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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必须进行伟大斗争
——论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在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研讨

班开班式上重要讲话
人民日报评论员

“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是一项前无古人的开
创性事业，必然会遇到各种可以预料和难以预
料的风险挑战、艰难险阻甚至惊涛骇浪”。在新
进中央委员会的委员、候补委员和省部级主要
领导干部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思想和党的二十大精神研讨班开班式上，
习近平总书记深入分析国际国内大势，科学把
握我们面临的战略机遇和风险挑战，强调“必须
增强忧患意识，坚持底线思维，居安思危、未雨
绸缪，敢于斗争、善于斗争，通过顽强斗争打开
事业发展新天地”。

敢于斗争、敢于胜利是我们党的鲜明品格，
是党和人民不可战胜的强大精神力量。历史反

复证明，以斗争求安全则安全存，以妥协求安全
则安全亡；以斗争谋发展则发展兴，以妥协谋发
展则发展衰。我们党依靠斗争走到今天，也必然
要依靠斗争赢得未来。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要把
握新的伟大斗争的历史特点，发扬斗争精神，坚
定斗争意志，增强斗争本领，掌握斗争主动权，有
效应对重大挑战、抵御重大风险、克服重大阻力、
解决重大矛盾，战胜前进道路上的一切艰难险
阻，不断夺取新时代伟大斗争的新胜利。

保持战略清醒，对各种风险挑战做到胸中
有数。新时代新征程，我国发展面临新的战略
机遇、新的战略任务、新的战略阶段、新的战略
要求、新的战略环境。 （下转2版）

本报讯 （记者 李 一）2月23
日，区委宣讲团成员、区政协主席王志
宏走进渝中职业教育中心，面对面为学
校教职工宣讲党的二十大精神。

王志宏紧扣党的二十大报告，围绕
党的二十大的主题和主要成果、过去五
年的工作和新时代十年的伟大变革、马
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中国式现代
化、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目
标任务、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和全面从严
治党、应对风险挑战七个方面展开，深
度解析党的二十大的重大意义和深刻
内涵，助力全校教职工学深、弄懂、悟透
党的二十大精神实质。

王志宏强调，党的二十大是在全党

全国各族人民迈上全面建设社会主义
现代化国家新征程、向第二个百年奋斗
目标进军的关键时刻召开的一次十分
重要的大会，是一次高举旗帜、凝聚力
量、团结奋进的大会。要认真学习领会
党的二十大精神，全面贯彻习近平新时
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牢记空谈误
国、实干兴邦，坚定信心、同心同德，埋
头苦干、奋勇前进，为全面建设社会主
义现代化国家、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
复兴而团结奋斗；要切实肩负起为党育
人、为国育才光荣使命，努力办好人民
满意的职业教育，不断涵养师德、提升
师能、锤炼师艺，着力培养出有理想、有
本领、有担当的时代新人。

王志宏进校园宣讲党的二十大精神

本报讯 （记者 李传芳）2月27日，重庆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重庆自由贸易试验区分行在解放碑
正式开业。这是全国唯一一个设置在核心商圈和
中央商务区的自贸区金融机构。副市长商奎，区委
书记赵世庆出席开业仪式。区委副书记、区长黄茂
军，重庆银行党委书记、董事长林军致辞。重庆银
行党委副书记、行长冉海陵主持。区委常委、副区
长邓光怀，副区长梁栋、市级部门相关负责人参加。

据悉，重庆银行自贸区分行不仅是全国唯一一
个设置在核心商圈和中央商务区的自贸区金融机
构，也是中西部地区首个地方法人银行专注服务自
贸区的分行。重庆银行自贸区分行以该行民生路
支行为主体，下辖解放碑支行、大阳沟支行、白象街
支行、洪崖洞支行、文化宫支行、八一路支行6家网
点。

黄茂军代表区委、区政府向重庆银行自贸区分
行开业表示祝贺。

黄茂军说，渝中是重庆百年金融的开埠之地，
金融产业“要素富集、基础雄厚”，是落子布局的最
佳首选地。当前，按照市委、市政府安排，渝中正紧
抓政策机遇，积极承接建设西部金融中心主承载
区、绿色金融改革创新试验区核心区、服务业扩大
开放综合试点先行示范区、国际消费中心城市核心
区等重大战略任务，着力建设“四化”现代都市、打
造“四区”首善之地，发展无
限、机遇无限。相信重庆银
行自贸区分行将在总行的大
力支持下，充分发挥综合金
融优势，推进金融产品、服
务、资源的内外统筹、融合创
新，与区域发展同频共振，持
续提升服务实体经济效能，

（下转2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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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 李传芳）2月27
日，区政府与中国移动通信集团重庆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中国移动重庆公
司”）签订战略合作协议。区委书记赵
世庆，区委副书记、区长黄茂军与中国
移动重庆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总经
理夏泳一行座谈并见证签约。区委副
书记张远洪，副区长罗毅，中国移动重
庆公司党委委员、董事、副总经理雷雪
梅、艾忠民、杨永参加。

赵世庆、黄茂军代表区委、区政府
欢迎夏泳一行来区深化合作，向中国移
动重庆公司对渝中发展的大力支持表
示感谢。

赵世庆说，本次签约既是双方战略
合作的深化，也标志着双方合作关系迈
上新台阶。当前，渝中上下正深入学习
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认真落实市委六
届二次全会精神和全市建设成渝地区

双城经济圈工作推进大会精神，努力在
新时代新征程新重庆建设中扛起“母
城”担当、展现渝中作为。市委“一号工
程”为我们明确了建设现代基础设施网
络、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加快科技创
新中心建设等“十项行动”，这既是渝中
面向未来的重大战略任务，也是中国移
动重庆公司未来发展的重要机遇。中
国移动重庆公司作为全市网络规模最
大、客户数量最多的电信运营企业，在
移动通信领域
技术创新、业务
创新和服务创
新等方面具有
十分明显的优
势。希望双方
进一步提高站
位、找准定位，

（下转2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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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茂军走访调研辖区金融机构
本报讯 （记者 李 一）2月

27日，区委副书记、区长黄茂军前往
中国农业发展银行重庆市分行（以
下简称“农发行重庆市分行”）走访
调研，与农发行重庆市分行党委书
记、行长孟范君等座谈交流，面对面
了解发展需求，心贴心增进政企情
谊，点对点施策纾困解难。副区长

梁栋，农发行重庆市分行党委委员、
副行长曹华政、赵竞彦参加。

“你们在发展中有没有需要我
们协调解决的问题呢？我们全力做
好服务保障工作。”“对我们的服务
有任何意见建议，都可以开诚布公
地说。”座谈中，黄茂军关心询问银
行对区政府工作的总体评价和意见

建议，详细了解银行的整体发展情
况、经营亮点工作和当前面临的困
难问题，并围绕项目运营、业务开
展、周边环境秩序等，与银行一起谋
措施、想办法，现场“点兵”支招，明
确办理部门和时限，为银行高质量
发展“保驾护航”。

黄茂军对农发行重庆市分行一

直扎根渝中、为渝中经济发展作出的
积极贡献表示感谢，并对农发行重庆
市分行近年来
取得的发展成
就表示祝贺。

黄 茂 军
说，一直以来，
双方互动密切
良好，沟通交
流顺畅，
（下转2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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渝中区建设国际消费中心城市核心区和内陆开放高地工作推进会召开

打造国际消费核心创新开放窗口
在落实落细市委“一号工程”中展现极核担当

赵世庆讲话 黄茂军作主题发布 何积光王志宏等出席
本报讯 （记者 李传芳）2月

28日，渝中区建设国际消费中心城
市核心区和内陆开放高地工作推进
会召开。区委书记赵世庆出席并讲
话。他强调，要进一步凝聚思想共
识、汇聚奋进力量，齐心协力推动全
区商务经济高质量发展再上新台阶，
努力推动渝中在细化落实市委“一号
工程”任务中，更好地展现极核担当、
发挥极核作用、巩固极核地位。

区委副书记、区长黄茂军发布
2023年渝中区消费提质扩容十大
行动、创新开放十大项目、产业升级
十大工程。

区人大常委会主任何积光，区
政协主席王志宏，市商务委党组成
员、副主任彭和良，市中新示范项目
管理局党组成员、副局长唐卫东，市
政府口岸物流办党组成员、副主任
王荆，重庆海关党委委员、副关长王

忠文，市贸促会二级巡视员梁有余，
以及相关企业代表出席。区委副书
记张远洪主持，区委常委、副区长邓
光怀发布《渝中区关于建设国际消
费中心城市核心区的扶持办法》。

会议表彰了2022年渝中区商务
商贸领域优秀企业，并为获得渝中区
2022年度节会风尚奖、领创首店奖、
食代锋芒奖、开放扬帆奖、贸易扛鼎
奖、零售大麦奖的企业颁奖。

赵世庆指出，推进国际消费中心
城市核心区和内陆开放高地建设，是
渝中落实落细市委“一号工程”任务
的重要内容。要倾力打造国际消费
中心城市核心区，聚拢城市烟火气、
提振“母城”消费力。打造具有世界
知名度的商业地标，努力建成本地人
回归、海内外宾朋齐聚，近悦远来、主
客共享的文商旅产城人融合发展的
城市消费极核。 （下转2版）

渝中区建设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工作推进大会召开

认真落实市委“一号工程”系列部署要求
为新时代新征程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重庆作出新的更大贡献

赵世庆出席并讲话 黄茂军主持 何积光王志宏出席
本报讯 （记者 李传芳）2月

28日，渝中区建设成渝地区双城经
济圈工作推进大会召开。区委书记
赵世庆出席并讲话。他强调，要全
面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精神和习
近平总书记关于成渝地区双城经
济圈建设的重要指示精神，深入学
习贯彻全市建设成渝地区双城经
济圈工作推进大会精神，认真落实
市委、市政府关于“一号工程”系列
部署要求，统一思想、凝心聚力，拉
高标杆、奋勇争先，坚定扛起“重庆
母城、都市中心”的责任担当，以排
头兵的姿态和先行者的担当，动起
来、跑起来、干起来，努力取得更大
突破性进展、打造更多标志性成

果，真正实现既为一域增光，又为
全局添彩，为新时代新征程全面建
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重庆作出渝
中新的更大贡献。

区委副书记、区长黄茂军主
持。区人大常委会主任何积光，区
政协主席王志宏，区委副书记张远
洪，全体在家区级领导出席。

赵世庆指出，成渝地区双城经
济圈建设是习近平总书记亲自谋
划、亲自部署、亲自推动的国家重大
区域协调发展战略，既是习近平总
书记、党中央赋予重庆的重大使命
任务，又是加快建设现代化新重庆
的重要战略机遇。三年多来，我们
始终牢记习近平总书记殷殷嘱托，

紧扣《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规
划纲要》，牢固树立“一盘棋”思想和
一体化发展理念，高站位落实国家
战略和市委部署，高起点实施项目
规划建设，高质量推动产业协同发
展，高水平推进改革开放创新，高效
能提升公共服务水平，推动成渝地
区双城经济圈建设取得重要进展。
要在政治站位上更进一步、更深一
层，深刻领会推进成渝地区双城经
济圈建设的重大战略意图，进一步
凝聚唱好“双城记”、共建经济圈的
共识和合力。要从推进中国式现代
化的高度，深化对“一号工程”战略
意义的认识把握，千方百计抢时间、
抢机遇、抢要素，加速把国家战略转

化为渝中的生动实践、发展实效。
要从建设新时代新征程新重庆的维
度，深化对“一号工程”战略目标的
认识把握，切实在打造“增长极”中
当好增长点，在夯实“动力源”中扮
演生力军，在提升“贡献度”中凸显
辨识度。要从谱写渝中发展新篇章
的角度，深化
对“ 一 号 工
程”战略定位
的认识把握，
努力成为区域
高质量发展的

“火车头”“主
引擎”。
（下转2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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戴家巷崖壁公园防空洞对外开放后，已成为市
民、游客打卡热点。该防空洞主洞为“洞见山城公
共艺术空间”，分支洞为“星际熊时空穿越隧道”，洞
壁上绘制了有重庆特色的墙画，市民、游客穿行其
中，如置身于巴渝画卷中。

近年来，渝中加大对防空洞的活化利用力度,防
空洞纳凉点、防空洞酒窖、防空洞火锅等特色文化、
消费场景应运而生，在切实将人防工程融入经济社
会建设发展大局的同时，也成为一道独特的城市景
观。 记者 何 超 摄影报道

洞见山城

藏在戴家巷的
梦幻防空洞

渝中蹄疾步稳建设全国一流基础教育强区
“人文渝中 尚品教育”持续走深走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