。在国企专业化
改革重组方面，推进了化医集团医药、
盐业、化工3大板块分类重组，将粮食
集团政策性储备粮板块与市场经营板
块分离，重组整合了市属国有担保公
司，推进了市城投集团、市地产集团市
场化转型发展工作。

国企在持续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

革方面成绩亮眼，已完成关闭退出2
座煤矿，另有 1座煤矿完成井下回
撤。此外，已处置“僵尸企业”16户，
从严管控压缩企业管理层级37户。
非金融企业平均资产负债率60%，较
2018年末下降1.4个百分点，债务风
险总体可控。

今年1-9月市属国有工业企业
研发费用投入13.85亿元，同比增长
13%；实现新产品产值111亿元，同比
增长1.6%；工业企业新产品销售额占
销售收入的比重达到23%，较2018
年提高5个百分点。

前三季度市属重点国企营收增6.7%
利润总额增10%，战略性新兴产业产值比重逾30%

本报讯 （记者 陈波 实习
生 朱涛）本报发掘报道上甘岭战役
一等功臣蒋诚的感人事迹后，10月25
日，合川区隆重举行“不忘初心、牢记
使命”主题教育榜样面对面——蒋诚
同志先进事迹报告会。

今年7月31日，《重庆日报》以整
版篇幅刊发了本报记者采写的《传奇
老兵 永不褪色》一文，披露了合川区
隆兴镇广福村的91岁老兵蒋诚，当年
在上甘岭战役中，将被炸出来的肠子
塞回腹中，继续英勇战斗，以重机枪歼
敌四百余名、击毁敌重机枪一挺，并奇

迹般用机枪击落敌机一架，荣获一等
功的光荣事迹。

报告会上，隆兴镇武装部长唐小
兵以《传奇老兵的战场记忆》为题，讲
述了蒋诚在上甘岭战役中英勇作战的
光辉事迹。

充满革命英雄主义的激情报告，
让观众仿佛回到半个世纪前那个战火
纷飞的战场，用心灵去触摸那永恒的
瞬间。

区教委干部明超以《广福村有个
“蒋斗硬”》为题，讲述了蒋诚复员回乡
后，带领村民发展蚕桑业、修建乡村公

路、推动当地发展油橄榄产业等事迹，
展现了蒋诚心系家乡发展、工作时时
处处“斗硬”的高贵品质。

蒋诚的儿媳唐群以《我屋爸爸的
三句话》为题，讲述了蒋诚最喜欢说的
三句话：“老老实实做人”“踏踏实实做
事”“莫给国家添麻烦”。情真意切的
话语，触动心灵的故事，让大家感受到
了蒋诚的伟大人格。

区创建中心干部唐素琴以《致敬
老兵·致敬英雄》为题，用饱含深情的
语言，向那些用生命保家卫国、用信念
坚守初心、用一生奉献社会的英雄老

兵们致以最崇高的敬意。
蒋诚的弟弟向大家讲述了蒋诚深

藏功与名，扎根基层默默耕耘奉献的
事迹；蒋诚的儿子蒋明辉、儿媳唐群、
侄儿蒋仁先等先后讲述了蒋诚严格要
求家人，教导家人老实做人、本分做事
的事迹。

一句句话语情真意切，一个个故
事震撼人心，蒋诚同志的先进事迹和
崇高精神深深地感染和鼓舞着每一个
人，现场不时响起热烈的掌声。

报告会上，参会人员还集中观看
了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24小时》栏
目“今夜面孔”专栏对蒋诚的专题报
道，青年干部还向应邀参加报告会的
老兵代表敬献鲜花，表达对老英雄们
的崇高敬意。

上甘岭老兵蒋诚先进事迹报告会举行

新 中 国 峥 嵘 岁 月

区县委书记说

我们要扎实开展好主题教育，
不仅看态度、看行动，更要看效果。
武隆作为“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
实践创新基地，始终坚持生态优先、
绿色发展，走高质量发展之路。

与此同时，我们要切实筑牢“生
态屏障”，大力发展“生态经济”，精
心打造1000平方公里的产城景核心
区和 2900 平方公里全域旅游示范

区，加快从“门票经济”向“产业经
济”转型发展；积极推动“生态惠
民”，持续巩固脱贫攻坚成果，紧扣

“多品种、适规模、有品牌、高品质、
好价钱”，积极发展高山蔬菜、高山
精品水果、高山茶叶等龙头产业，让

“农产品”变“商品”，让群众的“腰包
更鼓”“笑脸更多”，交出一份“美丽
风景”变“美好前景”的高分“答卷”。

武隆区委书记黄宗华：

主 题 教 育 大 家 谈
（第16期）

基层书记说

我们应当牢记初心和使命，带
领群众求发展、谋幸福、奔小康，加
快推进全村各项事业发展，让村民
过上好日子。

当前，鱼子村全力抓好乡村振
兴、脱贫攻坚、农村人居环境整治、
社会安全稳定等工作，分级分类编
制规划建设“一区五园”，加快建设
鱼子岗旅游度假区。秉持“绿水青

山就是金山银山”发展理念，优化乡
村旅游环境，规范乡村酒店餐厨垃
圾回收、分类处置。打造蓝莓园、猕
猴桃园，推动农产品高效生产、品牌
化运作、规模化经营，着力发展壮大
农村集体经济。

截至目前，全村发展农家乐、特
色民宿、采摘果园等20余家，带动就
业300余人。

万盛经开区黑山镇鱼子村党委书记杨银宾：

群众说

我是村里的贫困户，患有腰椎
病，两个孩子还在上学。

主题教育开展以来，我深切感
受到党和政府对我的关心和关怀。
扶贫干部经常到我家了解情况，为
我早日脱贫出谋划策。没想到，政
府很快给我安排了公益性岗位，负
责村里的道路清洁，这样我每个月

就有2000元的工资性收入。
现在，我们村里的环境也大变

样。大石板村靠近场镇，人流量大，
过去村里的公路坑坑洼洼，村民出行
很不方便。收到大家反映的问题后，
政府不仅对道路进行了整修，还专门
组建清洁队，定期维护道路清洁，并
在道路两旁栽种了花草，美化环境。

丰都县树人镇大石板村村民蒋太平：

高校书记说

“学校到轨道花溪站的公交开
通啦！”前些日子，这条好消息刷爆
了我们学校师生的朋友圈。

此前，学校到附近轨道交通接
驳点只有一条公交线路，且运行班
次较少，师生普遍反映出行不便。
学校与公交公司协商，在国庆前夕
开通了周末及节假日学校往返花溪
轻轨站的直达公交，解决了师生出
行难的问题。这是我们学校开展主
题教育以来，为师生“办实事、解难

题”的一个缩影。
辅导员队伍建设是学校发展的

基石，也是学生思想政治工作的关
键和基础。为此，我们学校专门组
织辅导员问卷调查和座谈会，在认
真梳理各种问题后，制定了《辅导员
队伍建设规定》，解决辅导员职责界
定和工作流程规范的问题；制定了

《辅 导 员 职 级 晋 升 管 理 办 法（试
行）》，解决辅导员职业认同感、晋升
渠道和薪酬待遇等问题。

重庆工程学院党委书记张业平：

●10月25日，第十一届中国（重庆）火锅美食文化节在北滨路金源时代购物
广场开幕，副市长熊雪出席开幕式。 （记者 黄光红）

本报讯 （记者 杨骏）10月 24
日，中国科学院计算技术研究所（简称
中科院计算所）的高端研发平台——中
科院计算所西部高等技术研究院（简称
西研院）在两江新区揭牌成立。市委常

委，两江新区党工委书记、管委会主任
段成刚出席揭牌仪式。

按照规划，西研院主要以智能超
算、生命信息科学、产业互联网为发展
方向，将分别建设智能超算、生命信息

科学、产业互联网等三个研究中心。同
时，西研院将依托中科院计算所在信息
技术、人才等方面的优势，实施“111”工
程，建成1个新型产业技术研发基地、
打造1个计算技术深度融合的产业集
群、建成1个人才向往的创新基地。

两江新区方面表示，此次西研院揭
牌成立，将积极引入内外资源，打造成
果转化和对外合作的重要平台，为重庆
两江新区抓紧抓实开放平台建设增添
新动能。

中科院计算所西部高等技术研究院
在两江新区揭牌

新 华 社 北 京 10 月 25 日 电
1992年10月，在举世瞩目的中共十
四大上，江泽民明确提出：中国经济
体制的改革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
场经济体制。中国改革开放的步伐
由此进一步加快。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们党在
实行改革开放过程中，不断深化对计
划与市场关系的认识，逐步形成了以
市场为取向的经济体制改革思路。

1992年初，邓小平的南方谈话
从根本上解除了把计划经济和市场
经济看作属于社会基本制度范畴的
思想束缚。

1992年6月9日，江泽民在中央
党校省部级干部进修班上，阐述了他
对计划与市场问题的思考。江泽民
明确提出：“我个人的看法，比较倾向

于使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这
个提法。”这为中共十四大进一步推
进改革开放奠定了思想基础。

同年10月召开的十四大，明确
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
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这是我国经
济体制改革目标的重大突破。

1993年11月，中共十四届三中
全会审议通过《中共中央关于建立社
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
定》，将十四大提出的经济体制改革
的目标和原则具体化，明确了建立社
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基本任务和
要求，勾画了其总体规划和基本框
架。这一决定成为20世纪90年代
推进经济体制改革的行动纲领。

明确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
制的改革目标，解决了中国改革发展
的一个关键性问题，是对马克思主义
经济理论的创造性发展。

确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的改革目标

营业收入3376亿元，同比增长6.7%

市属国有重点企业前三季度运行情况

市属国企混合所有制企业

比重达59% 研发费用投入13.85亿元

同比增长13%
利润总额257亿元，同比增长10%

交纳税费192亿元，同比增长11.4%

战略性新兴产业产值占比

30%以上

较2018年提高9个百分点

市属国有工业企业

新产品销售额占销售收入

比达23%，较2018年提高

5个百分点

制图/乔宇

（上接1版）
要加强战略协作。双方要一道捍

卫多边主义，反对保护主义、单边主义，
促进世界经济平衡、包容、可持续发展，
推动国际秩序朝着更加公正合理方向
发展。中方支持巴方办好今年金砖国
家领导人会晤。

博索纳罗再次祝贺中华人民共和
国成立70周年。博索纳罗表示，中国
取得了巨大发展成就，令人钦佩。中国
是巴西的伟大合作伙伴。巴中两国虽
相距遥远，但理念相近。巴西高度重视
中国的大国地位，将发展对华关系放在
巴外交优先方向。中国已成为巴西最
大贸易伙伴。我的访问有力证明巴中
关系的友好紧密，见证了我们两国关系

的高光时刻。我愿同您共同努力，密切
和深化巴中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实现巴
中关系质和量的提升，携手实现共同发
展，更好造福两国人民。希望双方扩大
贸易和投资，深化科学技术、航天、体育
等重要领域合作，巴西将打开市场，欢
迎中国企业积极参与巴西基础设施和
油气领域投资合作，欢迎更多中国游客
赴巴旅游并给予免签待遇。感谢中方
在国际场合为巴西等发展中国家仗义
执言。巴方将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
也愿同中方一道，捍卫多边主义和自由
贸易，加强在重大国际和地区问题上的
沟通协调。

习近平强调，中方一贯尊重拉美人
民自主选择发展道路，支持拉美加快一

体化进程。中方愿同拉方一道建设新
时代平等、互利、创新、开放、惠民的中
拉关系，构建中拉命运共同体。博索纳
罗表示，巴西今年下半年将担任南方共
同市场轮值主席国，愿推动南方市场国
家同中方探讨贸易自由化便利化等领
域合作，为促进拉中关系发展发挥积极
作用。

会谈后，两国元首共同见证了多项
双边合作文件的签署。

访问期间，两国还发表了《中华人民
共和国和巴西联邦共和国联合声明》。

会谈前，习近平在人民大会堂东门
外广场为博索纳罗举行欢迎仪式。杨
洁篪、王东明、王毅、陈晓光、何立峰等
参加。

新华社北京10月25日电 （记
者 朱基钗）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网站
25日发布数据显示，2019年9月全
国查处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问题
5016起，处理6983人，其中给予党
纪政务处分5122人。

从查处问题类型看，违规收送礼
品礼金1314起、违规发放津补贴或
福利1157起、违规公款吃喝696起、
违规配备使用公务用车665起、大办
婚丧喜庆353起、公款国内旅游218
起、楼堂馆所违规问题110起、公款

出国境旅游10起、其他问题（包括提
供或接受超标准接待、接受或用公款
参与高消费娱乐健身活动、违规出入
私人会所、领导干部住房违规、违规
接受管理服务对象宴请等问题）493
起。从查处干部级别来看，被处理的
人员中地厅级干部46名、县处级干
部651名。

2019年以来，截至9月30日，全
国查处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问题
40768起，处理57473人，给予党纪
政务处分40687人。

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
9月份全国近7000人被处理

本报讯 （记者 夏元）全市工业
园区运行管理和服务将更有“智慧”。
10月25日，重庆市智慧园区管理服
务平台上线仪式在荣昌区举行，并同
步举行全市智慧园区对口援建集中签
约、全市第一届产业园区高质量发展
知识竞赛总决赛等系列活动。

市经信委介绍，我市工业园区开发
建设2002年启动，到目前已形成“1+4+
7+36”的工业园区架构，集聚了全市83%
的规模工业经济总量，成为全市经济
发展的主要承载平台和最具活力区域。

“全市智慧园区管理服务平台上线
运行后，可实现对全市工业园区经济运
行、环境保护、项目建设等进行统一监测
和精细化管理。”市经信委负责人表示。

为确保渝东南、渝东北区域在全
市新一轮工业园区转型升级中“不掉
队”，在平台上线仪式上，重庆移动、重
庆联通、重庆电信和紫光南方云技术
公司等4家单位，与巫溪、巫山、秀山、
酉阳等13个区县达成智慧园区对口
援建集中签约，将在园区智能化建设
等方面提供优先扶持。

重庆智慧园区管理服务平台上线
渝东南、渝东北工业园区将获优先扶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