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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静在万盛綦江九龙坡调研时指出

坚定不移推动民营经济高质量新发展
本报讯 （记者 张玉兰 综合重
庆日报报道）10 月 30 日至 31 日下
午，市委常委、统战部部长李静在万
盛、綦江、九龙坡区调研时指出，坚
定发展信心，营造良好环境，坚定不
移推动我市民营经济高质量新发
展。
李静是在前往万盛、綦江，完成
对福耀玻璃（重庆）配件有限公司、
重庆华绿生物有限公司、重庆炙焱
动力制造有限公司、重庆海塑建材
有限公司、荆江汽车半轴股份有限

公司等民营企业的调研后，于 31 日
下午来我区的。在区委书记周勇、
重庆高新区管委会主任、区长刘小
强的陪同下，李静特别走访了我市
最大的民营博物馆——重庆建川博
物馆，了解博物馆的建设背景、经营
情况及当前存在的问题和困难。
据该馆馆长樊建川介绍，由于
该博物馆开馆时间较短，目前每日
接待的游客量近千人，日收入约 2
万元。未来，该博物馆将打造成为
国家 4A 级旅游景区、全国文化产业

文化示范基地、全国青少年教育基
地、国家级爱国主义教育基地。
李静指出，日前，习近平总书记
专门给“万企帮万村”行动中受表彰
的民营企业家回信，充分肯定了民
营企业在经济社会发展中的重要作
用和历史贡献，有力批驳了否定、弱
化民营经济的错误言论和做法，勉
励广大民营企业家要“心无旁骛创
新创造，踏踏实实办好企业”。希望
广大民营企业家深入学习贯彻习近
平总书记的回信精神，进一步坚定

信心、创新发展，积极承担社会责
任，踊跃投身脱贫攻坚，努力为全市
经济社会发展作出新贡献。她强
调，各级各部门要深入贯彻落实中
央和市委关于发展民营经济的政策
举措，着力提升服务效能，深化“放
管服”改革，切实打造良好营商环
境，为民营企业发展增添新动力，合
力开创民营经济更加美好的明天。
市委统战部副部长王庆、李电，
副区长李洪亮一同调研。

亚洲青年攀岩锦标赛昨日开锣

236 名攀岩高手竞逐亚洲“壁虎王”
丁洪周勇李致新安东尼出席开幕式

这里是九龙坡
中国攀岩赛最佳赛场
“勇攀世界一流”

14 岁女小将张悦彤领衔中国队参赛
九龙坡籍选手付家豪三个项目全参加

本报讯 （见习记者 江南）11
月 1 日上午，2018 亚洲青年攀岩锦
标赛在重庆华岩壁虎王国家攀岩示
范公园拉开帷幕。在接下来 4 天的
比赛中，来自中国及中国香港、台北
和柬埔寨、印度、印尼、日本、哈萨克
斯坦、韩国、马来西亚、巴基斯坦、新
加坡等 15 个国家和地区的 236 名
运动员将一决高下。
市体育局局长丁洪，区委书记
周勇，国际攀联副主席、国家体育总
局登山运动管理中心主任李致新，
亚洲攀联主席安东尼一同出席大赛
开幕式。
2016 年国际奥委会执委会宣
布将竞技攀岩纳入 2020 年东京奥
运会正式比赛项目，但只有男、女各
20 名运动员有参赛资格，由国际奥
委会和国际攀联从世界排名靠前的
选手中选拔，而欧洲和亚洲的洲际
锦标赛则是影响选手排名的主要赛
事。因此，本次亚青赛的成绩排名
将对 2019 年举行的奥运资格赛产
生一定影响。
开幕式上，
丁洪、周勇还共同为
重庆市攀岩运动协会揭牌，标志着
这个于 7 月 30 日注册成功的、致力
于重庆市攀岩运动推广与发展的非
营利性社团正式成立。
出席开幕式的还有市体育局副
局长张欣、副区长李洪亮等。

赛场

星光闪耀
据了解，本届攀岩亚青赛设男女速
度赛、难度赛、攀石赛 3 个项目，分少年
A 组、少年 B 组和青年组 3 个组别进行。
由于本次赛事将一定程度影响选手
的国际排名，
因此，
亚洲各队都派出了实
力小将参赛。不仅中国派出了由“攀岩
新星”张悦彤领衔的 30 名选手参赛，传
统的攀岩强国日本、韩国也派出了强大
的阵容。
今年才 14 岁的攀岩小将张悦彤，曾
蝉联 2017、2018 全国攀岩锦标赛难度
赛冠军，获得 2018 全国锦标赛女子攀石
赛冠军。今年，张悦彤参加世界青年攀
岩锦标赛，夺得女子少年 B 组难度赛季
军、攀石赛第五名。这是中国运动员目
前在该项赛事上的所取得的最好成绩。
记者注意到，来自九龙坡区重庆壁
虎王攀岩俱乐部的小将付家豪也进入了
参加这次比赛的国家队。在今年 8 月的
全国青年攀岩锦标赛中，他获得了男子
攀石赛和难度赛的“双料冠军”，实力不
可小觑。在本次比赛中，他将参加青年
组的 3 个项目比赛。

比赛中的选手

服务

世界一流

张悦彤在比赛 本组图片由记者 雷超

摄

本报“看效果”栏目
今起推出
聚焦“十有”民生体系
系列报道

本次亚青赛不仅参赛人数和比赛规
模庞大，而且场地设施规格和水平要求
也非常高。我区作为国际攀联世界杯攀
岩赛中国分站赛重庆站的永久举办地，
不仅连续 4 年承办了 2015-2018 年国
际攀联世界杯重庆站的比赛，还多次承
办过全运会攀岩赛等国际性、全国性、全
市性攀岩赛事，拥有全国首个攀岩示范
公园——华岩壁虎王国家攀岩公园，是
国家攀岩队的四大集训基地之一。
为了办好本次比赛，
我区对公园内的整
个比赛场馆进行了全面升级改造，对比
赛用的岩壁进行全面翻新，全部更换了
赛道岩点。定线员也是邀请国际级别
的、经验丰富的专业人员负责。
不仅如此，我区还专门从重庆大学
筛选了外语口语能力较强的 70 名学生
志愿者，为本次亚青赛服务。由他们负
责比赛期间的媒体接待、随车翻译、现场
直播、现场秩序、赛事服务等十项后勤服
务工作。在赛场内外，他们穿着的橙色
马甲特别引人注目，形成本次比赛的一
道靓丽风景。

党的十九大强调，带领人民创造美好生活，是我们党始
终不渝的奋斗目标，增进民生福祉是发展的根本目的，新时
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必须坚持在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
生。市委五届三次全会要求，要“全力推动高质量发展，创
造高品质生活，夯实保障和改善民生的物质基础，不断织密
民生保障网”。而落实保障和改善民生任务，正是九龙坡区
“九龙一坡抓落实”十项重点任务中的重头戏，全区正全力
构建幼有所育、学有所教、劳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
住有所居、弱有所扶、食有所安、身有所保、需有所应的九龙
坡“十有”民生体系，聚焦教育、就业、看病、养老、住房、老
弱、食品、安全、便民、文化等方面的难题，全面落实保障和
改善民生任务。从今天开始，本报将开设“‘九龙一坡’看效
果”专栏，为全区市民深度解读、展示九龙坡“十有”民生体
系的蓝图和成果。今天推出第一期，聚焦“幼有所育、学有
所教、病有所医”
。

我区全面保障重点交通项目
胡奇明主持召开区人大常委会第十三次会议
专项评议区政府交通基础设施建设工作

本报讯 （记者 冉冉）10 月 31 日，区人大常委会主任
胡奇明主持召开区大常委会第十三次会议，审议区政府关
于 2018 年政府债务限额报告的议案和 2018 年区级财政预
算调整方案，
专项评议区政府交通基础设施建设工作。
记者从会议上获悉，我区将全面保障交通基础设施重
大项目建设，
同时开展重大项目的前期研究。
据了解，2017-2018 年，我区布局重大交通基础设施
项目 95 个，项目总投资 936 亿元。2017 年完成投资约 120
亿元，2018 年计划完成投资约 89 亿元，方便快捷、功能明
确的城市道路交通体系基本形成。
下一步，我区将全力保障重大项目建设。轨道交通方
面，将积极配合市轨道集团、江津轨道公司，加快我区在建
轨道交通 5 号线、环线、江跳线工程建设，积极开展轨道交
通 5A 线征地拆迁摸底工作。桥梁隧道方面，将积极配合
市级单位加快推进陶家隧道、白市驿隧道、金凤隧道、黄桷
坪长江大桥等重点项目工作，力争早日启动建设。城市道
路方面，
将加快推进二纵线华岩至跳磴段、嘉华大桥南延伸
段三期、冶金路立交等 19 个市级重大项目建设，推动金曾
路南延伸段、快速路一纵线农马立交至白彭路段等重大项
目征地拆迁工作，确保项目按计划动工建设，加快推动“断
头路”项目建设，增加片区通行能力。公共停车方面，将加
大协调力度，
争取市级各部门支持，
推动停车场项目落地。
会议还审议了区人大常委会执法检查组关于检查《重
庆市河道管理条例》实施情况的报告。
副区长封波应邀列席会议。

我区今年造林 8800 亩
郑和平主持召开区政协第二十四次主席会
专题协商
“统筹
‘山水林田湖草’
系统治理、
持续改善水环境质量”
课题

本报讯 （记者 高晓燕）10 月 30 日，区政协主席郑和
平主持召开区政协第二十四次主席会议，
专题协商我区
“统
筹
‘山水林田湖草’
系统治理、持续改善水环境质量”
课题研
究成果。
据了解，近年来，我区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采取大
投入保护山体、大面积造林植树、大范围留湖留田、大手笔
治河治岸等措施，
不断对山水林田湖草进行综合治理，
水环
境质量持续改善取得初步成果。截至目前，中梁山生态搬
迁工作已基本完成，跳磴河流域 9 条支流水质大幅提升；全
区森林覆盖率为 31.84%，建成城市公园 39 个，迷你公园 82
个，城市建成区绿地率达 43.02%，公园面积达 1107 万平方
米。今年，我区还将完成营造林 8800 亩，绿色生态屏障基
本形成。
在水环境方面，我区有 37 座水库为湖库提供水源补
给，供水能力达到 6580 万立方米，还有 1335 口山坪塘，蓄
水能力达 651 万立方米。针对城市周边的 5.47 万亩永久基
本农田，我区开展了 12 项中低产农田改造、高标准农田建
设项目，规模达 4.15 万亩。长江干流九龙坡段达到三类水
质，沿江 2 个城市饮用水源地水质达标率 100%。尤其是经
过 20 年综合整治，桃花溪获得“2017 中国人居环境范例
奖”，跳磴河、梁滩河、大溪河的治理，更是得到老百姓的交
口称赞。
但同时，我区“山水林田湖草”系统治理还不同程度存
在治理统筹乏力、治理区块化现象普遍、保障不足等问题。
会上，
课题组成员和部分区政协委员、区政协智库专家进行
了充分协商，
并提出了大量意见建议供区委区政府参考。
会议还听取了全区落实保障和改善民生、落实以大数
据智能化为引领的创新驱动发展等任务推进情况的通报，
审议通过了区政协“2018 年提案质量和办理质量双向评议
结果”
。
区委常委、常务副区长宋泓应邀参加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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