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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行时

扫 黑 除 恶

5月15日，2019上海合作组织地方领
导人会晤在重庆渝州宾馆开幕。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市委书记陈敏尔
出席并宣布开幕。市委副书记、市长唐良智
出席并致辞。市人大常委会主任张轩，市政
协主席王炯，上合组织副秘书长卓农、实业
家委员会执行秘书长卡纳夫斯基、实业家
委员会轮值主席沙尔舍基耶夫，市委副书
记任学锋，外交部部长助理陈晓东，贵州省
副省长卢雍政，上合组织10个成员国和观
察员国的地方领导人、驻华使节和企业负
责人，外交部、商务部、中国贸促会和部分
省区市领导等出席相关活动。市领导吴存
荣、王赋、潘毅琴等出席。

经国务院批准，2019上海合作组织地
方领导人会晤于5月14日至16日在重庆
举办。本次会晤以“开放、共享，上合组织
国家地方合作新机遇”为主题，由重庆市政
府和上合组织秘书处共同主办。

唐良智在开幕式上致辞，代表重庆市
委、市政府，代表陈敏尔书记，对各位嘉宾

表示热烈欢迎和衷心感谢。他说，习近平
主席在上合组织青岛峰会上强调要弘扬

“上海精神”，构建命运共同体，在第二届
“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上倡导共同
绘制精谨细腻的“工笔画”，共同开创共建

“一带一路”的美好未来。上合组织地方领
导人会晤在重庆举行，是弘扬“上海精神”
的实际行动，是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的
务实举措，必将架设起上合国家地区间沟
通交流的桥梁纽带，凝聚起推动共建“一带
一路”走深走实的“上合力量”。当前，重庆
正遵照习近平主席的殷殷嘱托，更加注重
从全局谋划一域、以一域服务全局，努力在
推进新时代西部大开发中发挥支撑作用、
在推进共建“一带一路”中发挥带动作用、
在推进长江经济带绿色发展中发挥示范作
用。重庆发挥处在“一带一路”和长江经济
带联结点的区位优势，加快建设内陆开放
高地；发挥地处长江上游的生态优势，加快
建设山清水秀美丽之地；发挥国家重要制
造业基地的产业优势，加快构建现代产业
体系，努力推动高质量发展；发挥直辖市体
制优势，强化与西部各省区的协同发展、联
动发展，共同在新时代推进西部大开发形
成新格局中展现新作为、实现新突破，共同
推动共建“一带一路”走深走实、行稳致远、
高质量发展。近年来，重庆与上合组织国

家之间互联互通水平不断提高，经贸合作
日益紧密。重庆愿携手上合组织各地区，
强化基础设施互联互通、产业发展协同、科
教人文融合，齐心协力构建上合组织命运
共同体。希望各位嘉宾多到重庆走一走、
看一看，在重庆“行千里·致广大”，开启新
征程，谱写新篇章。

陈晓东代表中国外交部，对来自上合
组织成员国、观察员国的政府和地方代表
以及驻华使节表示诚挚欢迎，对本次会晤
的举行表示热烈祝贺。陈晓东说，举办此
次会晤是落实上合组织领导人有关共识的
重要举措，对于促进各国地方友好合作交
往、深化上合组织务实合作具有重要意义，
有助于各方把握共建“一带一路”的机遇，
加强地方层面政策沟通，发掘合作潜力，更
好地助力各国地方经济社会发展。当前上
合组织正处于新的历史起点，中方愿同各
方携手努力，推动上合组织地方合作不断
迈上新台阶。重庆是中国历史文化名城、
西部地区唯一直辖市，进入新时代，重庆已
发展成为西部大开发的重要战略支点、“一
带一路”和长江经济带的联结点。感谢重
庆市委、市政府精心筹办本次会晤，祝愿这
次会晤取得圆满成功。

卓农宣读了上合组织秘书长诺罗夫的
贺信，代表上合组织欢迎各位嘉宾，感谢主

办方重庆的周到安排。诺罗夫在贺信中
说，重庆是中国重要中心城市、长江上游地
区经济中心，也是落实“一带一路”倡议的
重要参与者。在重庆举办此次会晤，为我
们进一步开展互利合作创造了有利条件。
目前上合组织已成为开展多边合作的有效
平台，在国际舞台上的发言权不断扩大。
为落实上合组织峰会所达成的各项共识，
我们制定了2025年前的发展战略，并就地
方合作发展制定了实施规划纲要。通过上
合组织地方领导人会晤这一平台，我们将
建立直接对话，提出一系列新的倡议和项
目，进一步推动上合组织各国地方之间在
各个领域的有效合作。相信此次会晤将进
一步巩固各国之间的睦邻友好关系，深化
上合组织各地方的经济和人文合作，推动
地方合作取得更大成绩。

开幕式后举行了主旨发言活动，17位
国内外嘉宾先后发言，围绕会晤主题建言
献策。

会晤期间将举办“共商、共建、共享”经
贸投资对话会、“美轮美奂新丝路”文旅合
作推介会、“自由贸易试验区对接交流会”
等主题交流会，并举办项目集中签约、主题
考察、主题展览等活动。

市有关部门负责人参加相关活动。
据重庆日报

2019上海合作组织地方领导人会晤在渝开幕
陈敏尔出席并宣布开幕

唐良智致辞 张轩王炯卓农出席活动

记者昨日从市文旅委获悉，为加大文
化遗产保护宣传力度，5月18日到6月8
日，我市将举办2019“国际博物馆日”暨第
十届重庆文化遗产宣传月活动，推出文化
惠民、走进文化遗产、历史文化讲座等方面
的活动共计200多项，邀您充分感受文化
带来的魅力。

馆长给你讲解历史文化

5 月 18 日是第 43 个“国际博物馆
日”。记者了解到，5月 18日下午 2点，
2019“国际博物馆日”暨第十届重庆文化遗
产宣传月忠县主场活动将在忠州博物馆举
行。届时，忠州博物馆将正式开馆。同时，
故宫博物院原副院长、文博研究员李文儒
先生将为大家带来《博物馆热与博物馆热
点问题》的讲座。

在文化惠民方面，市民有哪些优惠可
享受呢？记者了解到，国际博物馆日、文

化和自然遗产日，8个博物馆及文物遗址
实行门票减免优惠。

另外，在5月18日和19日，重庆中国
三峡博物馆、重庆红岩革命历史博物馆、重
庆三峡移民纪念馆等博物馆邀请了馆长为
市民生动讲解历史文化。

现场感受古老文化艺术

除了听馆长讲座，还有专题展览在等
着你。

记者了解到，主城范围内专题展览主
要有：三峡博物馆的《江汉汤汤 南国之纪
——曾侯与他的时代》《穆夏：欧洲新艺术
运动先锋》《妙香秘境——云南佛教艺术
展》；大渡口区博物馆《泥韵风华——于士
华滴塑大渡口博物馆馆藏作品展》；九龙坡

区巴人博物馆《九龙坡区历史建筑普查成
果展》；沙坪坝区博物馆《河山信美——抗
战大后方题刻拓片艺术展》。

区县方面：万州区博物馆《迁·城——
艾陈权开州老城摄影手记》《南浦乡愁——
万州区文物古迹图片展》；綦江博物馆《綦
江革命烈士事迹展》；夔州博物馆《保护革
命文物传承红色基因展览》；巫山博物馆
《百年巫山之票证时代展》；永川博物馆《永
川水印——重庆美术馆水印版画馆藏作品
展》等。

据悉，部分展览将持续至7月。

公众可走进考古现场

值得一提的是，5月和6月，由市文化
遗产研究院组织的合川钓鱼城范家堰遗

址、何氏土司城遗址考古现场体验活动将
带领公众走进考古现场。同时，重庆各区
县还将继续开展参观文物遗址古建、流动
博物馆进校园、进社区、进乡镇、进企业等
系列活动。

活动期间，还将开展“传颂家乡历史，
弘扬爱国精神”第五届小小讲解员大赛、
大千世界寻真意——第三届“艺心筑梦”
青少年美术大赛等9项比赛活动；“记住乡
愁，最美云阳”非遗图片展、巴渝非遗文化
展演等10个现场非遗展示展演活动；划龙
舟、包粽子、“中国心·端午情”等14个传统
节日文化体验活动；“民间寻宝·古玩赶场”

“乡愁记忆·非遗赶场和第七届长江三峡
旅游金三角文物艺术品交流会等民间交流
活动。

重庆晚报-上游新闻记者 朱婷

国际博物馆日，200多项活动让你感受文化魅力

生活在渝北区，也许你会感受到身边
有这样的变化：在机场扎堆的“羊儿客”消
失了，机场恢复有序畅通的景象；老旧小区
安装上智能门禁系统，为群众当起24小时
的“门卫”；市场上缺斤少两现象减少，市民
们购买农副产品不用再和商贩“斗智斗勇”
了……

“住在渝北，我们觉得很有安全感。”看
着身边治安环境越来越好，住在两路街道
的陈海民感慨地说。

这得益于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的开展，
并且，类似的众多变化并不仅出现在渝北
区。自中央扫黑除恶第9督导组对重庆督
导反馈意见以来，渝中区、九龙坡区、万州
区、綦江区、垫江县等全市各区县，均对中央
督导反馈问题逐一明确整改目标、任务、措
施和具体工作要求，对标对表相关整改事项
和内容，逐项开展“回头看”，一批黑恶势力
得到依法严惩，一批重点行业和重点领域乱
象得到集中整治，基层组织建设得到全面
加强，整改落实工作取得阶段性成效。

九龙坡区
法治文化长廊成社区居民“学习园地”

4月29日中午，家住九龙坡区华岩镇

华福雅苑的刘大爷，吃过午饭后又挎着水
壶出门了，“最近社区居委会多了一个学习
阵地，我们都喜欢去那里扎堆。”

记者跟着刘大爷的脚步，来到社区居
委会楼前，一条长约100米的平安华岩法
治文化长廊展现在眼前，有的居民坐在一
旁休憩，有的在看其中的“严惩黑恶犯罪
维护社会稳定”宣传展板。

九龙坡区华岩镇相关负责人介绍，法
治文化长廊自去年12月建成投用以来，就
成了附近居民了解学习政策的“学习园
地”。

“去年中央扫黑除恶第9督导组到我们
这里扎扎实实检查督导了一整天，让我们
对扫黑除恶专项斗争有了更加深刻的认
识。”该负责人介绍，对于中央督导组指出的
问题，镇党委政府高度重视，及时制定整改方
案，每月召开领导小组工作推进会，确保整改
到位，法治文化长廊就是整改措施之一。如
今，华岩镇还配齐配强了村级班子等，全面
实现扫黑除恶宣传全覆盖、零缝隙。

华岩镇的扫黑除恶专项斗争整改只是
九龙坡区整改工作的一个缩影。从去年9
月以来，九龙坡区对照中央扫黑除恶督导
组反馈的5个方面54项问题，细化任务分
工，层层压实领导、部门整改责任。截至目
前，涉及九龙坡区的整改事项均已整改完

毕，并正持续巩固深化。

万州区
依法严惩黑恶势力，市民拍手称快

“扫黑除恶专项斗争，让我们老百姓心
里越来越踏实！”曾受恶势力团伙伤害的万
州居民李俊（化名）告诉记者。

2018年12月19日，万州区人民法院
对潘某等14人组成的恶势力犯罪集团一
审宣判：首要分子潘某被判处有期徒刑十
年六个月并处罚金，周某被判处有期徒刑
十一年八个月……得知消息，万州市民无
不拍手称快。

万州区扫黑办相关负责人介绍，该区
强化依法打击，保持高压严打态势，始终把
专项斗争作为一项重大政治任务来抓，加
强案件打击力度，坚持以办案为中心，在保
证案件质量、严格办案程序的前提下，加快
办案进度，做好侦、诉、审各个环节有序衔
接，依法快侦快诉快审，推动战果迅速转
化。

截至目前，万州区已侦办并申报市公
安局认定黑社会性质组织、黑恶团伙（集
团）战果10个（其中黑社会性质组织1个、
恶势力犯罪集团4个、恶势力犯罪团伙5
个），现已全部移送审查起诉。

渝中区
解放碑商圈整治，赢得市民纷纷点赞

“哎呀，以前晚上出门散个步都看得到
地上很多乱七八糟的‘小卡片’。现在好了，
看不到那些乱七糟八的东西了！”家住解放
碑附近的居民吴女士如释重负地告诉记者。

“两江游明显比以前规范多了！”在洪
崖洞带着朋友游玩的小江也很是感慨。

渝中区游客“打卡地”众多，为了让居
民生活安心、游客耍得放心，在重点地区、
重点行业和领域专项整治方面，相关部门
做了大量工作。

渝中区扫黑办相关负责人介绍，渝中
区对照中央督导组反馈问题，认真开展扫
黑除恶专项斗争“回头看”，对重点地区、行
业和领域专项整治，开展解放碑商圈整治、
交通领域专项整治，多部门联合开展两江
游常态化便装执法，处罚违规运营车辆
……截至4月底，治安重点地区发案同比下
降49.41%。

喜人变化并不只是出现在渝中区。如
今，随着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的深入推进，这
样的改变出现在全市各地。

“扫了黑、除了恶、治了乱，我们更有安
全感了。”市民纷纷点赞说。 据重庆日报

“扫了黑、除了恶、治了乱，我们更有安全感了”
——各区县对中央督导反馈问题逐项开展“回头看”，老百姓点赞“身边的平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