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
星期四

2020年1月

农历己亥年十二月初八

国内统一连续出版物号

CN 50-0001

第24608号

代号77-1

今日8版
重庆日报报业集团出版 网址：www.cqrb.cn

CHONGQING DAILY

本报地址：重庆市渝北区同茂大道416号 邮政编码：401120 电子信箱：cqrb@cqrb.cn 广告许可证：渝工商广字第9500618号 总编辑：张永才 总值班：李波 版面统筹：郑家艳 责编：隆梅 美编：王艺军 图片编辑：鲁道新 订报热线：966977 零售价：1.5元

□新华社记者

当新年钟声敲响，亿万中华儿女满怀豪情迎来了在中华
民族伟大复兴征程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一年——

2020，21世纪进入新十年，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将要完
成，中华民族千年的全面小康梦想将在我们的奋斗中实现。

回眸刚刚过去的一年：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
瞻远瞩、运筹帷幄，驾驭“中国号”巨轮乘风破浪、坚定前行，不
断开创党和国家事业发展新局面。

从稳中求进实现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到保障民生使群
众增强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从三大攻坚战取得关键进展到

改革开放迈出重要步伐，从加强制度建设到参与全球治理……
一个个坚实成就交相辉映，勾勒出今日之中国在中华民族伟大
复兴的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的历史经纬。

彪炳史册 雄健豪迈
——这一年，成立70周年的新中国展现出

风华正茂的崭新姿态，中国共产党树立起坚持
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里程碑

庄严的天安门广场，见证人民共和国历史风云。
（下转4版）

勇 立 潮 头 御 风 行
——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2019年治国理政评述

新华社北京1月1日电 2020年1月1日
出版的今年第1期《求是》杂志发表中共中
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
的重要文章《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
化》。

文章强调，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
化，是关系党和国家事业兴旺发达、国家长
治久安、人民幸福安康的重大问题。党的
十九届四中全会通过的决定，全面回答了
在我国国家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上应该坚
持和巩固什么、完善和发展什么这个重大政

治问题，是一篇马克思主义的纲领性文献，
也是一篇马克思主义的政治宣言书。全党
要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全会精神上来，把学
习贯彻全会精神作为一项重要政治任务抓
好抓实。

文章指出，要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制度自信。制度优势是一个国家的最大优
势，制度竞争是国家间最根本的竞争。制
度稳则国家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和
国家治理体系具有深厚的历史底蕴，具有
多方面的显著优势，具有丰富的实践成
果。全党同志特别是各级领导干部任何时
候任何情况下都要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
真正做到“千磨万击还坚劲，任尔东西南北
风”。

文章强调，抓好全会精神贯彻落实，要
抓好3件事。第一，毫不动摇坚持和巩固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制度是一个严密完整的科学制度体系，起
四梁八柱作用的是根本制度、基本制度、重
要制度，其中具有统领地位的是党的领导
制度。党的领导制度是我国的根本领导制
度。我们推进各方面制度建设、推动各项
事业发展、加强和改进各方面工作，都必须
坚持党的领导，自觉贯彻党总揽全局、协调

各方的根本要求。第二，与时俱进完善和
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和国家治理体
系。制度更加成熟更加定型是一个动态过
程，治理能力现代化也是一个动态过程，
不可能一蹴而就，也不可能一劳永逸。必
须突出坚持和完善支撑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制度的根本制度、基本制度、重要制度，
着力固根基、扬优势、补短板、强弱项，构建
系统完备、科学规范、运行有效的制度体
系。第三，严格遵守和执行制度。制度的
生命力在于执行，必须强化制度执行力，加
强对制度执行的监督，确保制度时时生威、
处处有效。

《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

坚持和完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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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宣言

总有一些年份，注定会在时间
的坐标上镌刻下熠熠生辉的印记。

习近平总书记在新年贺词中指
出，2020年是脱贫攻坚决战决胜之
年。冲锋号已经吹响。当历史来到
21世纪的第20个年头，千百年来困扰
中华民族的绝对贫困问题即将历史
性地划上句号，我们将全面建成小康
社会，实现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

接力奔跑，仍需加劲冲刺；千年
追寻，圆梦就在今朝。以不获全胜
决不收兵的意志啃下脱贫硬骨头，
以一鼓作气、乘势而上的姿态奋勇
夺取新胜利。

（一）
越过层层峰峦的攀登者，只要

再进一步，就能够领略壮丽的日出
和翻涌的云海。承载着亿万人民梦
想的全面小康，已经可以眺望到胜
利航船的“桅杆尖头”，只要再进一
步，就能够迎来梦想成真的时刻。

回望历史，丰衣足食一直是中
国人民最朴素的愿望。从孔子的富
民思想、屈原的“美政”理念，到朱熹
的“足食为先”、康有为的大同之道，
历代先贤对富民裕民的追求从未停
止。无论是“民亦劳止，汔可小康”
的美好憧憬，还是“五谷丰登，物阜
民康”的热切企望，无论是“安得广
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的
深沉情怀，还是“无处不均匀，无人
不饱暖”的政治理想，无数先民对殷
实生活的呼唤响彻历史的天空。

照见现实，一个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的百年大党，
正带领亿万人民向着消除绝对贫困的目标发起最后的
总攻。中国的脱贫事业，既彰显着改天换地的雄心壮
志，又实实在在改变着亿万人的生活。

谁都不能否认，今天的中国，书写了“最成功的脱
贫故事”。改革开放40多年来，8亿多人口实现脱贫；
全球范围内每100人脱贫，就有70多人来自中国。党
的十八大以来，贫困人口由9899万人减少到600多万
人，连续7年每年减贫规模都在1000万人以上，相当于
欧洲一个中等国家人口规模，脱贫攻坚力度之大、规模
之广、成效之显著，前所未有、世所罕见。成绩的取得
都不轻松，每一个脱贫故事背后，都倾注着以习近平同
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的顶层谋划、善作善成，都凝结着亿
万人民团结一心、艰苦奋斗。

谁都不能否认，今天的中国，回答了“谁能使中国
长治久安”。美籍历史学家龚忠武在《中国向农村的贫
穷开战》一文中提到，中国广大的农村是中国社会的基
础，从古到今，谁能够解决农民问题，谁就能使中国长
治久安。与贫困群众结对子、认亲戚，解决他们的操
心事、烦心事、揪心事，党员干部工作作风为之一新，
基层党组织战斗堡垒更加坚固。栽下“摇钱树”，走
上致富路，一项项惠民政策唤起群众千百万、同心
干，一大批贫困群众生产生活条件明显改善、获得感
明显提升……人民群众对党的信任和信心不断增强，
党长期执政最可靠的基础不断夯实，国家长治久安的
根基更加牢固。

谁都不能否认，今天的中国，贡献了减贫脱贫的中
国智慧。从坚持党对脱贫攻坚的领导到实施精准扶贫
精准脱贫，从构建大扶贫格局到激发贫困群众内生动
力……当代中国脱贫攻坚的伟大实践，孕育和催生了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精准扶贫、精准脱贫的思想。这一
思想，以坚定的人民立场、深厚的人民情怀彰显着新时
代中国共产党人的初心使命，以实事求是、求真务实的
科学精神确立脱贫方略，为打赢脱贫攻坚战提供行动
指南和基本遵循。这一思想，立足中国、面向世界，吸
引了广大发展中国家的关注目光，为全球13亿贫困人
口摆脱贫困提供了新的可能，为世界减贫事业贡献了
可以借鉴的中国智慧、中国方案。

历史记录过去、启迪未来。实现现行标准下所有
贫困人口脱贫，是中国历史上亘古未有的伟大跨越，是
中国对人类社会的伟大贡献。成为这个历史性时刻的
参与者、见证者，人生之大幸，莫不如是！

（二）
回首来路，才知道走出了多远；亲历奋斗，才明白

付出的意义。
犹记得，革命战争时期，“打土豪、分田地”的政治

主张，“土地法大纲”的制度设计，为的是把劳苦大众从
剥削和压迫中解放出来。犹记得，新中国成立之初，仅
用3年时间就在满目疮痍的烂摊子上，全面恢复了国
民经济，解救了在生存线上苦苦挣扎的劳苦大众。犹
记得，改革开放后，“贫穷不是社会主义”廓清思想迷
雾，以扶贫开发为标志，消除绝对贫困的实践驶入快车
道。 （下转2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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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 周松）1月1日8时，
2020年新年第一天，重庆人民广场举行了
隆重的升国旗仪式。来自九龙坡区高新育
才学校的400余名师生和自发前来的市民
一起，观礼元旦升国旗仪式。

清晨7时过，天还蒙蒙亮，不少市民和
学生起个大早，来到广场等待观看升国旗仪
式。同学们整队站齐，高声歌唱《我和我的
祖国》《歌唱祖国》等歌曲，表达对祖国和五
星红旗的热爱。

7时55分，随着升旗仪式的临近，国旗
护卫队迈着整齐划一的步伐，昂首阔步地走
向了广场升旗台。

8时整，雄壮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响
起，现场群众齐声高唱国歌，同学们举起右
手向国旗敬礼，鲜艳的五星红旗在大家的注
视下冉冉升起。

“用这种方式迎接新年很有意义。新的
一年，我会更加努力地学习。”高新育才学校
五年级一班学生黄晓蕊第一次参加人民广
场升国旗仪式，她显得十分激动。

升旗仪式结束后，武警战士来到升旗台
前，为同学们讲述了国旗故事。同学们还在
现场的“点赞墙”上，留下了自己对祖国、对
重庆的祝福。

重庆人民广场举行
元旦升国旗仪式

1月1日早晨，我市在人民广场举行升国旗仪式。 记者 魏中元 摄

本报讯 （记者 汤艳娟 实习生 吴
志杰）从2020年1月1日零时起，重庆18个
区县的水生生物保护区及主城区两江四岸
等相关水域实行常年禁捕。这标志着长江
流域常态化禁捕进入正式实施阶段。

新的禁捕期实施首日，我市组织开展了
打击非法捕捞同步执法巡航检查行动，市农
业综合行政执法总队会同市公安局环保总
队、水警总队、长航公安局重庆分局以及有

关区县农业执法、交通执法等单位组成11
支巡航队，出动22艘公务执法船艇、16辆执
法车、280余名执法人员，联合巡航里程800
余公里。

我市地处长江上游，境内江河纵横，水
系发达，渔业资源丰富。以往，我市将每年3
月1日零时至6月30日24时划为禁捕期。
但由于暴利驱使导致电捕鱼等非法捕捞行
为屡禁不止，再加上水域污染、非法挖砂采

石等诸多因素影响，我市渔业资源及其水域
生态环境保护面临严峻形势。

按照国务院办公厅以及农业农村部关
于加强长江水生生物保护等相关文件要求，
在2019年底前，重庆市要完成水生生物保
护区渔民退捕，并于2020年1月1日起实行
全面禁捕；在2020年底以前，重庆要完成长
江干流和重要支流渔民退捕，暂定实行10
年禁捕。

“加强长江水生生物保护，是国家的决
策部署，我市相关工作正加紧推进。”市农业
农村委渔业处处长任军介绍，截至2019年
12月27日，我市涪陵区、江北区、江津区等15
个区县已完成2128艘渔船、4037名渔民的退
捕工作。其中，全市水生生物保护区水域已全
面完成退捕任务。

1月1日零时起，上述完成退捕任务的
相关水域和彭水县、酉阳县、奉节县等地的
水生生物保护区，实行常年禁渔。我市水生
生物保护区共6个，分别是：长江上游珍稀
特有鱼类国家级自然保护区重庆段、长江重
庆段四大家鱼国家级水产种质资源保护区、
嘉陵江合川段国家级水产种质资源保护区、
乌江长溪河鱼类市级自然保护区、酉阳县三
黛沟大鲵县级自然保护区、奉节县九盘河市
级水产种质资源保护区。

主城区两江四岸及相关水域提前一年
完成了退捕任务，为切实加强禁捕管理，此
次一并纳入常年禁捕范围管理。不在上述
范围内的水域，继续执行原有的禁渔制度。

（相关报道见5版）

重庆水生生物保护区及主城两江四岸水域全面禁捕
11支巡航队昨开展非法捕捞执法检查

本报讯 （记者 白麟）2019
年12月31日，重庆日报记者从
重庆广阳岛绿色发展有限责任
公司授牌活动上获悉，广阳岛一
期生态修复项目计划在今年5
月完成，届时岛内一些重要的自
然生态风貌将得到较好呈现。

广阳岛绿色发展公司于
2019年12月4日注册成立，注
册资本30亿元，主要负责广阳
岛片区内长江以南南岸区管辖
范围115平方公里（含广阳岛）
的生态环境保护修复治理、文化
旅游综合开发等。目前正在全
力推进广阳岛一期生态修复，包
括“一线六点九项”的生态修复
和全岛环境整治工作。

“一线”即12公里顺时针环
岛生态体验线路。“六点”即西岛
头、抗战文化园、东岛头、运动场
东侧、生态修复综合示范地、中
部山顶平台等6个生态体验点。

“九项”涵盖了西岛头生态修复
区、抗战文化园生态修复区等九
个区域，每个区域都有自然生态
风貌特色和相应的文化内涵。
例如，西岛头生态修复区以恢复

重现本土化的丛林风貌为目标，以香樟、水
杉、黄葛树等近3000株乔木营造江畔丛林感，
形成进入生态岛的第一印象。该区域将展示
护山、理水、营林、丰草等生态修复策略，实施面
积约为15.4公顷，是广阳岛十二景中“上坝叠
翠”的所在地。目前，西岛头生态修复区正在
开展场地平整、地形整理、渣土内转等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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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月1日，在主城长江水域，市农业综合行政执法总队等出动的公务船正在进行执法巡航
检查。 记者 张锦辉 摄

“双轮”驱动“两翼”齐飞
沙坪坝区将这样用新发展理念推动发展

收 官 之 年 怎 么 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