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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10月22日电 中共中
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10月22日召开会
议，听取“十三五”规划实施总结评估汇
报。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
并发表重要讲话。

习近平指出，“十三五”以来，党中
央团结带领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统
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协调推进

“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坚持稳中求进工
作总基调，坚定不移贯彻新发展理念，
坚持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推动
高质量发展，有力有序化解发展不平衡
不充分的矛盾问题，沉着冷静应对外部
挑战明显上升的复杂局面，坚决果断抗
击新冠肺炎疫情的严重冲击，坚定朝着
既定目标任务前进，“十三五”规划实施
顺利，主要指标总体将如期实现，重大
战略任务和165项重大工程项目全面
落地见效，规划确定的各项目标任务即
将胜利完成。

习近平强调，经过“十三五”时期的
发展，我国经济实力、科技实力、综合国
力跃上新的台阶，经济运行总体平稳，
经济结构持续优化，农业现代化稳步推
进，脱贫攻坚成果举世瞩目，污染防治
力度空前加大，生态环境明显改善，全
面深化改革取得重大突破，对外开放持
续扩大，共建“一带一路”成果丰硕，人

民生活水平显著提高，国家治理体系和
治理能力现代化加快推进。尤为重要
的是，在“十三五”的实践中，中国共产

党领导和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优势进
一步彰显，新发展理念更加深入人心，
广大党员干部政治品质和斗争精神斗

争本领得到锤炼，全国各族人民精神面
貌更加奋发昂扬，为开启全面建设社会
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提供了有力政
治保证和强大奋进力量。

会议指出，要全力做好“十三五”规
划收官和“十四五”规划编制工作，脚踏
实地、乘胜前进，紧盯脱贫攻坚任务不
松劲，保持污染防治定力不动摇，绷紧
防范化解重大风险这根弦不放松，推动
民生改善不懈怠，圆满完成“十三五”规
划各项目标任务，确保实现全面建成小
康社会奋斗目标。

会议强调，各方面要将精力更加集
中到贯彻党中央部署、谋划推动“十四
五”发展上来，要胸怀中华民族伟大复
兴的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
局，深刻认识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变化带
来的新特征新要求，深刻认识错综复杂
国际环境带来的新矛盾新挑战，深刻认
识“十四五”时期我国将进入新发展阶
段的重大判断，贯彻落实新发展理念，
紧扣推动高质量发展，着力构建以国内
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
进的新发展格局。要乘势而上、奋力前
行，推动“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有机衔
接，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开
好局、起好步。

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召开会议

听取“十三五”规划实施总结评估汇报
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

本报讯 （记者 戴娟）10月17
日到22日，由全国政协委员、陕西省
政协主席韩勇率领的住陕全国政协委
员考察团来渝，就重庆大力推动高质
量发展和大数据智能化引领创新驱动
发展等领域进行考察。

10月21日上午，重庆市政协和
市政府相关部门，围绕考察内容，同考
察团一行进行了座谈交流。考察团成
员马中平、李冬玉、王二虎、郑小明、刘
新文、周卫健、张社年，重庆市政协主
席王炯，市政府副市长熊雪，市政协副
主席宋爱荣、徐代银及住陕、住渝全国
政协委员出席座谈会。

王炯代表市政协向考察团一行表
示欢迎。他说，陕西与重庆同处西部，
人文相亲、经济相融。中共中央、国务
院出台关于新时代推进西部大开发形
成新格局的指导意见，重庆市政协将
按照中央部署和市委要求，在新时代

推进西部大开发形成新格局中建言献
策、凝聚共识。我们将借此机会认真
学习借鉴陕西省政协的好经验、好做
法，为推动两地深化合作、共赢发展，
作出政协积极贡献。

韩勇表示，重庆市委、市政府大力
实施以大数据智能化为引领的创新驱
动发展战略行动计划，加强大数据智
能化发展战略部署，成功举办三届中
国国际智能产业博览会，推进一批数
字经济领域改革发展先行试点，成效
显著。西部（重庆）科学城、两江数字
经济产业园、仙桃数据谷等一批数字
经济发展战略平台的建设推进，再次
吹响发展冲锋号，起到很好的引领作
用，值得学习。陕西和重庆山水相连，
联系密切，既是西部大开发形成新格
局的重要省份，也是共建“一带一路”
的重要节点。希望两地政协继续加强
交流合作，推动共同发展。

住陕西全国政协委员来渝考察

本报讯 （记者 颜若雯）10月
22日，市五届人大常委会第四十一次
主任会议举行。市人大常委会主任张
轩主持会议。

会议听取了关于《重庆市历史文
化名城名镇名村保护条例》实施情况
的汇报，听取了关于《重庆市献血条例》
实施情况的汇报，听取了市政府关于学
习宣传民法典工作情况的汇报，听取了
市人大城环委关于《重庆市人大常委会
对重庆市人民政府水污染防治工作的
评议意见（送审稿）》的汇报，听取了市
人大民宗侨外委关于《重庆市人大常
委会对〈重庆市人大常委会执法检查
组关于检查《重庆市全民健身条例》实
施情况的报告〉的审议意见（送审稿）》
的汇报、关于《重庆市人大常委会对
〈重庆市人民政府关于保护和弘扬我
市少数民族优秀传统文化工作情况的
报告〉的审议意见（送审稿）》的汇报。

会议还听取了市人大常委会人代
工委关于《重庆市人大常委会关于专
题询问重庆市人民政府办理代表建议
工作情况的实施方案（送审稿）》的汇
报，听取了市人大常委会研究室关于
《重庆市人大常委会关于增强人大监
督实效的意见（草案）》有关情况的汇
报，听取了市人大常委会备案审查工
委关于《重庆市人大常委会规范性文
件备案审查工作规程（试行）》修改情
况的汇报、关于《重庆市人大常委会规
范性文件备案审查基准（草案）》有关
情况的汇报，听取了市人大常委会办
公厅关于举行市五届人大常委会第二
十二次会议有关事项的汇报。

市五届人大常委会第二十二次会
议计划于11月23日至26日举行。

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刘学普、杜
黎明、沈金强、张定宇、夏祖相、王越，
秘书长龙华出席会议。

市五届人大常委会第四十一次主任会议举行
张轩主持

新华社北京10月22日电 今年是
中国人民志愿军抗美援朝出国作战70
周年，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向参
加抗美援朝出国作战的、健在的志愿军
老战士老同志等颁发“中国人民志愿军
抗美援朝出国作战70周年”纪念章。

纪念章使用紫铜胎镀金、银材质，通
径为50毫米。纪念章核心部分为志愿
军战士形象和70束光芒，以和平鸽、水

纹和中朝两国国旗元素编制的绶带环绕
四周，外围采用五星、桂叶和象征五次战
役的箭头等元素，组成金达莱花的五瓣造
型，象征中国人民志愿军抗美援朝出国作
战70周年，寓意伟大的抗美援朝战争是
保卫和平、反抗侵略的正义之战，伟大的
抗美援朝精神永远是中国人民的宝贵财
富，彰显了我国不畏强敌、维护世界和平、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坚定决心和信心。

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颁发

“中国人民志愿军抗美援朝
出国作战70周年”纪念章

这是“中国人民志愿军抗美援朝
出国作战70周年”纪念章（10月3日摄）。

新华社记者 李贺 摄

气壮山河的凯歌
永载史册的丰碑

——写在中国人民志愿军抗美援朝出国作战70周年之际
70年前，英雄的中国人民志愿军将士，高举保卫和平、反抗侵略的正义旗

帜，雄赳赳，气昂昂，跨过鸭绿江，同朝鲜人民和军队一道，历经两年零九个月
舍生忘死的浴血奋战，赢得了抗美援朝战争的伟大胜利。

这是正义的胜利，这是和平的胜利，这是人民的胜利！

人民日报社论

大力弘扬伟大的
抗美援朝精神

——纪念中国人民志愿军抗美援朝出国作战70周年

●“十三五”以来，党中央团结带领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统筹推进
“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坚持稳中求进工作
总基调，坚定不移贯彻新发展理念，坚持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推动
高质量发展，有力有序化解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矛盾问题，沉着冷静应对
外部挑战明显上升的复杂局面，坚决果断抗击新冠肺炎疫情的严重冲击，
坚定朝着既定目标任务前进，“十三五”规划实施顺利，主要指标总体将如
期实现，重大战略任务和165项重大工程项目全面落地见效，规划确定的
各项目标任务即将胜利完成

● 在“十三五”的实践中，中国共产党领导和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优
势进一步彰显，新发展理念更加深入人心，广大党员干部政治品质和斗争
精神斗争本领得到锤炼，全国各族人民精神面貌更加奋发昂扬，为开启全
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提供了有力政治保证和强大奋进力量

● 各方面要将精力更加集中到贯彻党中央部署、谋划推动“十四五”
发展上来，要胸怀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
局，深刻认识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变化带来的新特征新要求，深刻认识错综
复杂国际环境带来的新矛盾新挑战，深刻认识“十四五”时期我国将进入新
发展阶段的重大判断，贯彻落实新发展理念，紧扣推动高质量发展，着力构
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要乘势
而上、奋力前行，推动“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有机衔接，为全面建设社会主
义现代化国家开好局、起好步

10 月 22 日中午 11 点半，江北
区鱼嘴镇棠富园养老食堂，老人们
结伴而来，点餐后，志愿者将饭菜端
至他们的餐桌前。

养老食堂内明亮整洁，大门
旁张贴着一周食谱，每餐都有两
荤两素一汤，一周内没有重复的
菜，60岁以上老人一份套餐的价格
是15元。

姜翔芳老人告诉记者，食堂的
饭菜味道不错、用餐环境干净卫生，
就餐的老人们也有共同话题，“吃完
不用洗碗，吃了饭还可以和朋友聊
聊天，日子过得舒服。”

据了解，我市推行的城市社区
养老助餐行动，依托社区养老服务
中心、餐饮机构等，为老年群体提供
服务。目前，全市开设助餐服务站
点463个，已提供助餐服务超12万
人次。

记者 张莎 实习生 张天
杰 摄影报道/视觉重庆

社区有了
养老食堂

本报讯 （记者 罗静雯）10月
22日，市委副书记、市长唐良智会见
了中国人民大学党委书记靳诺一行。

中国人民大学副校长朱信凯，市
领导熊雪等参加。

唐良智代表市委、市政府，代表陈
敏尔书记，向靳诺一行来渝深化合作
表示欢迎，感谢中国人民大学长期以
来对重庆发展的大力支持。唐良智
说，重庆正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
记对重庆的重要指示要求，大力推进
大数据智能化创新，举全市之力建设
西部（重庆）科学城，努力打造“科学家
的家、创业者的城”，加快建设具有全
国影响力的科技创新中心。近年来，
我们不断加大“双一流”建设支持力
度，与国内外知名高校、院所、企业深
化科技合作，抓好创新人才聚集，促进
科技成果转化，努力使创新成为高质
量发展的强大动能。中国人民大学人
才、教育和科研实力雄厚，与重庆具有

坚实合作基础，双方合作事项推进顺
利。希望进一步落实好市校战略合作
协议的内容，深化在“双一流”建设、基
础教育、科技成果转化、文化产业、决
策咨询智库、干部人才交流等领域合
作，助力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
重庆将全力做好服务，推动市校合作
向更深层次、更高水平迈进。

靳诺感谢重庆对中国人民大学在
渝发展的大力支持。她说，重庆战略
地位突出，在国家区域发展和对外开
放格局中具有独特而重要的作用，发
展很快、变化很大。近年来，中国人民
大学与重庆合作日益紧密，将进一步完
善校市合作长效机制，全力推动双方合
作事项落地落实，与重庆有关高校、科
研院所、企业等开展深度合作，加快
科技成果转化，助力重庆“双一流”建
设，为重庆高质量发展贡献力量。

中国人民大学，市有关部门、永川
区，有关企业负责人参加。

唐良智会见中国人民大学党委书记靳诺一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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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卉、园林、设计、文创等企业蜂拥而至

参展商：花博会让我们
来了还想来

本报讯 （记者 李珩）不带医保
卡，用手机就能在医院扫码挂号、结算
费用，在药店扫码购药——10月22日，
重庆日报记者从市医保局获悉，随着医
保电子凭证在我市上线，目前全市
4881家定点医药机构已开通医保电子
凭证扫码支付功能，力争到年底，实现
全市所有定点医药机构全覆盖。

“医保电子凭证，是由国家医保信
息平台统一生成的身份凭证，标准全国
统一、跨区域互认，具有方便快捷、应用
丰富、安全可靠的优点。”市医保局副局
长吴良和介绍，今后参保人可通过电子
凭证在全国办理有关医保业务，实现

“一码在手，医保无忧”。
目前，我市参保群众可通过医保电

子凭证在医院扫码就医、结算，在药店
购药，还可办理个人医保信息查询等线
上业务。“接下来，我们还将加快推行扫
脸终端，让市民早日实现刷脸就医。”吴
良和说。

据介绍，今年9月我市开始试行医
保电子凭证，截至10月22日，全市激活
医保电子凭证人数达291.49万人，占全
市参保总人数的8.98%；4881家（医疗
机构1189家、药店3692家）定点医药
机构开通医保电子凭证扫码支付功能，
占全市定点医药机构总数的22.68％。

医保电子凭证怎么办理？参保人可
登录国家公共服务平台App、重庆市政
府App、重庆医保微信公众号、重庆医
保支付宝小程序等由医保部门认证授权
的第三方渠道，在填报相关个人信息后
激活使用，申请十分方便。医保电子凭
证激活后，不会影响实体卡的正常使用。

就医不带卡 只需“医保码”

全市4881家定点医药机构开通医保电子凭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