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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市国资系统、企业和科研单位学习总书记在重庆代表团重要讲话精神——

方向明路径清 努力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

（重报集团记者曾立、黄光红、夏元、杨艺、杨永芹、张亦筑、杨骏、颜安，通讯员陈小平、许先彬报道）

位于沙坪坝区的兴隆场编组站，中欧班列（重庆）发车在即。 （本报资料图片）西南铝热连轧制造中心，工人在吊运轧制好的热轧铝卷。 （本报资料图片）

“团结一致、沉心静气，加快建设内陆开放高地、山清水秀美丽之地，努力推动高质量发展、创造高品质生活，让重庆各项
工作迈上新台阶。”3月10日，习近平总书记参加十三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重庆代表团审议时所说的这一番话，在重庆大地
迅速传播开来，让国资系统、广大企业和科研单位人士备受鼓舞，备感振奋。

大家认为，总书记的重要讲话高瞻远瞩、思想深邃，着眼发展大势，对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提出了明确要求，具有很强的
现实针对性和指导性。大家表示，在新时代的新征程上，企业和科研单位迎来了最好的发展时代，要增强使命感和责任感，
在构建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体制机制上走在前列，谱写自身乃至重庆高质量发展的新篇章。

“习近平总书记在重庆代表团参
加审议时的重要讲话，为全市国资系
统切实采取有效举措实现高质量发展
指明了方向。”市国资委相关负责人表
示，今年，市属国有重点企业利润总额
同比增幅可望达到 8％，力争达到
10％，实现国有资本保值增值率、回报
率进一步提升，企业流动资产周转率
进一步提高，资产负债率进一步下降。

“要推动国企高质量发展，加快国
企质量变革、效率变革、动力变革是重
头戏。”这位负责人说，在高质量发展
方面，市国资委将积极构建企业高质
量发展经营业绩考核评价体系，与国
企领导班子签订2018－2020年三年

任期经营目标责任书，在年度工作中
逐步落实。

同时，要增加高质量发展新增长
点，形成新供给。市属国企要把提高
产品质量、服务质量作为主攻方向，新
业务要向产业链、价值链中高端升级，
在中高端消费、创新引领、绿色低碳、
数字经济、共享经济等领域培育新增
长点，形成新动能。

此外，市国资委还将持续推进去
过剩产能、处置变现低效无效资产、压
缩企业管理层级、去房地产库存等供
给侧结构性改革，加大“僵尸企业”出
清力度，实现“一企一策”落地，提高企
业资产运营效率等。

■市属国有重点企业：

今年利润总额同比有望增长8％—10％

“加快建设内陆开放高地，努力
推动高质量发展，创造高品质生活，
民航责无旁贷，理应当好排头兵。重
点发展国际航线，加快航线网络布
局，是我们未来重要的努力方向。”重
庆机场集团有限公司市场营销部负
责人表示，下一步，重庆机场集团将
加快国际航线网络布局，继续开拓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国际客货运
航线。

今年，重庆机场将力争新开通重
庆到巴黎、圣彼得堡、布里斯班、多伦
多、芝加哥、科伦坡等国际客运航线，
加密到北美的货运航线，争取在非洲、
南亚货运航线上有所突破。国际（地

区）客运航线力争达到85条。
此外，重庆机场还将与重庆航空

联手打造旗舰型基地航空公司。配合
“智能口岸”建设，推动口岸通关便利
化，不断优化完善航空货邮“7×24小
时”通关。

“今年，还将持续推动中欧班列
（重庆）＋空运物流通道建设，开展航
空与铁路、公路、水运等其他交通方式
密切合作的多式联运业务。”该负责人
表示，通过航线网络布局和航线品质
提升，重庆机场将为重庆内陆开放高
地建设搭建起顺畅的空中通道，助推
重庆高质量发展，不断满足人民群众
高品质航空生活需求。

■重庆机场集团：

重点发展国际航线 加快航线网络布局

“企业要实现高质量发展，离
不开科技创新。”中铝西南铝熔铸
厂厂长王剑表示，习近平总书记的
重要讲话和殷殷嘱托，为科技型企
业指明发展方向，让大家备受鼓
舞。

前不久，由中铝西南铝研发的
7050级铝合金厚板，通过国产大飞
机C919适航认证。这款产品可广
泛应用于航空航天关键结构件制
造，极具战略性质，此前相关技术
长期由国外机构把持并封锁。

为攻克技术难关，王剑及其同

事多年来夙兴夜寐，经过无数次实
验、返工，先后突破大规格铸锭制
备、强变形轧制等一系列技术难
关，最终研制成功。

王剑表示，实现高质量发展，
不仅需要企业职工肩负起经济建
设新使命、新责任，更需树立以技
术创新推动这一使命实现的意
识。他和他的同事们将以总书记
重要讲话为指引，将科技实力转化
为发展动力，用科技创新推动高质
量发展，更好地服务国家航空航天
事业。

■中铝西南铝：

研发的7050级铝合金厚板

突破国外技术封锁

11日一早，双福国际农贸城内一片
繁忙景象，装载着新鲜蔬菜、水果、肉蛋、
粮油米面的货车源源不断驶入市场。

“双福国际农贸城是全市最大的‘菜
篮子’工程，也是全市重点民生工程，日
均蔬菜进场量近7000吨，能够满足全
市70％的蔬菜消费需求。”重庆商业投
资集团党委副书记、总经理覃伟说。

覃伟说，接下来，商投集团将围绕
推动高质量发展、创造高品质生活，继
续以保障和改善民生作为立足点，不
断优化产业结构、提高产业质量，优化

产品结构、提升产品质量，抓好老百姓
的“菜篮子”“果盘子”“米袋子”建设，
为广大群众提供更优质产品，以满足
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

在具体工作中，商投集团将加强与
全国更多蔬菜、水果等基地的对接，特
别是与长江经济带市场的对接，拓宽渠
道，建设一批货源稳定、产销紧密衔接
的蔬菜、肉、蛋、水果、水产品基地，保障
全市市场供应。同时，还将加大力度实
施农产品质量管理，确保食品质量安
全，让老百姓买得便宜、吃得放心。

■重庆商业投资集团：

与全国更多蔬菜水果基地对接保市场供应

“建设内陆开放高地，是重庆实现
高质量发展的重要途径之一。中欧班
列（重庆）目前已经成为中欧班列的重
要品牌和代表，同时也是重庆开放的
重要载体，因此，让中欧班列（重庆）做
到更好，是我们接下来努力的方向。”
渝新欧（重庆）物流有限公司副总经理
陈智科表示，下一步，他们除了积极组
织货源，更将从服务着手，多维度提升
中欧班列（重庆）的服务质量和品质。

今年，该公司计划在德国杜伊斯堡
站场旁建设海外分拨仓库，方便中欧班
列（重庆）在德国进行货物集散分拨。
这个仓库也可供其他中欧班列使用，在
发挥中欧班列（重庆）带头作用的同时，

扩大中欧班列这一品牌的整体影响力。
此外，他们还将与客户资源互补，

扩大中欧班列（重庆）的辐射范围和功
能。目前，中欧班列（重庆）主要提供
重庆至德国杜伊斯堡的铁路运输服
务，有些客户拥有丰富的公路物流资
源，若实现互补，中欧班列（重庆）将可
提供重庆到德国所有城市乃至整个欧
洲的整体物流方案。

“我们还计划在今年开通欧洲经重
庆到越南河内的班列，进一步扩充中欧
班列（重庆）的线路体系。”陈智科表示，
通过服务内容和品质的优化升级，中欧
班列（重庆）将有力推动重庆内陆开放
高地建设，推动重庆实现高质量发展。

■中欧班列（重庆）物流企业：

今年在德国杜伊斯堡站场旁建海外分拨仓库
“总书记的重要讲话令人鼓舞，

特别是‘推动高质量发展’那句，让我
们感觉未来大有可为！”中科院重庆
研究院智能安全技术研究中心主任
石宇说，如今，以大数据为基础的人
工智能等新一代信息技术高速发展，
正在深刻改变生产方式和生活方
式。市委、市政府紧扣中央要求，对
坚定不移推动以大数据智能化为引
领的创新驱动发展战略行动计划作
了重要部署，这与他们正在进行的人
脸识别研究及应用推广息息相关。

据介绍，目前中科院重庆研究
院科研团队与智慧航安（北京）科技
有限公司合作在民航安检推广的人

脸识别技术，已应用于国内70多个
机场600多个安检通道，覆盖了国
内超过50％的安检通道。在各民航
机场现场测试中，无论是识别率、效
率，还是系统稳定性和操作性，其技
术在业内都处于领先水平。

“在总书记重要讲话指引下，我
们将奋力向前，加快推动人脸识别技
术的升级和产业化应用。”石宇说，下
一步他们要让前后端数据关联，乘客
从前端安检口刷脸通过后，后端登机
口自动为乘客开闸，实现自动通关。
预计今年上半年，这项成果就将在重
庆江北机场、上海浦东机场、广州白
云机场等国内多个机场率先试用。

■中科院重庆研究院：

人脸识别技术已应用于70多个机场

富民银行行长助理李刚毅表示，
富民银行将牢记习近平总书记在重庆
代表团作的重要讲话和殷殷嘱托，用
金融的力量全力助推重庆高质量打赢
脱贫攻坚战。

作为中西部首家开业的民营银
行，富民银行今年计划牵手陶然居等
餐饮龙头企业，努力探索一套“以融
促产、产融结合”，以产业扶贫助力贫
困地区脱贫攻坚和各区县推进实施
乡村振兴战略的新模式。最终，实现
金融扶贫精准定向“滴灌”，精准对接
特色产业、贫困个体的金融服务需
求，拉动贫困地区特色产业发展，有
效解决贫困人口脱贫的可持续性问

题。
就具体实施路径来说，该行打算

分三步走：第一步，在重庆市举办三
农科技成果交易会，在各县区举办农
业双创大赛，以集合行业智慧，打造
乡村振兴战略的智库和模式设计输
出器；第二步，通过农业科创园区吸
附农业科技企业、教育企业等，对“三
农”进行多维赋能，构建“三农”生态
系统。在此基础上，做强产业集群，
大量吸纳农民工就业，留住农业人口
就地发展；第三步，以农业龙头企业
带动做强产业，以产业发展推动精准
扶贫，以产业发展推动实施乡村振兴
战略行动计划。

■富民银行：

以金融的力量助推高质量打赢脱贫攻坚战

“总书记提到加快建设内陆开
放高地、山清水秀美丽之地，努力推
动高质量发展、创造高品质生活。
作为一名环保科技工作者，我备受
鼓舞，同时也感到肩上责任重大。”
重庆市科学技术研究院低碳研究中
心雷晓玲教授表示，重庆集大城市、
大农村、大山区、大库区于一体，长
期以来，农村安全饮水、水资源利用
及水生态环境建设等都是他们重点
关注的领域。

“总书记的话，句句都印在大家的

脑海里，为我们今后的工作指明了方
向。”雷晓玲表示。

她说，下一步，她和她的团队将
围绕山地农村饮水安全、山地海绵
城市建设及水安全、低碳经济与碳
交易等领域，整合市内外乃至国内
外的优质资源，加快开展技术研发
与推广应用，突出山地、库区等特
色，打造国内一流的技术研发与服务
平台，为把我市建设成为内陆开放高
地和山清水秀美丽之地提供技术支
撑和直接服务。

■市科学技术研究院低碳研究中心：

整合优质资源打造一流技术研发与服务平台

“总书记在讲话中指出，创新
驱动是国策，只有新旧动能真正实
现历史性转换，中国才能真正强大
起来。”重庆小康动力有限公司管
理部尧志深有感触地说，小康从做
电器弹簧起家到中国微车行业前

三强靠的正是创新驱动。
据他透露，3月下旬，该公司总

装新生产线即将投产，发动机生产
智能化将达80％，“在新时代，小康
将以智能化为引领，不断超越自
己，实现高质量发展。”

■重庆小康动力：

3月投产的总装新生产线

发动机生产智能化达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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