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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在宁夏考察时强调

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决战脱贫攻坚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
席习近平近日在宁夏考察时强调，要全面落
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
调，
坚持新发展理念，
落实全国
“两会”
工作部
署，
坚决打好三大攻坚战，
扎实做好
“六稳”
工
作，
全面落实
“六保”任务，
努力克服新冠肺炎
疫情带来的不利影响，
优先稳就业保民生，
决
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决战脱贫攻坚，
继续建
设经济繁荣、民族团结、环境优美、人民富裕
的美丽新宁夏。
夏日炎炎，塞上江南天高云淡，草木葱
茏。6 月 8 日至 10 日，习近平在宁夏回族自
治区党委书记陈润儿、自治区政府主席咸辉
陪同下，
先后来到吴忠、银川等地，
深入农村、
社区、防洪工程、农业产业园区等，就统筹推
进常态化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工作、巩
固脱贫攻坚成果、加强生态环境保护、推动民
族团结进步进行调研。
10 日上午，习近平听取了宁夏回族自治
区党委和政府工作汇报，对宁夏各项工作取
得的成绩给予肯定，希望宁夏广大干部群众
紧密团结，真抓实干，
为实现
“两个一百年”
奋
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作

出新的更大贡献。
习近平强调，要坚持不懈推动高质量发
展，
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加快产业转型升
级，
加快新旧动能转换，推动经济发展实现量
的合理增长和质的稳步提升。要把减轻企业
税费负担政策落实兑现到位，把扩大内需各
项政策举措落到实处，把重大项目投资带动
作用发挥出来，及时解决企业恢复生产经营
面临的各种问题。要把握扩大内需这一战略
基点，
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
着力打通
生产、分配、流通、消费各个环节。要发挥创
新驱动作用，推动产业向高端化、绿色化、智
能化、融合化方向发展。要加快建立现代农
业产业体系、生产体系、经营体系，让宁夏更
多特色农产品走向市场。
习近平指出，要推动改革开放取得新突
破，坚持问题导向，有的放矢推进改革，加强
对改革举措的评估问效，促进各项改革往深
里走、往实里落，加快培育充分竞争的市场，
不断激发各类市场主体活力。要抓住共建
“一带一路”重大机遇，坚持对内开放和对外
开放相结合，
培育开放型经济主体，
营造开放
型经济环境，以更高水平开放促进更高质量

发展。
习近平强调，
要坚决打赢脱贫攻坚战，
对
标“两不愁三保障”，瞄准突出问题和薄弱环
节，一鼓作气、尽锐出战，确保如期实现脱贫
目标。要完善移民搬迁扶持政策，确保搬迁
群众搬得出、稳得住、能致富。要巩固提升脱
贫成果，
保持现有政策总体稳定，
推进全面脱
贫与乡村振兴战略有效衔接。
习近平指出，要牢固树立绿水青山就是
金山银山的理念，统筹山水林田湖草系统治
理，优化国土空间开发格局，继续打好蓝天、
碧水、净土保卫战，抓好生态环境保护。要
把保障黄河长治久安作为重中之重，实施河
道和滩区综合治理工程，统筹推进两岸堤
防、河道控导、滩区治理，推进水资源节约集
约利用，统筹推进生态保护修复和环境治
理，努力建设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
展先行区。
习近平强调，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
展思想，切实解决好群众的操心事、烦心事、
揪心事，扎实做好下岗失业人员、高校毕业
生、农民工、退役军人等重点群体就业工作。
要推进城乡义务教育均衡发展，加快公共卫

生体系建设，广泛开展爱国卫生运动。要坚
持党的宗教工作基本方针，依法加强宗教事
务管理。要扎实推动民法典实施，加强和创
新社会治理，
加强安全生产工作。
习近平指出，坚定的理想信念，永远是
激励我们奋勇向前、克难制胜不竭的力量
源泉。全党同志特别是各级领导干部要不
忘初心、牢记使命，始终保持清醒头脑和政
治定力，坚持和加强党的领导不动摇，坚持
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不动摇，坚持实
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宏伟目标不动摇，
锲而不舍把革命先辈为之奋斗的伟大事业
推向前进。要激发广大党员、干部奋斗精
神，以行之有效的举措落实好党中央决策
部署，做好改革发展稳定各项工作。要把
为民造福作为最重要的政绩，建立健全干
部担当作为的激励机制，坚决反对形式主
义、官僚主义。要持之以恒正风肃纪，一体
推进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营造风清气
正的创业环境。
丁薛祥、刘鹤、陈希、何立峰和中央有关
部门负责同志陪同考察。
据新华社

陈敏尔在南川区调研时强调

立足特色化 面向同城化
在推进主城都市区高质量发展中实现新作为
据重庆日报消息 6 月 10 日，市委书记
陈敏尔前往南川区调研。他强调，要深入贯
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认真落实全
国“两会”部署要求，统筹推进常态化疫情防
控和经济社会发展工作，
立足特色化、面向同
城化，
大力推动基础设施互联互通，
做强做优
特色优势产业，切实抓好文旅深度融合，
在推
进主城都市区高质量发展中实现新作为。
市领导王赋、李明清参加。
仲夏时节，地里的水稻和玉米等农作物
长势喜人，田园风光美不胜收。陈敏尔来到
大观镇金龙村，察看村容村貌，
听取乡村振兴
和农村人居环境整治情况汇报。近年来，村
里实施厕所改造、污水治理，建起了垃圾收运
系统，取得明显成效。看到村民家门口的垃
圾分类箱，陈敏尔仔细了解垃圾分类循环利
用机制，对村里改善人居环境做法予以肯
定。他走进村民朱明寿家中，
了解就业情况、
经济来源等，询问环境整治带来的变化。干
净整洁的村道、错落有致的院落展现出独具

韵味的乡村风貌。陈敏尔沿村道前行，不时
驻足细看。他说，
推进城乡融合发展，
要坚持
以人为本、道法自然，
保持特色风貌和自然本
底，让山水、田园、乡村成为城市的有机组成
部分。要深入开展爱国卫生运动，倡导文明
健康、绿色环保的生活方式，让良好卫生习惯
保持下去。
天星小镇位于金佛山西坡山脚下，是一
座集旅游、康养、休闲于一体的巴渝文化特色
小镇。陈敏尔走进特色餐饮、文创产品等临
街商铺，察看特色文化旅游发展情况。新冠
肺炎疫情发生后，小镇经营一度受到较大影
响，
自恢复经营以来，
游客量逐步回升。陈敏尔
说，目前，疫情防控形势稳步向好，要在抓好
常态化疫情防控前提下，积极适应疫情催生
的新需求，加强线上线下互动融合，
推出更多
受消费者特别是年轻人喜欢的好业态、好产
品。小镇旁的碧潭幽谷自然天成、灵崖异石、
飞瀑流泉，展现出金佛山区域的独特魅力和
生态本底。陈敏尔强调，
山水自然、乡村田园

是南川的特色和优势，
要坚持生态优先、绿色
发展，积极推动产城景、农文旅融合，让绿水
青山变出更多的金山银山。
陈敏尔在调研中指出，加快推进主城都
市区发展，是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
神、打造高质量发展新动力源的必然要求，
是
引领“一区两群”协调发展、推动成渝地区双
城经济圈建设的迫切需要。同城化发展先行
区是主城都市区的重要层级，在优化城市功
能、提升城市品质、促进城乡融合发展中发挥
着特殊而重要的作用。南川区是主城都市区
的重要板块，
是四个同城化发展先行区之一，
区位条件优越，生态环境良好，
文化旅游资源
丰富。要坚持从全局谋划一域、以一域服务
全局，
找准定位、明确方位，
真抓实干、埋头苦
干，努力在推进主城都市区高质量发展中实
现新作为。
陈敏尔强调，要坚定践行以人民为中
心的发展思想，立足特色化、面向同城化，
加快打造与中心城区功能互补、融合互动

的高品质新城区。要着力提高互联互通水
平，强化基础设施一体化规划、建设、运营，
打通内部循环，优化出行方式，大力推进高
铁、高速公路、城际铁路等连接通道建设，
加快建设“ 一日生活圈”
“ 1 小时通勤圈”。
要着力培育特色优势产业，因地制宜统筹
区域产业布局，大力发展现代山地特色高
效农业、都市休闲农业、智能制造、生态康
养、消费品工业等绿色产业，加快形成新的
经济增长点。要着力推动文旅融合发展，
把自然资源和文化资源保护利用好，大力
发展特色文旅产品，推动观光旅游向康养
旅游、体验旅游、深度旅游拓展，不断延伸
产业链、提升价值链，切实把生态人文优势
转化为发展优势。要着力推动公共服务共
建共享，加快发展教育、医疗卫生、养老等
社会事业，提高生活宜居程度，抓好生态环
境保护，推动社会治理创新，不断增强人民
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市有关部门负责人参加。

并非买了﹃学区房﹄就能入读
六所学校学位紧张

大渡口区

请扫描二维
码下载上游
新闻看各区
县招生方案
细则

2-4版

▲

弃西大附中等四校划片抽签资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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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碚区

初中每三年提供一个学位
招 生 范 围 内 同 一 住 房 ，小 学 每 六 年 、

巴南区

部分已建成小区实行入学过渡
三所新学校建成投用

两江新区

籍迁入住址顺序安排学位
对 口 划 片 学 校 ，容 量 不 足 按 户

高新区

万人
2.8

二手房业主子女需迁户入住满五年
要读重庆八中等学校

渝北区

入学新生需求约
全区中小学

九龙坡区

七月三十日前发放《入学通知书》
公办初中新生实行﹃对口直升﹄

南岸区

不具备民办学校学位申请资格
失信被执行人子女

沙坪坝区

渝中区

位﹄与﹃对口直升﹄相结合的招生办法
实 行﹃多 校 划 片 、指 标 到 校 、随 机 派

2020 年义务教育阶段招生方案来了
快看主城这些区中小学如何招生

零售1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