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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历己亥年三月大十四 三月十六 谷雨

今天晴转多云 温度:最低16℃ 最高28℃ 东南风3-4级
明天多云到阴转阴有时有小雨 温度:最低19℃ 最高25℃ 东南风4-5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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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无人之地到宜居之城
———新疆兵团八师石河子市走出高质量发展之路

“一网通办”以上海为原点辐射长三角

习近平：脱贫攻坚是我心里最牵挂的一件大事
主持召开座谈会强调统一思想一鼓作气顽强作战越战越勇，扎实做好今明两年脱贫攻坚工作

在重庆考察时深入石柱土家族自治县的学校、农村，实地了解“两不愁三保障”是不是真落地还有哪些问题

新华社重庆4月17日电 中共中央总

书记、 国家主席、 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

4月15日至17日在重庆考察， 主持召开

解决 “两不愁三保障” 突出问题座谈会

并发表重要讲话 。 他强调 ， 脱贫攻坚

战进入决胜的关键阶段 ， 各地区各部

门务必高度重视 ， 统一思想 ， 抓好落

实， 一鼓作气， 顽强作战， 越战越勇，

着力解决 “两不愁三保障” 突出问题，

扎实做好今明两年脱贫攻坚工作 ， 为

如期全面打赢脱贫攻坚战 、 如期全面

建成小康社会作出新的更大贡献。

山城四月， 春风和煦， 山水透绿， 一

派生机勃勃。 4月15日， 习近平在中共中

央政治局委员、 重庆市委书记陈敏尔和市

长唐良智陪同下 ， 深入石柱土家族自治

县的学校 、 农村 ， 实地了解脱贫攻坚工

作情况。

石柱土家族自治县地处武陵山集中连

片特困地区 ， 是国家扶贫开发工作重点

县。 15日中午， 习近平一下飞机， 就转乘

火车、 汽车前往石柱县， 山路蜿蜒， 坡急

沟深， 辗转3个多小时抵达大山深处的石

柱县中益乡华溪村。

习近平首先来到中益乡小学。 学校

操场上， 小学生们正在开展课外文体活

动 。 看到总书记来了 ， 学生们围拢过

来， 纷纷问习爷爷好， 总书记高兴地同

大家交谈， 询问他们学习和生活情况。

中益乡地处大山深山之中， 群众居住比

较分散， 孩子上学是个难题。 习近平指

出， “两不愁三保障”， 很重要的一条

就是义务教育要有保障。 再苦不能苦孩

子， 再穷不能穷教育。 要保证贫困山区

的孩子上学受教育， 有一个幸福快乐的

童年。 茛 下转第三版

在石柱土家族自治县中益乡华溪村，习近平踏着湿滑的石阶登上陡坡，前往贫困户谭登周家看望。

到2020年稳定实现“两不愁三保障”
到2020年稳定实现农村贫困人口不愁吃、不愁穿，义务教育、基本医疗、住房安

全有保障，是贫困人口脱贫的基本要求和核心指标，直接关系攻坚战质量。总的看，

“两不愁”基本解决了，“三保障”还存在不少薄弱环节。各地区各部门要高度重视，统
一思想，抓好落实。要摸清底数，聚焦突出问题，明确时间表、路线图，加大工作力度，

拿出过硬举措和办法，确保如期完成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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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几天， 浦东新区临港的一组工地

探访照片成了“网红”，人们透过那一排

排钢结构屋顶网架， 仿佛可以看到 “未

来”的场景———集研发、制造、销售等功

能于一体的特斯拉超级工厂， 全部建成

运营后年产能将达50万辆纯电动整车。

40公里之外的张江，一座神秘的“小

岛” 刚刚向公众揭开面纱———位于张江

科学城中区的张江人工智能岛同样露出

了满满的 “未来感 ”，IBM、英飞凌 、微软

等跨国巨头， 同济大学无人系统研究院

等科研院所，还有云从科技、小蚁科技、

汇纳信息、 黑瞳科技等知名企业都已成

为“岛民”，最具代表性的人工智能核心

技术和产品将率先在此投入应用。

临港在南、张江在北，两相呼应的画

面正是浦东高质量发展的真实写照。未

来已来，路在脚下，今天是浦东开发开放

29周年纪念日， 迈向而立之年的这片热

土正再次出发， 用创新和开放拥抱更多

未知领域。

拿出“店小二”姿态，首创
性探索带出加速度

特斯拉汽车首席执行官埃隆·马斯

克今年1月现身浦东，在特斯拉上海超级

工厂开工现场，他用“令人惊叹”来形容

亲身感受到的“上海速度”：去年7月战略

签约，年底取得施工许可证，落地满打满

算仅用时5个多月，这是工厂所在的浦东

临港创造出的新纪录。 制造这一速度的

是浦东的“店小二”姿态———摸清特斯拉

的需求提供精准服务， 提前介入项目落

地各环节，对规划调整、土地储备、农转

用及征地等关键流程并联推进， 最终实

现当年签约、当年拿地。

发展的动力来自改革，来自创新。浦

东用一连串首创性的探索， 跑出了漂亮

的高质量加速度曲线：

企业市场准入经过全流程便利化

改革，企业登记环节审批速度大幅提升

60%以上， 新设企业实现2天设立、4天

开业；

企业投资建设项目审批方面， 实现

带设计方案出让24个自然日办结， 不带

设计方案出让80个自然日办结， 达到国

际先进水平；

茛 下转第五版

荩 刊第七版

习近平在石柱土家族自治县中益乡小学同师生亲切交谈，了解义务教育保障情况。 均新华社记者 谢环驰摄

讲述从“伟大觉醒”到“伟大开端”的故事
中共一大会址纪念馆今起推出“五四新文化运动与中国共产党的创建文物史料展”

今年是五四新文化运动 100 周年。 百

年前的这一 “伟大觉醒” 与中国共产党的

创建有着怎样深刻的关联？ 今天在中共一

大会址纪念馆揭幕的 “伟大觉醒———五四

新文化运动与中国共产党的创建文物史料

展”， 将通过 126 件馆藏珍贵文物给出深入

阐释。

这些展品鲜少拿出来展出， 它们以实

物形式向人们生动讲述新文化运动和五四

运动如何唤醒一代新青年， 指引他们在比

较和推求中选择了马克思主义， 又推动马

克思主义在中国广泛传播及其与中国工人

运动相结合的实践运动中酝酿、 筹备、 建

立了中国共产党。

选择马克思主义之前，中国
仁人志士曾有过多种探索

“中国共产党的诞生， 是近代以来中

国社会发展的历史必然。 发生于20世纪初

期的五四新文化运动， 促进了中华民族的

伟大觉醒， 为无产阶级新型政党的创建奠

定了思想基础和干部基础。” 据中共一大会

址纪念馆陈列研究部副主任张玉菡介绍 ，

在选择马克思主义之前， 关于当时中国的

出路， 仁人志士有过多种探索。 比如， 辛

亥革命后， 曾在中国大地上树起了民主共

和国的旗帜， 但这并没有给人们带来预期

的民族独立和社会进步。 展览入口处， 首

次公开展出的一枚宋教仁流血纪念章， 是

很好的见证。 1913年3月20日， 身为国民党

代理理事长的宋教仁在上海火车站遇刺 ，

不治身亡， 民主共和的幻象由此破灭。

惨痛的教训使中国人最终认识到 ，要

从根本上改造中国， 需要有文化的觉醒和

思想的启蒙，新文化运动由此发端。在展览

中，《新青年》杂志出现的频次最高。这是新

文化运动标志性刊物 ， 由陈独秀主编 ，于

1915年9月15日创刊于上海 ，原名 《青年杂

志 》，从第2卷起改成 《新青年 》。它的问世 ，

吹响了新文化运动的号角， 擂起了思想解

放的战鼓：1918年6月，《新青年》 第4卷第6

号推出 “易卜生号 ”，易卜生笔下勇敢追求

个性解放的娜拉形象引发当时的社会热

议， 进而引发了改革中国传统戏曲的热烈

讨论。1919年9月，《新青年》 第6卷第5号刊

登了七篇从不同角度、 立场介绍和评价马

克思及其学说的文章， 将马克思主义的研

究推向了一个新高度 。1920年5月 ， 《新青

年》推出“劳动节纪念号”，集中反映各地工

人运动及各国劳动组织的状况， 这是马克

思主义与中国工人运动结合的见证。

在“与劳工为伍”的实践中，

认识到组建无产阶级政党迫切性

据与毛泽东一起参加五四运动的周世

钊回忆： “（毛泽东） 有很长一段时间， 每

天除上课 、 阅报以外 ， 看书 ， 看 《新青

年》； 谈话， 谈 《新青年》； 思考， 也思考

《新青年》 上所提出的问题。”

茛 下转第九版

■本报记者 李婷

■本报记者 唐玮婕

荩 刊第二版

一季度国民经济“成绩单”发布

经济运行平稳开局 高质量发展势头良好

资料来源：新华社
制图：李洁

荩 详细报道《第一季度十大数据透视中国经济发展脉动》刊第三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