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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签署命令
发布新修订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内务条令（试行）》《中国人民解放军纪律条令（试行）》《中国人民解放军队列条令（试行）》

本报讯 （首席记者 彭瑜）4月15日，重庆日报
记者从渝北区获悉，西部地区目前唯一一个全面承接
国家信息中心数据、人才和技术资源的产学研智库平
台——重庆西部大数据前沿应用研究院在渝北区仙
桃国际大数据谷开院。

重庆西部大数据前沿应用研究院由国家信息中
心联合渝北区人民政府共同发起成立，旨在打造面
向西部地区的国际化大数据采集、管理、分析、应用
服务体系，为产业转型升级和创新驱动发展提供技
术和智力资源支撑。

四大职能五项工作

重庆西部大数据前沿应用研究院注册为民办非
企业法人单位，主要职能包括：一是建设高端智库，成
为重庆大数据产业孵化和项目落地的核心引擎和西
部地区重要的实训基地。二是整合政府核心业务数
据、互联网及社会数据，助力政府综合研判与决策。
三是面向企业承接大数据战略咨询、管理创新、精准
营销等方面的咨询服务和研究课题。四是与高校、科
研院所密切合作，编制大数据分析报告。

据介绍，重庆西部大数据前沿应用研究院基于
国家发改委互联网大数据分析平台、国家信用信息
共享交换平台、国家公共资源交易平台等国家级数
据资源开展行业研究工作。其重点工作包含：一是
围绕“1+3+5+10+N”产业体系开展大数据分析，为

“数字渝北”建设探索积累经验。二是打造西部大数
据前沿应用可视化展示中心。三是为重庆市、渝北
区提供互联网大数据监测日报等决策支撑服务。四
是广泛联络地方信息化和大数据领域领导、国内外
学术机构和知名企业在渝北区举行仙桃大数据研讨
会，打造公益化、高端化仙桃数据谷大数据行业交流
平台。五是协调国家信息中心和相关部委，联合编
制并发布仙桃大数据年度发展指数报告，提升仙桃
数据谷产业发展影响力。

为重庆融于国家大数据谷布局

近年来，国家信息中心与渝北区合作，先后落地
建设了国家发展改革委互联网大数据中心重庆分中
心和国家信息中心“一带一路”大数据中心西部分中
心、大数据综合云平台项目。

国家信息中心负责人称，对西部大数据研究院未
来的发展，国家信息中心将在智力支持、人才输出、数
据授权、产业对接、项目扶持等方面给予优先支持，推
进国家信息中心与重庆市全面战略合作，实现国家政
务数据共享交换平台、国家公共数据统一开放平台等
落地重庆，推动重庆归集汇聚整个西部地区大数据资
源。

渝北区委负责人称，渝北与国家信息中心合作打
造西部大数据前沿应用研究院，是贯彻落实习近平总
书记实施国家大数据战略加快建设数字中国重要讲话精神的具体行动，
是落实市委、市政府实施以大数据智能化为引领的创新驱动发展战略行
动计划和2018中国“互联网+”数字经济峰会的具体举措，也是渝北区加
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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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具体实
践，这将为重庆融于国家大数据谷布局，为重庆对接国家大数据决策、大
数据资源、大数据产业等提供承接平台、技术和智力资源支撑。

（下转6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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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 颜若雯）为深入贯
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加快建设
内陆开放高地”的殷殷嘱托，市人大常委
会围绕“内陆开放高地建设”课题，成立
了以市人大常委会主任张轩为组长的课
题调研组。连日来，市人大常委会主任
张轩率调研组深入基层，密集展开专题
调研，并多次召开座谈会，听取部分区

县、市级相关部门、部分企业的意见建
议。

调研组实地走访了西部物流园、力
帆集团、渝江压铸厂、两江新区管委会等
地，召开多场座谈会，听取沙坪坝区政府
和市发改委、市商务委、市经信委、市交
委、中新示范项目管理局、渝新欧（重庆）
物流有限公司、港务物流集团、机场集

团、机电集团、化医集团、广达电脑等45
个部门、企业关于开放通道、平台、口岸、
主体、环境方面的情况汇报，了解我市内
陆开放高地建设的现状和存在的突出问
题。

张轩表示，加快建设内陆开放高地，
是习近平总书记对重庆的殷殷嘱托，是重
庆工作的定位和要求，符合全市广大干部

群众对更好发展前景的期盼，既是重庆的
机遇，也是重庆的责任。市人大常委会按
照市委要求开展这一重大课题调研，要对
标对表党的十九大精神，认真学习贯彻习
近平总书记参加重庆代表团审议时重要
讲话精神和视察重庆时重要讲话精神，紧
扣习近平总书记“两点”定位、“两地”“两
高”目标要求，按照市委“兴调研转作风促
落实”行动要求，进一步提高政治站位，树
立正确政绩观，回归实事求是思想路线。
要扎实做好基础性工作，找准问题、分析
原因、找出对策、解决问题。要认真研究，
通过信息共享，在战略上做出正确决策，
确保精准施策，努力提升重庆开放发展的
质量和水平。

张轩率队开展“内陆开放高地”专题调研时指出

确保精准施策 努力提升重庆开放发展质量和水平

本报讯 （记者 陈国栋）4月15日，
市委副书记、市长唐良智会见了出席重庆
自贸试验区第一次智库专家会议的重要嘉
宾。

唐良智代表市委、市政府，代表陈敏
尔书记，对各位嘉宾出席会议表示衷心感
谢。唐良智说，去年3月，国务院正式批
复同意设立中国（重庆）自由贸易试验
区。一年来，重庆紧紧围绕贯彻落实习近

平总书记对重庆提出的“两点”定位、“两
地”“两高”目标和“四个扎实”要求，以制
度创新为灵魂、以项目落地为关键，务实
推进自贸试验区各项建设，在探索陆上贸
易规则、实施贸易便利化、扩大金融开放、
优化营商环境、推进产业聚集等方面取得
了明显成效，开放型经济发展态势良好，
海内外客商纷至沓来，携手重庆共谋发
展。当前，重庆正深入贯彻落实党的十九

大报告提出的“赋予自由贸易试验区更大
改革自主权”要求，大胆试、大胆闯、自主
改，加快自贸试验区制度和政策创新，对
标国际自由贸易港，打造重庆自贸试验区
升级版，加速推动内陆开放高地建设。智
库专家是推动重庆自贸试验区发展的宝
贵资源，在为重大事项提供决策咨询和政
策建议、针对重大课题展开深入研究、对
自贸试验区运行状况进行评价评估、加强

自贸试验区对外宣传交流合作等方面，发
挥着重要作用。希望大家为重庆自贸试
验区高质量发展出谋划策，贡献更多智
慧，也希望各位专家所在机构能深度参与
重庆内陆开放高地建设。重庆将建立借
智借力的长效机制，与智库专家加强沟通
交流，形成互动机制，凝聚专家智慧，破解
建设难题。

嘉宾们表示，重庆自贸试验区建设开
局良好，愿围绕建设内陆国际物流枢纽和
口岸高地、提升开放型经济水平、强化与“一
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投资贸易合作等方
面，更好地履职尽责，助力自贸试验区制度
创新，推动重庆自贸试验区高质量发展。

副市长刘桂平、市高法院院长杨临萍
等参加会见。

唐良智会见出席重庆自贸试验区
第一次智库专家会议的重要嘉宾

本报讯 （记者 周雨）国家高新区、国家货运机场、国家生猪大数
据中心——荣昌正在大力实施的“三件大事”，已经引起了各方投资者的
关注。4月15日，荣昌区政府与人民网股份有限公司签订战略合作框架
协议，首开荣昌与央企合作的先河。

根据协议，双方将在共建合作产业园、建设康养文化示范区、推动健
康体育合作等方面开展深度合作。

在共建高新技术产业园区方面，荣昌区政府和人民网将按照政府支
持下的市场化运作方式为原则，打造政企合作、以企为主、充分授权、简
政放权、市场化机制运作的高新技术产业园区。并由政府授权公司作为
产业园的建设运营主体，全面负责和承担产业园的规划设计、投资建设、
招商引资、运营管理、基础设施建设、相关产业发展等。

在建设康养文化示范区方面，双方将以国际先进健康管理模式为支
撑，融合荣昌区特色文化符号，在荣昌区东湖社区等区域建设人民健康管
理示范基地，将荣昌区建设成为衔接成渝两地、辐射西南的全国性康养文
化示范区。

在推动健康体育合作方面，荣昌区将和人民体育公司共同合作，
充分挖掘和利用荣昌体育资源，延伸产业链条、完善产业功能，实现
体育产业、旅游产业和文化产业的联动发展，将荣昌建设成连接川渝
两地的“周末休闲体育聚集地”。通过推动荣昌城市发展智库建设、
引入专业体育园区运作企业、在荣昌规划建设体育综合体、打造全民
健身线上服务平台、引入“体育与城市”品牌论坛等措施，搭建“荣昌
运动之城”规划与发展平台。

据介绍，人民网是《人民日报》建设的以新闻为主的大型网上信息交
互平台，是人民日报社控股的传媒文化上市公司，是国际互联网上最大
的综合性网络媒体之一。与荣昌签订的合作项目，是人民网迄今在西南
地区布局的最大项目。

（下转6版）

荣昌“三件大事”吸引央企加盟
昨与人民网签订三项深度合作协议

马化腾书面回复重庆日报记者采访

重庆正在“一纵”“一横”
全面推进数字中国建设

3版刊登

日前，渝黔两省市签署合作框架协
议。根据协议，双方将共同推进基础设施
互联互通，加快通道建设，共建毗邻区县“一
小时通勤圈”、重庆贵阳“两小时交通圈”。

双方交通合作领域涉及高速公路、铁
路、水运和航空等多个项目。这些项目主
要包括哪些内容呢？4月15日，重庆日报
记者采访了市交委等相关部门。

高速公路：江习高速
2018年全线通车

根据协议，双方确保2018年建成江津
至习水重庆境路段，力争2020年底同步建
成兰海高速重庆至遵义扩容工程。

目前，重庆到贵州高速公路通道有6
个，已通车的高速公路有渝黔、秀山到贵
州松桃、酉阳到沿河、南川到道真，在建
的渝黔高速扩容项目、江习高速重庆段
等。

江习高速全长112公里，贵州段已于
去年建成通车，今年重庆段将建成通车。

江习高速全线通车后，从江津到贵州习水
全线驾车约需1个多小时。江习高速重庆
段主线起于江津区刁家镇附近，设慈云北
枢纽互通与G93成渝环线高速相接，纵贯
江津区，止于渝黔界东胜村水井湾附近，主
线长约64.42公里，支线长约6.04公里，共
70.46公里。

2020年底，力争渝黔高速（兰海高速
重庆至遵义）扩容工程建成通车，重庆主城
到遵义约需2个小时左右。去年，渝黔高
速公路扩容项目（重庆段）开建，全长约
99.8公里。今年3月，贵州段重庆界至遵
义开建，全长118.748公里。该项目全线
与老线渝黔高速平行而建，建成后，重庆到
遵义与渝黔老路用时相当（约2小时），但
路况更好，双向六车道、设计时速100公
里。而渝黔高速老线是双向四车道、设计
时速80公里。

2020年底前，将开建武隆至道真、彭
水至务川和秀山至印江高速公路。双方还
将研究启动重庆至赤水、万盛至正安高速
公路前期工作。

铁路：将开建渝贵高铁

双方将共同争取国家发改委、中国铁
路总公司，支持“十三五”时期启动昭通至
黔江铁路、涪陵至柳州铁路、重庆至贵阳高
铁（客专）前期工作，力争早日开工。同时，
加快渝怀铁路二线涪陵至怀化段工程建
设，力争2020年建成通车。

在建的涪怀二线铁路，全长约339公
里，途经涪陵、武隆、彭水、黔江、酉阳、秀
山，项目概算总投资约185亿元，设计速度
120公里/小时。2020年建成后，渝怀铁
路运能将从现在的客车每日发车15对、货
运能力每年1000万吨，提升到客车每日发
车75对、货运能力每年5000万吨。

根据规划，渝贵高铁（客专）线路走向：
重庆主城—贵阳。线路全长约345公里，重
庆境内约115公里。速度目标值350公里/小
时。渝贵高速铁路形成重庆向南至贵阳、
南宁、北部湾、广州方向的高速铁路通道，
承担成渝、黔中、北部湾、珠三角等城市群
贯通性的大通道客流，同时置换出渝黔铁
路承担的部分大通道客流，释放川黔铁路
货运能力。该高铁建成通车后，重庆到贵
州将由目前的2小时缩短至1小时左右。

黔江—遵义—昭通铁路，线路全长约

200公里，重庆境内约110公里。速度目标值
160公里/小时。黔遵昭铁路是西南地区通往
中南及华东地区的区域性铁路干线，是沪汉
蓉、沪昆两大铁路通道之间的辅助通道。

重庆主城—万盛—南川—柳州铁路，
线路全长约700公里，重庆境内约110公
里。速度目标值160公里/小时。建设渝柳
铁路有利于加强西南、西北内陆与北部湾、
珠三角的联系，形成区域辅助通道，同时填
补沿线的铁路空白，促进沿线资源开发。

水运：打通出海通道

双方将加快建设水运出海通道，共同
争取国家支持，将乌江渡—涪陵航道规划
等级由四级提升为三级，并纳入国家规划。

同时，双方将合作整治乌江、綦江河等
跨境航道，共同加快推进航道升级改造。

航空：加密直航航班

双方将加密直航航班。加强贵阳机场
与重庆万州、黔江等支线机场合作，积极开
展运力招商，开辟新航线。

同时，双方将协同推进空域管理改革，
加强通用航空发展合作，加快临空经济
发展。 （相关报道见3版）

重庆贵阳将建“两小时交通圈”
毗邻区县要实现“一小时通勤”

本报记者 杨永芹

新华社北京4月15日电 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编辑
的《习近平关于总体国家安全观论述摘编》一书，近日由中央文
献出版社出版，在全国发行。

坚持总体国家安全观，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思想的重要内容。党的十九大报告强调，统筹发展和安
全，增强忧患意识，做到居安思危，是我们党治国理政的一
个重大原则。习近平同志围绕总体国家安全观发表的一系
列重要论述，立意高远，内涵丰富，思想深邃，把我们党对国
家安全的认识提升到了新的高度和境界，是指导新时代国
家安全工作的强大思想武器。认真学习习近平同志关于总
体国家安全观的重要论述，对于全党紧密团结在以习近平

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思想为指导，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大精神，坚持总体国家
安全观，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国家安全道路，完善国家安全
体制机制，加强国家安全能力建设，有效维护国家安全，实
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
梦，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论述摘编》共分4个专题：坚持总体国家安全观；维护重点
领域国家安全；实现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安全；走和平发展
道路。书中收入450段论述，摘自习近平同志2012年11月15日
至2018年3月20日期间公开发表的讲话、报告、谈话、指示、批
示、贺信等180多篇重要文献。

《习近平关于总体国家安全观论述摘编》出版发行

（据新华社）

近日，璧山区秀湖公
园，清漂船在湖面上作业。
今年以来，该区深入推进河
长制，坚持按照“一河六湖
十八湿地”构架，实施河湖
水系连通工程，提升城区水
面占比和水网密度，不断改
善水环境质量，并实施岸线
绿化工程，力保水域长清、
生态长美。

首席记者 崔力 摄

璧山推进璧山推进
水生态建设水生态建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