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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 黄琪奥）11月12
日，重庆日报记者从重庆市政府新闻办
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获悉，第十三届中
国·重庆长江三峡（巫山）国际红叶节暨
第四届巫山神女杯艺术电影周将于11
月22日在巫山开幕。

“和往年一样，今年的红叶节由开
幕晚会和一系列精彩的文化活动构
成。”巫山县有关负责人介绍，开幕晚会
紧扣“神女恋城”主题，用《金秋的诗》
《故乡的红》《云端的你》和《红叶的爱》四
个篇章，展现巫山的变化。红叶节期间，
还将举办“亲爱的客栈·三峡特色民宿体
验季”“巫山神女·红叶传情—自驾活动”
等网络推广活动；第二届世界大河歌会
（巫山专场）广场音乐会、中国拔河俱乐
部（巫山）公开赛、第一届长江三峡旅游
一体化（巫山）旅游宣传营销大会等文体
活动，将让更多人深入了解巫山的美。

为方便游客游览巫山，今年红叶节
期间将推出13条巫山红叶观赏精品线
路。精品路线由5条核心景区游览路
线和8条乡村特色游览路线构成，其中
小三峡·小小三峡景区、神女峰景区、神
女溪景区3条线路收门票，另外10条
线路均免收门票。

此外，由中国电影制片人协会、重
庆市委宣传部、巫山县委政府共同主办
的第四届巫山神女杯艺术电影周也将
在红叶节期间举行。作为国内唯一以
艺术类电影为主题的电影周，本届电影
周不仅将评选出最佳文艺影片、最佳制
片人等十余个奖项，还将在巫山各大影
院及乡镇（街道）免费播放入围影片。
电影周期间，还将邀请青年电影导演、
制片人、演员、知名影评人等在巫山举
办相关论坛，同时考察巫山历史文化，
酝酿电影剧本，推介巫山文化旅游。

长江三峡（巫山）国际红叶节22日开幕

本报讯 （记者 左黎韵）“过去，
因沉迷于网络，我的成绩下滑严重。
在老师和家长的引导下，我意识到自
己的错误，学会了理性用网……”近
日，在丰都县“理性用网·争做中国好
网民”微访谈中，来自丰都水天坪学
校、县职教中心的多名学生，结合自
身经历，讲述了戒除“网瘾”的心路历
程。现场 4000 余名学生、家长深受
教育。

今年以来，丰都县通过“主题班会”
“校园辩论”“示范访谈”等形式多样的
活动，在全县范围内营造起“理性用
网 争做重庆好网民”的氛围。

截至目前，丰都县共召开1500余
场主题班会，组织开展“理性用网·争做
中国好网民”宣传教育进村、社区活动
100余场次，累计发放传单2万余份，
系列活动实现全县149个学校2012个
教学班全覆盖。

“理性用网”教育进学校社区

丰都助力青少年戒除“网瘾”

本报讯 （记者 颜安）11月 9-
10日，全市互联网+消费扶贫、驻村帮
扶暨志智双扶工作培训会在秀山土家
族苗族自治县召开。重庆日报记者从
会上获悉，我市将在今冬明春保持脱贫
攻坚的强力态势，抓好中央巡视“回头
看”、建档立卡动态调整等8件事，向脱
贫攻坚发起最后的总攻。

市扶贫办主任刘贵忠介绍，根据
核查评估和分析研判，今年我市将高
质量实现4个县摘帽、33个村出列、
10.75万人脱贫，圆满完成脱贫攻坚年
度任务。成绩喜人的同时，全市脱贫
攻坚依然存在着一些薄弱环节，如因
厌学情绪重，辍学失学劝返难度大；基
层医疗卫生技术人才引进难、留住难；
产业扶贫利益联结不够紧密，这些问
题需要更细更准的政策举措切实加以
解决。

正因为如此，今冬明春我市将针对
这些薄弱环节进行攻坚。

一是抓好中央巡视“回头看”。市
扶贫办要求，各区县要对照中央要求，
开展自查评估，对工作中存在的问题有
针对性地进行整改完善。

二是精准做好建档立卡动态调整
和“两摸底一核查”工作。目前全市已
排查出脱贫监测户3736户11998人、
边缘户6039户17892人。

三是全面对账销号“两不愁三保
障”突出问题，结合正在开展的建档立
卡动态管理，对贫困户“两不愁三保障”
特别是住房和饮水安全情况进行全覆
盖摸排，逐户逐人逐项销号。

四是一体化推进巡视、考核、督查、
审计等各类问题整改“清零”。

五是推进扶贫资金管理、易地扶
贫搬迁、产业扶贫、扶贫小额信贷等
重点工作，其中易地扶贫搬迁要在全
面完成年度1.3万人易地扶贫搬迁任
务的基础上，有效整改住房面积超标
和大额负债等问题，切实加强后续扶

持工作；产业扶贫方面则将重点培育
发展贫困群众参与度高的主导产业，
完善产业发展与贫困群众利益联结
机制，引导贫困户以多种方式参与扶
贫产业。

六是深化提升东西部扶贫协作和
中央单位定点扶贫。

七是扎实开展脱贫攻坚“回头看”，

聚焦重点地区、重点群体和重点工作排
查，2020年上半年完成整改。

八是研究谋划2020年脱贫攻坚工
作，将重点抓好剩余贫困人口全部脱
贫、脱贫攻坚普查、全面落实“四个不
摘”、巩固脱贫成果防止返贫、编制“十
四五”巩固脱贫成果规划等工作，确保
脱贫攻坚决战决胜、全面收官。

针对薄弱环节进行攻坚

今冬明春重庆脱贫攻坚主抓8件事

本报讯 （记者 颜安）11月 12
日，重庆日报记者从市政府新闻发布
会上获悉，国家级贫困县奉节以“四
访”工作为主要内容，落实精准扶贫政
策取得成效，该县贫困发生率从
13.5%降至0.99%，成功甩掉戴了33年
的穷帽子。

奉节县委书记杨树海表示，新一轮
脱贫攻坚战打响以来，该县的脱贫攻坚
虽然进展得如火如荼，但一些薄弱环节
仍然需要重视。“现在通讯和交通方便

了，‘卡上领钱、网上办事、电话联系’成
了常态，干部与群众之间的联系反倒比
以前少了。归结起来，主要是治理纽带
缺失。”

因此，奉节结合自身实际，探索出
了“四访”工作法，包括干部走访、教师
家访、医生巡访和农技随访，让干部、教
师、医生、农技员遍访、引导、服务群众，
增进干群鱼水情、防止贫困代际传递、
着力防止因病致贫、确保产业扶贫落地
见效。

两年来，奉节8052名对接干部坚
持每月入户开一次家庭会、吃一顿家常
饭、干一天农家活、住一晚农家屋、做一
件贴心事，对24.72万户群众循环反复
走访；8634名教师全覆盖家访13.3万
名学生，累计收集意见建议1.1万条；
3146名巡访医师对接8415户因病致
贫家庭，每月送医送药上门；2439名农
技人员在田间地头面对面讲解、手把手
示范，在与群众的密切联系中，找到穷
根、对症下药、靶向治疗。

通过努力，“四访”工作取得实效，
该县135个贫困村全部出列，贫困发生
率从13.5%降至0.99%，群众认可度达
98.67%，成功摘掉了贫困帽。

随着脱贫攻坚进入决战决胜、全面
收官的关键阶段，奉节“四访”工作也将
继续深化。“我们将针对‘两不愁三保
障’突出问题，推行到户看院子、抬眼看
房子、进门开柜子、伸手开管子、走近问
身子、坐下问孩子‘六个环节’，动态掌
握每户家底，逐村逐户排查，逐个环节
落实。”杨树海表示，奉节还将深化群众
代表评议、村民自治组织商议、村两委
会议、监督委员会审议“四议”全规范，
让群众享有更多知情权、参与权、决策
权、监督权，不断推进基层治理体系和
治理能力现代化。

“四访”助推脱贫攻坚

奉节贫困发生率降至0.99%

11月12日，永川区何埂镇联盟村冻橙果园，永川邮政采取“合作社+产业链”的方式帮助果农触网销售，助力精准扶贫。
通讯员 陈仕川 摄

本报讯 （记者 王翔）围绕“一盏
灯”能做出大文章？11月12日，重庆
日报记者从潼南区获悉，作为潼南建设

“西部灯都”的重要一环，2019中国（重
庆·潼南）西部灯饰博览会将于18日开
幕。届时，来自全国的众多灯饰采购
商、生产商、配套行业代表等将齐聚一
堂，共商灯饰产业发展之路，潼南也将
借此机会进行招商推介活动，普通消费
者则能在博览会期间享受到一系列的灯
饰优惠促销。

近年来，潼南抢抓珠三角灯饰产业
结构调整、升级和转换经济发展方式的
良好机遇，主动承接沿海灯饰产业向内
地转移发展。通过多年努力，潼南灯饰
产业从“无中生有”到西南地区最大灯
具集散中心，初步形成一个以灯饰生产
与灯饰批发相配套的规模化产业。

“为进一步加快潼南灯饰产业发

展，提升潼南灯饰产业知名度，我们决
定举办此次灯博会。”潼南区一负责人
介绍，针对灯饰产业的发展，潼南明确
了未来的发展定位和路径，即促进灯饰
产业从“灯饰组装”走向“灯饰制造”“灯
饰创造”，建设“西部灯都”。

此次博览会上，潼南就将和“中国
灯饰之都”广东省中山市签订战略合
作框架协议，拟将潼南建设成为中山
灯饰在西部的销售集散中心，将潼南
作为中山灯饰及其他相关产业向西部
梯度转移的承接地。同时，通过积极
承接东部沿海城市灯饰产业转移，打
造具有区域性特色和较具竞争力的灯
饰产业集群。

同时，博览会还将举办城市智慧照
明论坛，邀请行业内知名专家，围绕城
市智慧照明发展现状及潼南智慧灯饰
产业发展机遇进行研讨。

2019中国西部灯饰博览会18日开幕

潼南建设“西部灯都”全面提速

天蓝地绿，空气清新，是人民日益
增长美好生活的需要。今年以来，渝州
路街道持续采取有力举措推进大气污
染防治工作，精准对餐饮油烟、夜间烧
烤、汽修喷漆、污水乱排等进行专项治
理，不断改善人居环境，提升城市品质，
推动高质量发展。

积极整改餐饮油烟扰民问题。今

年8月，街道接到中央环境保护督察组
转办案件后，立行立改，着力推进餐饮
油烟扰民治理，重点排查市委党校周边
269家餐饮店油烟净化设施及排放情
况，环保监测达标率87%。同时成立
10人夜间巡逻队，每晚10时至次日凌
晨3时对重点区域进行值守，查处违规
露天烧烤、焚烧垃圾行为126起，规范经

营135家，进一步优化群众身边环境。
购买洒水车为城区“洗脸”，确保污

染防治见成效。上半年，街道自行购买
洒水车，持续对渝州路、奥体路、歇虎路
等路段，按日常、重污染天气，每天进行
2至4次洒水降尘作业，共出动洒水车
527台次，用水量近3900吨。同时开
展闲置未开发用地、建筑弃渣整治，清

运建筑弃渣10余吨，覆盖裸土900平
方米，巡查工地120次，责令停工7次。

开展汽修厂喷漆、餐饮店污水乱排
治理。今年持续加大对辖区3家汽车
4S店、8家汽修厂、27家干洗企业的废
气和挥发性有机污染物监管，要求不得
在规定时间外作业。解决万昌支路、华
宇名都14家餐饮店污水直排问题，坚
决打赢蓝天、碧水、净土保卫战。

干亚岚 魏娜

渝州路街道 精准治理大气污染源提升城市品质
机构名称：新华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重庆市合川支公司
机构负责人：唐爽
机构编码：000019500117
原机构住所：重庆市合川区南办处南津街499号17幢25-3、25-4、25-5
现机构住所：重庆市合川区南办处南津街499号17幢15-1、15-2、15-3、15-4
成立时期：2009年8月18日
邮政编码：401520 联系电话：023-42833628
业务范围：对营销员开展培训及日常管理；收取营销员代收的保险费、投保单等单证；分发保险

公司签发的保险单、保险收据等相关单证；接受客户的咨询、投诉。
发证日期：2019年10月24日 发证机关：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重庆监管局

保险业务机构地址变更公告

11月12日，恒大新能源汽车全
球战略合作伙伴峰会在广州召开。
恒大集团董事局主席许家印，德国
FEV集团全球CEO Stefan Pisch-
inger、德国 EDAG 集团全球 CEO
Cosimo De Carlo、西班牙海斯坦普
集团全球 CEO Francisco López
Peña、意大利宾法集团全球 CEO
Silvio Pietro Angori、德国博世集
团新兴市场全球CEO Stefan Seib-
erth等 206家全球汽车产业工程技
术、造型设计、制造设备、零部件、电
池、电机等领域龙头企业的CEO及高
管1100多人出席峰会。

这场汽车行业史上规模最大的
峰会之一，是恒大造车的又一重要里
程碑，也再次体现了恒大造车的战
略、目标、格局和决心。

战略：打造百年老店助力中
国迈向汽车强国

发展新能源汽车，已上升为国家
战略，是中国由汽车大国迈向汽车强
国的必由之路。这既是国家产业结
构调整的需要，也是解决能源、环境
问题的有效途径。同时，新能源汽车
是朝阳产业，是世界汽车工业史上的
一次革命，市场规模超万亿元，具有
巨大的机遇与商机。

恒大布局新能源汽车，不仅是公
司多元化发展、打造百年老店的必然
选择，更是践行汽车强国战略、国家
能源战略的重要举措，为经济社会发
展作出贡献。

目标：3到 5年成为世界最
强新能源汽车集团

“要么不做，要做就做最好。”这
是恒大一贯的做事风格和做事原
则。早在布局之初，许家印就制定了
恒大造车的宏伟目标：用3到5年成
为全世界规模最大、实力最强的新能
源汽车集团，并确立了发展定位：核
心技术必须世界领先、产品品质必须
世界一流。

据许家印在峰会现场透露，恒大
在新能源汽车的3年投资预算是450
亿元，其中今年投资200亿元、明年投
资150亿元、后年投资100亿元。恒

驰的第一款车——“恒驰1”将在明年
上半年正式亮相，恒驰全系列产品将
从2021年陆续实现全面量产。

格局：推出汽车行业六大创
新举措

恒大造车有着广阔的国际视野
和长远的发展眼光，许家印从一开始
就明确走“换道超车”的新路子，瞄准
一切有利于打造世界一流产品的国
际顶级资源，通过国际并购与合作，
站在众多世界汽车工业巨人的肩膀
上，站在超前的起跑线上起跑，推出
出汽车行业六大创新举措：

在核心技术领域，恒大通过一系

列国际并购与战略合作，在电池、电
机、动力总成、3.0底盘架构、先进整车
制造等各领域关键环节拥有世界最
顶级核心技术和知识产权。

在工程技术领域，恒大与FEV、
EDAG、IAV、AVL、MAGNA等全球
五大汽车工程技术龙头战略合作。

在造型设计领域，恒大与Mi-
chael Robinson、Andres Warm-
ing、Stephane Schwarz 等 15位全
球顶尖造型设计大师战略合作。

在零部件供应链领域，恒大在此
次峰会上与博世、麦格纳、大陆、采埃
孚、蒂森克虏伯、捷太格特、巴斯夫等
世界前60大汽车零部件龙头企业签
订战略合作协议。

在产品规划领域，恒大与五大汽车
工程技术龙头联手，在世界最先进3.0
底盘架构基础上同步研发15款新车
型，覆盖顶级型、超豪华型、豪华型、尊
享型、舒适型、经典型等全系列产品。

在生产制造领域，恒大将在中
国、瑞典及“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布局
十大生产基地，全部按照工业4.0标
准打造高端智能工厂。

决心：奔走23国47城彰显
造车决心

今年以来，许家印带领恒大汽车
产业高管奔赴全球23个国家、47个
城市，先后考察了58家全球汽车产业

各领域龙头企业，为实现“汽车梦”拼
命奔波于全球各地，经常一天跑2个
甚至3个城市。无论是世界500强大
企业，还是顶级设计大师的个人工作
室，只要具有新能源汽车行业的顶尖
技术，许家印都亲自逐一走访，搭建
起恒大造车的最强“朋友圈”。这份
密集的行程单，充分体现了许家印的
拼搏精神与坚定的造车决心。

在许家印的大战略、大目标、大
格局和大决心引领下，恒大的“汽车
梦”正一步步从梦想照进现实，“恒
驰”也必将成为享誉全球的民族品
牌，向世界彰显“中国智造”，为中国
从汽车大国迈向汽车强国作出贡
献。 许淇

恒大新能源汽车全球战略合作伙伴峰会现场

联合206家汽车工业龙头召开“最强”峰会

看恒大如何实现换道超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