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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7·26”
重要讲话精神是当前首要的政治任务，
迎接党的十九大胜利召开是当前重大
的政治责任。全市上下要自觉把党中
央和习近平总书记对重庆的重视关怀，
转化为做好改革发展稳定各项工作的
强大动力，以积极向上的精神状态迎接
十九大，推动形成心齐气顺劲足实干的
良好局面。

“良好的精神状态，是做好一切工
作的重要前提。”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
调精神状态的重要性。能否以新的精
神状态和奋斗姿态，全身心投入到工作
中去，这对全市广大干部是一次实践历
练，是一次政治考验。精神状态好，一
好带百好。全力以赴做好重庆当前工
作，以积极向上的精神状态迎接十九
大，就要始终做到坚定、清醒、有为。

以积极向上的精神状态迎接十九

大，首先要坚定，保持政治定力，增强战
略定力。保持政治定力，就是要旗帜鲜
明讲政治，把坚决维护习近平总书记的
核心地位作为第一位的政治要求，始终
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同以习近平同
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时时
事事处处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
领导，切实做到思想上充分信赖、政治
上坚决维护、组织上自觉服从、感情上
深刻认同、行动上始终跟随。增强战略
定力，就是要把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
讲话精神和治国理政新理念新思想新
战略作为做好重庆各项工作的“主心
骨”和“定盘星”，深学笃用、知行合一，
推动习近平总书记视察重庆重要讲话
精神落地见效，把总书记的殷殷嘱托、
把市第五次党代会绘就的蓝图落实到
重庆大地上。

以积极向上的精神状态迎接十九

大，同时要清醒，充分认识到肩负的使
命任务、面临的机遇挑战、发展的困难
问题。思深方益远，谋定而后动。现
在，重庆改革发展正处在关键时期。我
们有信心、有决心做好工作，但不可掉
以轻心。要进一步统一思想、凝聚力
量，敢闯敢试、苦干实干，既要有魄力、
定力，又要有毅力、耐力，一锤接着一锤
钉钉子，以新发展理念创造新发展业
绩。要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更好
把握稳和进的关系，把握好平衡，把握
好时机，把握好度，做到稳中求进、稳中
向好。要正确面对机遇和挑战，在正确
的时间做正确的事情，抓住用好机遇，
妥善应对挑战，努力变压力为动力，化
挑战为机遇。

以积极向上的精神状态迎接十九
大，必须要有为，奋发有为、积极作为、
主动作为，再干成一批大事、新事、实

事。坚定、清醒，最终是要有为。有为，
要体现在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
局和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
上。有为，要看改革有没有新突破、开
放有没有新进展、创新有没有新成效，
好的局面有没有保持，新的局面有没有
打开。有为，要看人民群众有没有获得
感，当前老百姓在看着我们党员干部，
我们要对得起老百姓的期待，释放强大
的正能量，展现良好的精神风貌。

全市各级各部门都要始终保持坚
定清醒有为的状态，把心思和精力集中
到工作上来，一天也不耽误，一刻也不
懈怠，以饱满的工作热情和昂扬的干事
精神，以“人一之我十之，人十之我百
之”的劲头，以“功成不必在我”“功夫必
须在我”的境界，迎难而上，砥砺前行，
以新业绩新气象迎接党的十九大胜利
召开。

以积极向上的精神状态迎接十九大
——二论把迎接党的十九大胜利召开作为当前重大的政治责任

本报评论员

本报讯 （记者 李鹏 杨帆）8月7
日，中共重庆市委召开市级民主党派、工
商联负责人和无党派人士代表座谈会，听
取对当前工作的意见建议，共商多党合作
事业发展。市委书记陈敏尔出席会议并
讲话。

市委常委、市委组织部部长曾庆红，
市委常委、市委秘书长王显刚出席会议。
市委常委、市委统战部部长陶长海主持会
议。

座谈会上，民革市委主委王新强、民
盟市委主委吴刚、民建市委主委沈金强、
民进市委主委陈贵云、农工党市委主委杜
黎明、致公党市委主委张玲、九三学社市
委专职副主委杨开奎、台盟市委主委李钺
锋、市工商联主席涂建华、无党派人士代
表李明发言。大家一致表示，要始终在思
想上政治上行动上同以习近平同志为核
心的中共中央保持高度一致，坚决拥护中
共中央决定，高度自觉地把思想和行动统
一到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做好重庆当前工
作的重要指示和视察重庆重要讲话精神

上来，在中共重庆市委领导下，统一思想、
凝聚力量，为重庆改革发展建睿智之言、
献务实良策，以新业绩新气象迎接中共十
九大胜利召开。

陈敏尔说，统一战线始终是中国共
产党夺取革命、建设、改革事业胜利的重
要法宝。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
记就多党合作和统一战线工作，多次发
表重要讲话，提出了一系列新思想新观
点新要求，为做好统战工作指明了方向、
提供了遵循。重庆统战历史悠久，是我
国民主党派的重要发祥地。重庆直辖以
来特别是十八大以来，全市各民主党派、
工商联和无党派人士牢牢把握大团结大
联合的主题，紧紧围绕中心，自觉服务大
局，团结带领广大成员，认真履行参政议
政、民主监督和政治协商等职能，为推动
全市经济社会发展、维护社会和谐稳定
作出了重要贡献。大家的发言，体现了
高度的政治自觉和坚定的政治立场，体
现了对中共重庆市委工作的全力支持，
体现了对推动重庆发展的责任感使命

感，体现了民主党派同心同德、肝胆相照
的优良传统，进一步坚定了我们做好重
庆工作的信心和决心。陈敏尔代表中共
重庆市委向各民主党派、工商联和无党
派人士表示衷心感谢。

陈敏尔指出，做好当前全市各项工作，
要把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7·26”重
要讲话精神作为首要政治任务，把迎接
十九大胜利召开作为当前重大政治责
任，以团结和谐的政治局面，以积极向上
的精神状态，以出色优异的工作业绩，以
安全稳定的社会环境，迎接十九大的胜
利召开。希望全市各民主党派、工商联
和无党派人士带头讲政治、顾大局、守纪
律，把思想统一起来，把力量凝聚起来，
把责任担当起来，把各项任务落实下去，
做政治上的明白人、当工作中的实干
家。始终把握正确政治方向，切实巩固
共同思想政治基础，进一步增强“四个意
识”，坚定“四个自信”，自觉坚持中国共
产党的领导，时时事事处处同以习近平
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形

成最大公约数、画出最大同心圆，巩固和
发展心齐气顺劲足实干的良好局面。始
终围绕全市中心工作，更好发挥参政议
政作用，更好履行民主监督职能，更好增
强政治协商效果，有效服务改革发展稳
定大局。始终注重加强自身建设，以思
想建设为根本，以组织建设为基础，以能
力建设为支撑，以制度建设为保障，不断
提高履职尽责能力水平。

陈敏尔强调，中共重庆市委将坚持
和完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
治协商制度，重视和支持民主党派工作，
努力为民主党派、工商联和无党派人士
履行职能、发挥作用创造良好条件。各
级党委要加强和改善对统战工作的领
导，担负起主体责任，着力构建大统战工
作格局。各级党政领导干部要带头落实
党的统一战线政策法规，带头参加统一
战线重要活动，带头广交深交党外朋
友。要加强统战干部队伍建设，使统战
干部成为党外人士之友、统战部门成为
党外人士之家。

中共重庆市委召开市级民主党派工商联
负责人和无党派人士代表座谈会

陈敏尔出席并讲话

本报讯 （记者 夏元）记者
8月 7日从市经信委获悉，日前市经
信委、市财政局等部门联合发布
2016年度全市重大新产品名单，来
自汽摩、电子、化医等领域的共计
168个产品项目入选。

市经信委表示，按照我市出台的
重大新产品研发成本补助扶持政策，
企业开发并经过评定的单项重大新
产品，最高可获得2000万元财政补

贴；每年度单户企业如果获评了多项
重大新产品，财政补贴最多领取
5000万元。

据介绍，这批重大新产品具备科
技含量高、行业集中度高、地区集中
度高、销售收入集中度高等特点。其
中，汽摩行业有97个项目入选，有
76个产品具有发明专利，有134个
产品具备实用新型专利，11个重大
新产品销售收入在10亿元以上。

全市168个重大新产品名单出炉
企业最多可领5000万元补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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奉节竹坪村试水远程医疗奉节竹坪村试水远程医疗
期盼更多医院医生参与期盼更多医院医生参与

竹坪村请你支招竹坪村请你支招

远程医疗如何远程医疗如何完善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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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0年，一家日本公司给阿里巴巴
投资2000万美元，获得34.4%的股份；
2014年，阿里巴巴在美国上市，这家公司
所持有的股份市值达到580亿美元，增长
了近3000倍。

这家日本公司，就是全球顶尖的风险
投资和私募股权基金——软银。最近，软
银又看上了一家重庆企业，在初次接触后，
双方约定近期在重庆举行新一轮合作谈
判。

软银相中的这家重庆企业，就是重庆
环保产业股权投资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重庆环保基金”）。这究竟是一家
怎样的公司？近日，本报记者来到其位于
大渡口天安数码城的办公地，为你寻找答
案。

基金认缴规模达75亿元，
首批投资12个项目

去年1月，习近平总书记在视察重庆
时指出，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
发展理念，是针对我国经济发展进入新
常态、世界经济复苏低迷开出的药方。
新的发展理念就是指挥棒，要坚决贯

彻。保护好三峡库区和长江母亲河，事
关重庆长远发展，事关国家发展全局。
要深入实施“蓝天、碧水、宁静、绿地、田
园”环保行动，建设长江上游重要生态屏
障，推动城乡自然资本加快增值，使重庆
成为山清水秀美丽之地。

落实总书记嘱托，重庆一方面加大
生态环境保护与治理的力度，另一方面
积极培育环保产业。目前，在位于大渡
口区的“重庆环保科技产业园”，60家环
保企业集聚，呈现出产业集群协同发展
的良好局面。

重庆环保基金就是其中的一个。它
由环保部对外合作中心和重庆市环保局
联合发起成立，是第一支在中国证券投
资基金业协会备案的政府主导环保类基
金，也是环保部生态环保领域投融资体
制改革的试点企业。 （下转2版）

顶级风投为啥相中这家重庆公司？
本报记者 张红梅 吴刚

守望相助建设美好内蒙古
——热烈庆祝内蒙古自治区成立70周年

书写民族团结发展的中国故事
——写在我国首个省级少数民族自治地方建立70周年之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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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呼和浩特 8 月 7 日电
（记者 荣启涵 杨维汉）7日上
午，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
协主席、中央代表团团长俞正声率
中央代表团出席向内蒙古自治区
赠送纪念品仪式。中央代表团向
内蒙古赠送了习近平总书记题词
贺匾、题词座屏等纪念品。

贺匾端庄大气，习近平总书记
“建设亮丽内蒙古 共圆伟大中国
梦”的题词以及蒙语译文，位于贺
匾正中。边框立体浮雕70朵祥
云，代表内蒙古自治区成立70周
年的光辉历程，中央部分以中国红
为底色，暗描亚光金色盘长纹象征
着吉祥、幸福和永恒。

在赠送纪念品仪式上，俞正
声和内蒙古自治区党委书记、人
大常委会主任李纪恒，一同为习
近平总书记题词贺匾揭幕。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
副总理、中央代表团副团长刘延东
在致辞中指出，习近平总书记始终
对民族工作十分关心、对民族地区
十分关切、对内蒙古各族人民十分
关怀，为庆祝自治区成立70周年
欣然题词。习近平总书记的题词
深刻昭示了内蒙古前景广阔、使命
光荣，时刻激励着内蒙古和全国各
族人民精诚团结、矢志奋斗，承载
着党中央对内蒙古继往开来、再谱
新篇的殷切期望。

刘延东说，中央赠送贺匾，就
是希望内蒙古以自治区成立70周
年为新的起点，不忘初心、守望相
助、团结奋斗、一往无前，和全国各
族人民一道，共同为祖国担当，早
日实现伟大复兴的中国梦。

中央代表团赠送的纪念品充
分考虑到内蒙古各族群众的实际
需要，既有民族特色又符合当地习
俗，既有纪念意义又务实简朴。纪
念品共计9大项，包括贺匾、座屏、
《草原歌盛世》皮雕、晶雕彩绘摆
盘、奶茶具、多媒体教学一体机、鼓
号队乐器、绘本图书和科学实验玩
具、大型洗衣机等。

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中
央代表团副团长张平宣读赠送纪
念品清单，中央代表团副团长孙春
兰、王正伟、张阳等出席仪式。

据新华社呼和浩特 8 月 7 日
电 （记 者 杨 维 汉 荣 启 涵
刘懿德）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
全国政协主席俞正声为团长的中
央代表团 7 日上午飞抵呼和浩
特，出席内蒙古自治区成立70周
年庆祝活动。中央代表团在机场
受到内蒙古各族群众的热烈欢
迎。

担任中央代表团副团长的中
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
理刘延东，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
中央统战部部长孙春兰，全国人
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张平，全国政
协副主席王正伟，中央军委委员、
军委政治工作部主任张阳一同走
下舷梯。中央代表团成员同期抵
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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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特瑞电池材料股份有限公司，化检室工作人员正在对产品进行抽检。
作为重庆环保基金投资项目之一，该公司自主研发的磷酸铁锂电池材料和镍钴
锰酸锂(三元正极材料)先后获得国家发明专利5项。 记者 崔力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