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8 月 7 日，南川市民
参加太极拳表演，迎接
第 10 个“全民健身日”
的到来。当日，南川区
启动“避暑纳凉金佛山
全民健身福南川”系列
活动，传递科学健身理
念，倡导文明健康生活
方式。

特约摄影 瞿明斌

全民健身
动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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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月 7 日，万
盛经开区青年镇
湛家村，金黄色的
稻谷与线条优美
的梯田、美丽乡村
相互映衬，美不胜
收。时至立秋，水
稻逐渐成熟，金黄
色的稻田呈现出
别样美景。

特 约 摄 影
曹永龙

本报讯 （记者 夏元 杨骏）首届
智博会将于8月23日至25日在重庆国博
中心举行。8月8日，市政府召开新闻发布
会，通报智博会筹备情况。截至目前，已有
436位重要嘉宾、537家企业确定参会，会
议各项筹备工作有序推进、进展良好。

据介绍，目前明确参会的嘉宾覆盖
政、产、学、研、经多个领域，具有层次高、
专业强、国际化三个特点。在参会嘉宾
中，包括10位外国政要、两位国际组织相
关负责人，以及国家部委、国家部属机构
及兄弟省区市领导，35位国内知名专家
（其中有23位“两院”院士），125位国内知
名企业相关负责人，还有来自28个国家及
地区的142名国外嘉宾，包括国外知名专
家、国外企业负责人、驻华使领馆负责人、
重庆的国际友好城市负责人等。其中，新
加坡和韩国作为本届智博会主宾国，将在

智博会期间联合举办高端峰会、参展布展
等，并举办成果发布及系列推介活动。

智博会承委会表示，以“智能化：为经
济赋能、为生活添彩”为主题的本届智博
会，将举行开幕式、大数据智能化高峰会、
展览展示、系列发布、大赛活动、主题会
议、对接交流等数十场活动。目前上述活
动的日程安排、会议议程、活动形式等已
基本确定。

在展览展示方面，本届智博会将突出
科技性、参与性、互动性等特点，设置综合
展、大企业展、创新展、专题展4个展区，
并设置以未来智能生活为主要内容的智
慧体验广场。目前已有英国、新加坡、荷
兰、香港、澳门等多个国家及地区确认参
展，微软、英特尔、高通、谷歌、华为、阿里
巴巴、腾讯等知名企业确认参展，水利部、
民政部、科技部、国家文物局等国家部委

确认参展，贵州、陕西、广西、四川等兄弟
省市确认参展，浙江大学、复旦大学、同济
大学等高校确认参展，展览总面积将达
18.6万平方米。

展会期间，重庆将联合国家部委、国
家级行业协会、科研机构等举办数字经济
百人会、智能生活·创新未来重庆国际友
好城市市长圆桌会两场主题会议，举办

“新加坡-重庆”数字经济高端论坛暨企
业对接会，举办智能制造、半导体产业、
5G与未来网络、工业互联网、智能时代信
息安全、人工智能、智能超算等多场高端
论坛。阿里巴巴、腾讯、华为等亦将在展
会上举办2018云栖大会·重庆峰会、腾讯
云+未来重庆峰会、华为云中国行2018
等7场企业专业峰会。

此外，展会期间将同步举行i-VIS-
TA自动驾驶汽车挑战赛、国际无人机竞

速大奖赛、全球“互联网+”创新创业大
赛、重庆开放数据创新应用大赛和黑科技
征集与发布等5项赛事活动。围绕大会
取得的各项重要成果，主办方及参展方还
将举行多场专场发布会，发布《中国智能
化发展指数报告》、《中国大数据发展指数
报告》、重庆市《以大数据智能化为引领的
创新驱动发展行动计划》等。

重庆作为本届大会东道主及主办方
之一，将围绕“让嘉宾有温暖、企业有收
获、市民有体验”的要求进行服务。目前
智博会已招募近千名志愿者进行培训。
会议期间，主办方将设置新闻发布中心，
实时发布会议成果，提供人脸识别、展馆
智能导航、AI咨询、展馆智能空气净化等
智能会务服务，覆盖线上和线下、虚拟与
现实，吸引更多观众参与体验智博会。

（相关报道见3、4版）

首届智博会各项筹备工作有序推进

436位重要嘉宾537家企业确认参会

本报讯 （记者 陈国栋）8月 8日，
市委副书记、市长唐良智调研我市汽车产
业发展时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
对重庆提出的“努力推动高质量发展、创
造高品质生活”重要指示精神，按照市委、
市政府要求，全力以赴稳增长，沉心静气
促升级，坚定不移做强做优做大汽车产
业。

上汽依维柯红岩公司是我国第一家重
卡合资企业。唐良智在这里登上一台高达

560匹马力的红岩牵引车现场体验，鼓励公
司加快智能化升级，继续保持良好发展势
头。力帆乘用车公司在新能源汽车、分时
租赁智能出行、出口海外市场等方面探索
出了发展新路子。唐良智走进总装车间仔
细察看，希望公司精耕主业、不断开拓新市
场。在北京现代重庆工厂，数百台工业机
器人高度自动化地进行冲压、焊接、涂装等
流水作业，唐良智边走边看边问，希望重庆
能涌现出更多这样的智能工厂和数字车

间。唐良智随后来到上汽通用五菱重庆基
地，勉励企业加快研发新车型，不断提档升
级。

在随后召开的座谈会上，唐良智认真
听取我市汽车行业企业代表的发言并不
时与大家交流讨论。唐良智强调，汽车产
业是我市的支柱产业，为经济社会发展作
出了重要贡献。当前，我市汽车产业发展
机遇与挑战并存，各相关企业要坚定信
心，把握趋势，齐心协力，推进汽车产业稳

增长和转型升级发展。要推进智能化，大
力普及智能制造、服务型制造、工业互联
网等新模式新业态，推动智能网联汽车、
汽车电子发展。要推进绿色化，加快新能
源汽车产业发展，加大新能源汽车在公共
交通、物流、旅游等领域示范应用。要增
强创新力，引进高端研发人才和团队，提
高研发投入强度，强化科技成果转化应
用。要迈向中高端，积极推动中高端品牌
和车型布局重庆，加快补齐自动变速器、
驱动电机、电子控制系统等核心零部件

“短板”。要拓宽市场，加快新车型市场投
放，积极扩大出口，开拓“一带一路”沿线
国家市场。市级相关部门、相关区县要精
准施策，“一企一策”为汽车行业企业排忧
解难，加快汽车产业转型升级，促进全市
经济健康平稳发展。

副市长刘桂平、李殿勋，市级有关部
门、有关区县，有关高校、科研机构，汽车行
业企业负责人等参加调研或座谈会。

唐良智在调研我市汽车产业发展时强调

全力以赴稳增长 沉心静气促升级
坚定不移做强做优做大汽车产业

本报讯 （记者 戴娟）近日，市政协围绕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
加强和改进人民政协工作的重要思想分别召开区县政协片区座谈
会。8月8日，市政协党组书记、主席王炯参加渝西片区座谈会并指
出，全市政协系统要深学笃用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人民政协
工作的重要思想，在市委坚强领导下，围绕中心、服务大局、发挥优势、
尽职履责，为全面落实总书记殷殷嘱托作出积极贡献，推动政协事业
不断向前发展。

会上，来自江津、合川、永川、大足、璧山、铜梁、荣昌、潼南的政协
主席、政协委员和理论研讨工作者畅谈了学习体会。

听了大家发言，王炯认为，各区县政协深入开展习近平总书记关
于加强和改进人民政协工作的重要思想理论学习研讨活动，认识有新
提高、研讨有新成果、工作有新气象，成效明显。 （下转2版）

市政协举行学习习近平总书记
关于加强和改进人民政协工作的

重要思想片区座谈会
王炯出席

本报讯 （记者 周尤）8月8日，重庆日报记者从市人社局了解
到，由重庆市委、重庆市人民政府主办，市委组织部、市人社局、两江新
区管委会、市科协承办的2018重庆国际人才创新创业洽谈会（以下简称

“国创会”），将于2018年11月10日至11日在重庆悦来国际会议中心
举行。

据介绍，本届“国创会”以“创新创业、人才引领”为主题，将举行嘉
宾主题演讲、前沿科技学术报告会、人才发展环境暨创新创业成果展、
创新创业项目对接洽谈会、人才招聘会、创新创业项目大赛、实地考察
等10项活动，届时将邀请诺贝尔奖获得者、中国“两院”院士、国家“千
人计划”专家及海内外高层次人才共计1000余人参会。

据悉，本次“国创会”期间将举行的创新创业大赛是我市最高等
级的创新创业比赛，前期组委会将在北京、上海、广州、武汉4个城市
举行国内复赛，在英国、美国、新加坡等3个国家举行海外复赛，复赛
产生的优秀项目团队将受邀参加在“国创会”期间举行的总决赛。

目前，各项筹备工作正紧锣密鼓进行中，参会报名系统已于日前
开启（www.cqtalent.com），海内外人才和有参赛意愿的团队可报
名参加。

2018重庆“国创会”
11月10日至11日举行

秋来
稻田美

民营经济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
组成部分，市检察院通过强化服务民营经济
的组织保障、政策保障、法治保障、机制保
障，为民营经济的健康发展，织就了一张立
体大网。

近日，市检察院发布《关于检察机关服
务保障民营经济健康发展工作情况的报
告》，以详实的数据和案例，详解了重庆检察
机关服务民营经济，保障民企合法权益所做
的努力。

护航民企，保障企业命脉
起诉侵害民企权益犯罪949人

“检察官不仅为我们挽回了上百万元
经济损失，更重要的是为我们保住了企业
的品牌，也就是保住了企业命脉啊！”8月7
日，华新水泥重庆家装渠道营销总经理高
华，激动地握住江北区检察院检察官的手
说。

去年3月，该公司接到客户投诉，称买
到该公司旗下产品“拉法基超级工长”牌水
泥为假货，该公司立即报警。

后经查明，该案系重庆一小作坊式工
厂，购买假冒包装灌装散装水泥后冒充“拉
法基超级工长”牌水泥销售。犯罪嫌疑人
被抓获时，该假冒水泥已销售3500余吨，
案值115万元。

随后，检察机关以涉嫌假冒注册商标
罪对相关犯罪嫌疑人提起公诉。

“近几年，假冒水泥造成我公司巨大
损失，更严重的是打击了我们的品牌和商
业信誉。”高华坦言，水泥产品极为特殊，
品牌信誉一旦丧失，严重的话可以直接摧
垮一个优秀的企业，所以检察院此举的意
义不仅仅只是挽回经济损失，更是保住了
企业。

事实上，这只是全市检察机关服务保
障民营经济的一个缩影。根据刚刚发布的
《关于检察机关服务保障民营经济健康发
展工作情况的报告》显示，2017年 1月至
2018年5月，全市检察机关共起诉涉及民
营企业的职务侵占、挪用资金、非国家工作
人员受贿等犯罪51人，起诉盗窃、诈骗、故
意毁坏民营企业财物等犯罪327人，起诉非
法集资、非法经营、制假售假等犯罪571人，
共计949人。

早在去年10月，市检察院就出台了“服
务保障民营经济18条”，同时出台了加强产
权司法保护“12条意见”、服务保障中国（重
庆）自由贸易试验区建设“15条意见”等一系列文件。

今年5月，市检察院与市工商联联合成立了服务保障民营经济健
康发展联络工作领导小组，并就组织召开联席会议、相互通报工作情
况、开展联合调查研究、重大疑难案件会商等职责进行了明确。

（下转2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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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行千里，可以致广大。
地处“一带一路”和长江经济带的联

结点、作为西部大开发的重要战略支点、
正致力于建设内陆开放高地和山清水秀
美丽之地的重庆，即将迎来直辖以来最高
规格、最大规模的一次盛会。

十几天后，重庆将举行 2018 中国国
际智能产业博览会。

这是一场将产生重大意义、发挥重要
作用的盛会，全球大数据和人工智能领域
的重量级企业，将携带最新的成果前来参
会。这是经济与科技领域最前沿的一次产
品展示和智慧碰撞，也是转变发展动能，向
高质量、高水平阶段迈进的一次探索。

重庆经济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
质量发展阶段，正处在转变发展方式、优
化经济结构、转换增长动力的攻关期。我
们要以更加饱满的热情和更加务实的举
措，加快推动区域经济提档升级，不断培
育出新的经济增长点。

党的十九大报告中作出建设网络强
国、数字中国、智慧社会的战略部署，强调

“把握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融合发展的
契机，以信息化、智能化为杠杆培育新动
能”。

中央有部署，重庆有行动。重庆提出
了以大数据智能化为引领的创新驱动发
展战略行动计划，将着力培育智能产业、
提升智能制造水平、推广智能化应用，深
度挖掘大数据智能化的商用、政用、民用

价值，加快推动“重庆制造”向“重庆创造”
“重庆智造”转变，促进产业转型升级，建
设现代化经济体系。

本届智博会，就是推动大数据智能化
发展，并以此来提升传统产业能级和培育
战略性新兴产业的重要举措。

有理想的人，总是能志同道合；有理
想的企业，总是在发展大势中找到推动自
身发展的契合点。即将来渝参会的企业
和机构，均有着这样高远的产业理想和深
邃的战略眼光。

盛会的脚步声，越来越近；有朋自远
方来，共聚山城。

我们期盼着，八方宾朋来相会。

期盼八方宾朋来相会
本报评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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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半年文化招商
1850亿元的背后

市高法院市教委联合发文

限制失信被执行人子女
就读高收费民办学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