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依法办理“碰瓷”违法犯罪案件的
指导意见》发布

重庆第一都市报

遭遇
“碰瓷”怎么办？
两高一部的最新指导意见
为你撑腰

权威报道 主流新闻

7版

今日8版 总第8911期 2020年10月15日 星期四 庚子年八月廿九 今日天气 间断小雨 气温15℃～17℃ 重庆晨报公众号 晨报微博 @重庆晨报 新闻热线966966

改革不停顿 开放不止步

深圳经济特区建立 40 周年庆祝大会隆重举行，
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
韩正出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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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委理论学习中心组（扩大）专题学习暨市
“十四五”
规划专题课题调研成果交流会召开

在战略上布好局 在关键处落好子
科学谋划好我市
“十四五”发展
陈敏尔主持并讲话 唐良智张轩王炯参加

据重庆日报消息 10 月 14 日，市委理
论学习中心组（扩大）专题学习暨市“十四
五”规划专题课题调研成果交流会召开。市
委书记陈敏尔主持会议并讲话。他强调，要
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十四五”
发展和对重庆重要指示精神，在战略上布好
局，在关键处落好子，科学谋划好我市“十四
五”发展，切实把党中央决策部署转化为规
划思路、政策举措和工作成果。
市委副书记、市长唐良智，市人大常委
会主任张轩，市政协主席王炯，市委常委，市
政府副市长，
市高法院院长参加。
一段时间以来，按照市委部署，由市领
导领题、市级部门参与，围绕“十四五”发展
重大课题开展调研，形成一批调研成果。会
议采取自学和集中学习研讨方式进行。会
上，唐良智、吴存荣、张鸣、陆克华、李明清、
李波、郑向东等作了交流发言。
陈敏尔在讲话时说，习近平总书记在中
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中青年干部培训班
开班式上的重要讲话中，对广大干部提高解

决实际问题能力，想干事、能干事、干成事提
出明确要求。编制五年规划涉及经济和社
会发展方方面面，同人民群众生产生活息息
相关，必须聚焦解决实际问题。调查研究是
做好工作的基本功。正确的决策需要调查
研究，正确的贯彻落实同样离不开调查研
究。调查研究的目的是为了发现和解决问
题。要通过深入调研，进一步吃透上情、把
握规律，了解基层需求、群众诉求，切实把事
关全市“十四五”发展的根本性、全局性、长
远性重大问题谋深谋实谋透，找到破解难题
的措施和办法。要坚持一手抓调研深化、一
手抓成果转化，集思广益、群策群力，科学谋
划好
“十四五”
发展。
陈敏尔强调，要学深悟透习近平总书
记关于“十四五”发展和对重庆的重要指
示精神，坚定不移贯彻新发展理念，坚持
从全局谋划一域、以一域服务全局，增强
战略谋划力和战术执行力，在战略上布好
局、在关键处落好子，在危机中育先机、于
变局中开新局，切实把党中央决策部署转

化为规划思路、政策举措和工作成果。要
围绕发挥“三个作用”布好局，加快培育支
撑西部地区高质量发展的新动力源，全面
融入共建“一带一路”，为推进长江经济带
绿色发展作出更大贡献；围绕构建新发展
格局布好局，坚持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这个
战略方向，扭住扩大内需这个战略基点，
积极探索融入新发展格局的有效路径；围
绕推动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布好局，
聚焦“一体化”
“ 高质量”，集中精力办好自
己的事情，同心协力办好合作的事情。要
聚焦实体经济发展落好子，加快构建现代
产业体系，深入推进大数据智能化创新，
充分激发市场主体活力；聚焦城乡建设落
好子，持续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加快城市
有机更新，促进“一区两群”协调发展；聚
焦社会民生事业落好子，提升民生保障水
平，提高社会治理效能，增强风险防控能
力；聚焦优化发展环境落好子，改善基础
设施条件，优化营商环境、生态环境、人文
环境，提升综合竞争力。

陈敏尔强调，习近平总书记在深圳经
济特区建立 40 周年庆祝大会上发表重要
讲话，发出推进改革开放迈上新征程的动
员令和宣言书。我们要深入学习贯彻，深
刻领会经济特区 40 年改革开放的巨大成
就和宝贵经验，全面把握新时代推进改革
开放的重要要求，在更高起点上推进改革
开放，加快建设改革开放新高地。要落实
好党中央改革部署，立足重庆实际，突出
抓好高质量发展体制机制、要素市场化配
置体制机制、创新链产业链融合发展体制
机制、内陆开放型经济体系等重点领域改
革，让市场有效率、政府有作为，以深层次
改革激发发展新活力。要加快出海出境
大通道建设，提升枢纽口岸功能，加快形
成内外联通、安全高效的物流网络，不断
提高开放型经济水平，以高水平开放打造
竞争新优势。
市有关部门、市“十四五”规划编制工作
领导小组主要成员单位负责人参加。

尽展
“诗与远方”重庆文旅会今日开幕
会期 10 月 15 日-18 日，
到上游新闻展台凭积分赢取五万现金大奖

下载上游新闻客户端，
阅读转发分享新闻
就可赚取积分，而这个积分，将可在今天开
幕的 2020 重庆国际文化旅游产业博览会
（以下简称“重庆文旅会”
）上参与抽奖活动，
赢取五万现金大奖。
从今日起至 18 日，重庆文旅会线上线
下双轨同步开展、成渝双城高峰论坛文旅
融合峰会等重磅活动，将尽展“诗与远方”
的魅力。
对于市民来说，如何预约观展？对于展
商来说，
可以住在哪里，
周边有哪些耍事？期
间，
除了逛展会，
还有哪些福利？为了让你顺
利参展、
观展，
我们准备了一份最全攻略。

观展

提前预约，
可参与抽奖赢福利
对于市民来说，如何进行观展？记者从
重庆文旅会组委会了解到，本届重庆文旅会
将于 10 月 15 日-18 日举行，为期四天，期
间，线下展览设在重庆国际博览中心北展区
N5、N7、N8，观展时间为 9：00—17:00。值
得注意的是，
每天 16:30 将停止入场。
预约观展，
可搜索
“重庆国际文化旅游产
业博览会”
微信公众号，
进入页面，
点击
“预约
观展”一栏，填写手机号码和验证码后，点击
“下一步”，按照要求填写姓名、年龄等信息
后，系统会生成入场二维码，届时，凭借二维
码进入。也可在现场入口处通过手机扫描相
关二维码填写信息后获取入场二维码。入场
前，
观众需配戴口罩并出示渝康码，
配合接受
体温检测、
安全检查。
记者打探到，除了观展，市民还可参与
“整点幸运大礼”获得福利，扫码或搜索“重

尚品酒店(重庆国际博览中心店)；经济型酒
店：玺豪酒店(重庆悦来会展国际博览中心
店)、青风客栈。
悦来附近还有重庆维景国际大酒店、华
辰国际大酒店、巴渝客栈、保利 N+翠云轻奢
酒店、重庆两江新区盛锦酒店等不同档次，
多达十几家酒店可供选择。
文旅会
展区周边，住
宿交通都很
方便。
庆国际文化旅游产业博览会”，关注后登录
并线上观展，均可免费参与整点抽奖活动，
文 旅 会 期 间 ，每 天 11:00、12:00、13:00、
14:00、15:00 准时进行抽奖。奖品包括华
为蓝牙音响、狮子滚绣球帆布包、电动牙刷、
多功能吉祥如意挂绳等。抽中的市民可在
文旅会期间前往国博中心 N8 馆旁 1068 组
委会办公室进行兑奖。
同时，
位于国博中心 N8 馆的上游新闻展
台，
也将给观众们带来系列大奖，
这些大奖都
可通过平时在上游新闻APP上获得的积分进
行抽取。
那么如何才能参加抽奖呢？据上游新
闻相关负责人介绍，观众只需在上游新闻
APP 内消耗 50 积分，就有机会当场获得包
括华为手机、松下空气净化机、松下电饭煲
等在内的大奖。
此外，在上游新闻 APP 上，观众还可凭
20 积分换取一张免费的体彩顶呱刮，赢取
五万现金大奖。
为了展现第九届文旅会风采，上游新闻

和重庆市摄影家协会还将联手面向广大专业
及业余摄影爱好者征集关于本届文旅会的摄
影作品。

周边

住宿交通，都很方便很亲民
如何前往文旅会现场观展呢？据文旅
会主办方相关负责人介绍，从中心城区出发
的市民，可以乘坐公交 685 路至博览中心北
站下车、公交 572 路至博览中心北站下车，
或换乘轨道交通 10 号线至悦来站下车。乘
坐火车、飞机到达的游客，可乘坐轨道交通
10 号线抵达悦来站。
对于外地前来参展的参展商和游客，酒
店住宿必不可少。
据了解，在国博中心一公里内，共有 8
家酒店。其中，五星级酒店有重庆悦来温德
姆酒店；商务酒店：月来会展商务酒店、蓝钻
精品酒店；高档酒店：维也纳酒店(重庆悦来
国博会展中心店)、斯维登服务公寓、宜必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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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食

火锅、中餐、私房菜应有尽有
每年，有大量展会在重庆国际博览中心
办展，这偌大的展馆周围，藏着好多美食打
卡地。
比如，悦来温德姆酒店自助餐主打东南
亚菜系。本届重庆文旅会主要在北区展馆
进行展示，这里的简餐也不少，中式料理可
选择大米先生、乡村基、一心一客、家荟、吴
抄手、廖记棒棒鸡、香香馆、沐江、莱美厨、粤
来粤喜、章叔叔、九园包子、正東和常一碗，
西式快餐还有麦当劳。
想吃地道的重庆火锅？悦来国际会展城
新开了一家进入大众点评必吃榜的珮姐老火
锅旗舰店，
可以去尝尝鲜。推荐经典菜品：
麻
辣牛肉、
金佛山方竹笋、
巫山魔芋等。
除了品尝重庆地道老火锅，
在 26 度街区
南北分区的滨水商业
长廊，
这里还是一个美
食聚集地，汇集中餐、
私房菜，咖啡、甜点等
应有尽有，
满足吃、
喝、
购 、娱 等 多 方 面 需
求 。 重 庆 晨 报·上
游新闻记者 李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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