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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强报刊

新华社北京 5 月 30 日电 （记者 侯丽军）中共中央总书
记、国家主席习近平30日在北京同来华访问的老挝人民革命党
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本扬举行会谈，一致强调要推动中老命运
共同体建设取得新成果，更好造福两国和两国人民。

习近平指出，我和本扬总书记同志过去几年经常见面，2017
年还实现了年内互访，所达成的诸多共识正在得到积极有效落
实，给两国人民带来实实在在的利益。2013年我首次提出中老
是具有广泛共同利益的命运共同体，得到了老方的高度赞同。
我同本扬总书记同志就中老共同构建具有战略意义的命运共同
体达成重要共识，并写入两国联合声明，在两党两国和两国人民
当中得到广泛认同，展现出对两党两国关系的重要引领作用，推
动中老关系步入历史最好时期。

习近平强调，随着中老关系进入新的发展阶段，双方应在巩
固命运共同体共识基础上，聚焦命运共同体建设，推动其由理念
转化为行动、由愿景转变为现实，让中老命运共同体落地生根、
开花结果。一要加强战略沟通，巩固命运共同体政治基础。中老
双方应开展全方位、多层次、机制性对话交流，不断提升互信水
平。二要深化务实合作，拉紧命运共同体利益纽带。双方应着力
推动“一带一路”框架下大项目合作，加强民生和扶贫合作，上下
联动，形成中老合作新格局。三要加强安全合作，筑牢命运共同
体安全防线。双方应加强在联合国、东亚合作、澜湄合作等多边
机制中的协调配合，有效维护两国共同利益。四要活跃人文交
流，夯实命运共同体民意基础。通过民间往来和人文交流，让
命运共同体意识真正扎根到民间、深植在基层。 （下转2版）

习近平同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
总书记、国家主席本扬举行会谈

“又追回一人！”5月9日，捷报传
来，璧山区一名潜逃8年的职务犯罪
嫌疑人被捉拿归案，成为我市今年2
月启动追逃追赃专项行动后抓获的第
9名外逃人员。市委反腐败协调小组
国际追逃追赃工作办公室近日公布的
数据显示，2017年以来，我市共计追
回“天网行动”在逃人员34人，其中潜
逃境外人员6人、潜逃20年以上人员
7人，形成强大震慑。

成绩背后看行动。按照中央追逃
办的统一部署，特别是去年7月以来，
市委把反腐败国际追逃追赃工作摆在
突出位置，纳入全市反腐败工作总体
部署，举全市之力推进。市委书记陈
敏尔切实履行第一责任人责任，把反
腐败国际追逃追赃工作作为一项重要
的政治任务抓好抓实，多次在市委常
委会、市深化国家监察体制改革试点
工作小组会上对此提出明确要求。

在市委的坚强领导下，重庆将反
腐败国际追逃追赃工作纳入国家监察
体制改革大局中推进，专门设立市纪
委监委案件指导室（追逃追赃工作办
公室），统筹追逃追赃职能职责，负责
市委追逃追赃工作办公室日常工作，
加大追逃追赃力度，持续开展“天网行
动”，决不让腐败分子逍遥法外。

加强督导 追逃追赃再加码

2月1日，市监委挂牌，市纪委监
委案件指导室（追逃追赃工作办公
室）正式亮相。就在这一天，已经

“啃”了19年的杨某案迎来了转机。
杨某原系巴南区财政局工作人

员、区投资公司副经理，涉嫌贪污公
款20万元，于1999年3月潜逃。同
年6月，巴南区检察院对其立案侦查，
2000年11月决定对其刑事拘留并由
公安机关对其开展网上追逃。2004
年5月，根据家属申请，杨某被宣告死
亡，随后其户口被注销，这让案情一
度陷入僵局。

市纪委监委案件指导室（追逃追
赃工作办公室）成立后，迅速启动为期3个月的追逃追赃专项行动，组
成督导组对办案单位开展督导，深入办案一线研判案情、现场指导，协
调解决困难问题，督促办案单位加快工作进度。“根据对案情的全面梳
理和对其家属的分析，我们判断杨某并没有真正死亡，并且还有追回
的可能。”在3月8日的案情分析会上，负责协调督导杨某案的有关负
责人指出。

针对杨某潜逃多年、涉案金额不大的情况，专案组经过分析讨论
确定了追逃方案：一方面做杨某亲属工作，督促其配合劝说杨某投案
自首；另一方面运用多警种合作作战，夯实案件基础信息，力争尽快精
准锁定杨某。

“会后案件指导室又数次了解案件动态进展，督促工作进度，若不
切实扛起责任，撸起袖子加油干，真不好‘交账’啊。”专案组成员、巴南
区纪委监委有关负责人坦言。 （下转6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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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 周雨）5月29日，20
套“永川造”智能机床从重庆永川凤凰湖工
业园发往越南，这标志着“永川造”智能机床
首次出口海外。该批机床由重庆威诺克智
能装备股份有限公司自主研制，订单金额
800万元。今年内，永川还有多批智能机床
将出口意大利、越南等国。

此次出口海外的是威诺克公司自主研
制的交换工作台动柱立式加工中心，这套设
备已取得6项专利。该公司技术部长华亮
亮介绍，该设备用于机械类中小零部件加
工，为国内首创立柱移动结构，机床占地面
积仅为传统机床的1/2，效率比传统机床提
高2倍以上，节省一半以上的人力，综合效
益提高2倍以上。同时，该设备可以适配工
业机器人组成无人智能化生产线，从而实现
减少人员、方便管理、降低用工成本的经济

效益。
近年来，永川大力发展以高端数控机床

为主导的智能装备产业集群，至今已入驻数
控机床整机企业16家，配件企业11家，科
研及检测机构2家。今年一季度，永川共销
售数控机床254台，占全市数控机床整机销
量的40.9%。

该区去年还出台“高端数控机床发展促
进政策17条”，计
划用 3 年时间建
成集高端数控机
床研发、生产、销
售、服务于一体的
国家新型工业化
装备制造示范基
地，年产值规模达
到200亿元以上。

“永川造”智能机床首次出口海外

本报讯 （记者 周松 实习生 黄振胜）5月30日，记者从市公
安局出入境管理局获悉，自5月1日我市施行“只跑一趟”制度以来，全
市49个出入境办证厅实现了同质服务，受惠群众超过13万人次。

市公安局出入境管理总队相关负责人介绍，根据国家移民管理局
决定，自今年5月1日起在全国实行办理护照等出入境证件“只跑一
次”制度，实现申请人到出入境接待窗口一次即可全部完成护照等出
入境证件申办手续。

这项制度在重庆实施一个月来，受惠群众已超过13万人次。大
数据统计显示，由于简化了申请手续，约90%的申请人仅持本人身份
证即办理了出入境证件，平均办证时间不到20分钟，比以往省时近
40%。有83.91%的群众通过微信预约的方式申办出入境证件，有
67.17%的群众通过微信支付方式缴纳证件工本费，极大方便了群众办
事。

同时，一个月来，全市出入境部门办理外地户籍人员出入境证件
申请4800余人次，平均证件办结时限约10个工作日，比以往减少近一
半，为在我市的外地户籍人员提供了更为高效的出入境证件申办服
务；为申请人加急办理证件约238人次，其中通过非工作时间“绿色通
道”申办的有11人次。

此外，市公安局出入境办证大厅坚持周六办证服务，其他出入境
办证大厅坚持延时服务和错时服务，全市出入境管理部门非工作时间
为申请人办证9350人次。出入境部门实行免费照相、免费复印、“三
同一包”邮寄证件等服务措施，仅本月就为申请人节约办证成本208
万余元，预计每年将为申请人节约办证成本3300万元以上。

重庆出入境办证“只跑一次”
制度实施一个月

13万余人次受益
申请人节约逾200万元

《关于进一步加强科
研诚信建设的若干意见》
全文

扫一扫
就看到

新华社北京 5 月 30 日电 （记者 陈
芳 胡喆）近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
办公厅印发了《关于进一步加强科研诚信
建设的若干意见》，对进一步推进科研诚信
制度化建设等方面做出部署。

此次发布的意见，以优化科技创新环
境为目标，以推进科研诚信建设制度化为
重点，以健全完善科研诚信工作机制为保
障，坚持预防与惩治并举，坚持自律与监督
并重，坚持无禁区、全覆盖、零容忍，严肃查
处违背科研诚信要求的行为，着力打造共

建共享共治的科研诚信建设新格局，营造
诚实守信、追求真理、崇尚创新、鼓励探索、
勇攀高峰的良好氛围，为建设世界科技强
国奠定坚实的社会文化基础。

意见指出，科研诚信是科技创新的基
石。近年来，我国科研诚信建设在工作机
制、制度规范、教育引导、监督惩戒等方面
取得了显著成效，但整体上仍存在短板和
薄弱环节，违背科研诚信要求的行为时有
发生。

意见明确，严肃查处严重违背科研诚信

要求的行为，自然科学论文造假监管由科技
部负责，哲学社会科学论文造假监管由中国
社科院负责。坚持零容忍，保持对严重违背
科研诚信要求行为严厉打击的高压态势，严
肃责任追究。建立终身追究制度，依法依规
对严重违背科研诚信要求行为实行终身追
究，一经发现，随时调查处理。

意见还就总体要求、完善科研诚信管
理工作机制和责任体系、加强科研活动全
流程诚信管理、进一步推进科研诚信制度
化建设、切实加强科研诚信的教育和宣传、

严肃查处严重违背科研诚信要求的行为、
加快推进科研诚信信息化建设、保障措施
等做了具体部署。

中办国办印发意见

进一步加强科研诚信建设

本报讯 （记者 陈国栋）5月30日，
市委副书记、市长唐良智会见了重庆物奇
科技有限公司首席执行官郑建生。

唐良智代表市委、市政府，代表陈敏尔
书记，对郑建生一行表示欢迎。唐良智说，
当前，重庆正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重
庆提出的“两点”定位、“两地”“两高”目标
和“四个扎实”要求，认真落实总书记两院
院士大会重要讲话精神，坚定不移实施以
大数据智能化为引领的创新驱动发展战略

行动计划，着力提升科技创新能力、增加高
质量科技供给。物奇科技致力于在物联网
和人工智能芯片核心技术领域持续创新，
拥有国际一流的技术人才团队和完整的自
主创新能力，成立一年半时间便已研发量

产多款芯片。希望物奇科技发挥人才、技
术优势，不断开拓创新，为重庆集成电路产
业集聚高端人才、推进产业链上下游协同
作出更大贡献。

郑建生感谢重庆市委、市政府对集成

电路产业和物奇科技发展的关心支持。他
说，物奇科技将与重庆深化合作，研发更多
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芯片产品，助推重庆
智能产业、智能制造、智能化应用加快发
展。

唐良智会见重庆物奇科技有限公司首席执行官郑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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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族艺术展演
庆“六一”
5 月 30 日，在黔江

区体育馆，小演员正在
表演苗鼓。当天，该区
举办中小学生民族艺术
展演，10 多所小学的学
生演员表演了摆手舞、
打连箫、苗鼓、花灯等传
统民族艺术，迎接“六
一”儿童节。

特约摄影 杨敏

本报讯 （记者 周雨）重庆日报
记者近日从大足高新区获悉，该地目
前已聚集施密特、富士、华森3家电梯
整机企业，全部达产后可年产电梯2
万多台，占全市生产总量1/3以上。

记者在施密特电梯生产车间看到，
其电梯门板制作生产线，共有6台ABB
机器人在进行切割作业，只有2名工人

负责设备监控等工作。
“我们的生产车间

基本实现了全程数控作
业。”该公司高级副总裁
彭格说，他们的员工主
要集中在售后和研发部
门。目前，该公司售后
团队有300多人，负责
电梯安装、维修。研发

团队则设在德国，下一步将整体搬迁
到大足高新区。

目前，该公司已成功研发出8米/秒
的高速电梯，而上海东方之珠的速度为
6.7米/秒。另外，该公司还将电能无线
传输技术成功运用于电梯，有效避免了
随行电梯电缆卷绕等不安全因素。

施密特电梯于2017年3月建成
投产，当年就实现1万台电梯产量，产
值超过2亿元。

位处渝蓉高速公路万古下道口的
大足高新区，2013年启动建设，现在
已引进106个工业项目，全部达产后
可实现400亿元产值。在这些项目
中，涉及智能装备产业项目44个、现
代汽摩产业项目31个、节能环保产业
项目14个。

“大足造”电梯将超全市生产总量1/3

重庆增加扶贫小额信贷
贫困群众不再“望钱兴叹”

国务院常务会议确定
较大范围下调

日用消费品进口关税

今年我市
182651人参加高考

本周11个检查组将赴39个考区检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