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共和国发展成就巡礼

工业机器人大量部署、智能网联汽车驶
上公路，西部老工业基地点亮了“智能之光”；
陆海新通道、中欧班列和长江黄金水道在这
里牵手，山城冲破山川阻隔，成为开放大枢
纽；筑牢长江上游生态屏障，一库清水映三
峡，两岸青山变“金山”……喜迎新中国成立
70年，巴渝大地上绘就一幅幅壮美画卷。

近两年，作为西部大开发重要战略支点、
“一带一路”和长江经济带联结点的重庆，勇
担新使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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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迈出了坚实步伐。

老工业基地迈向智能产业高地
投资600亿元的紫光“芯云”产业城多个

子项目顺利落地，投资465亿元的重庆京东
方6代柔性显示生产线加快建设，投资300

亿元的康佳半导体光电产业园成功签约……
近期，重庆打造智能产业集群捷报频传。

上半年，重庆经济增速结束了多个季度
下行态势,止跌回升；智能产业实现销售收入
3230亿元，同比增长16.9%；战略性新兴产
业对工业增长的贡献率达到52.1%……这份
来之不易的“成绩单”，印证了重庆固本、开
新、求变，从老工业基地迈向智能产业高地的
铿锵步伐。

第一根钢轨、第一条铁路、第一辆自制吉
普车……新中国成立不久，重庆就创下多个

“新中国第一”，跻身全国六大工业基地。改
革开放以来，全市工业体系日渐完备，拥有了
我国41个工业大类中的39个；尤其是1997
年成为直辖市后，重庆步入发展快车道，崛起
全球最大的笔电生产基地和国家重要的汽
车、摩托车、手机生产基地。

但随着国际市场深度调整、中国经济进入
“新常态”，过去几年，重庆的产业结构性矛盾
逐渐凸显：汽车、笔电“两极独大”，遭遇市场“天
花板”；创新能力不足，新兴产业难以接续……

怎样爬坡过坎，再攀新高？近两年来，重

庆大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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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速推进智能制造，着
力打造智能产业集群。

方向对了，就不怕路途遥远。面对产销
量下滑，长安汽车冷静而笃定。今年 4
月，长安斥资43亿元打造、重点聚焦智能
技术的全球研发中心投用；今年 3 月，搭
载二级自动驾驶技术和腾讯全新 TAI 智
能网联系统的CS85 COUPE车型推出后，市
场反响热烈……“明年起我们将不再生产非联网
新车，三级、四级自动驾驶技术也有望在2020
年和2025年量产。”长安汽车总裁朱华荣说。

以终端组装生产为主的重庆电子产业
快速壮大，但核心技术缺失、“缺芯少屏”之
痛持续难解。为此，重庆明确外引内育、补
链成群的发展思路，向“芯、屏、器、核、网”全
产业体系发力。

截至目前，重庆已云集紫光、华润微电
子等40多家集成电路企业，形成集设计、晶
圆制造、封装测试、原材料配套于一体的全
链条生态体系，2022 年产业规模将突破
1000亿元；以重庆京东方项目为牵引，打通

液晶显示产业全链条，千亿元级产业集群呼
之欲出……

八方招商，全球汇智。腾讯、阿里巴巴、
华为等智能化“头部企业”纷纷入渝布局数据
中心、工业互联网平台、智能制造云平台等

“新基础设施”，中国国际智能产业博览会永
久落户重庆。

2018年首届智博会上，重庆签约项目
316个、总投资5670亿元，即将举行的第二
届智博会的规模、层次、影响力将进一步提
升。“智博会将为重庆产业转型和高质量发展
持续提供‘牵引力’。”重庆市政府常务副市长
吴存荣说，到2022年重庆智能产业将力争实
现销售收入1万亿元。

大通道大平台促成大开放

7月15日，“陆海新通道”首次进口冷冻
海运原箱货柜，从越南胡志明港抵达重庆。
相比江海联运，此次铁海联运节约近20天并
省去了换箱和转关手续，单柜综合运输成本
降低3000元以上。

（下转3版）

新华社北京 7 月 27 日电 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
员，久经考验的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杰出的无产阶级
革命家、政治家，党和国家的卓越领导人，中国共产党
第十二届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第十三
届、十四届、十五届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原总理，第
九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长李鹏同志的

遗体，将于29日在北京火化。
为悼念李鹏同志，29日，首都天安门、新华门、

人民大会堂、外交部，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党委和
政府所在地，香港特别行政区、澳门特别行政区，各
边境口岸，对外海空港口，中国驻外使领馆将下半
旗志哀。

李鹏同志遗体 29 日火化
天安门等地将下半旗志哀

本报讯 原重庆市计划委员会副主
任、顾问，享受副省（部）长级医疗待遇离
休干部林谊同志，因病于2019年7月27
日逝世，享年96岁。

林谊，男，汉族，河南武陟人，1923
年 12月出生，1938年4月参加革命工
作，1939年2月加入中国共产党。

林谊同志 1938 年 4月至 1949 年
12月太南第五支队二中队战士、太行
军区二纵队新三旅干事、大别山二军区
政治部组织科科长、二野军政保卫科科
长；1949年12月至1955年2月重庆市
军管会公安部二处科长、公安局城二分
局局长、公安局一处二科科长、公安局
城四分局局长、公安局办公室副主任；
重庆市北碚区文白乡乡长、第二区区
长、劳动科科长；

（下转3版）

林谊同志逝世

本报讯 （首席记者 陈维灯 实习生 胡梦）7月25
日至26日，中央第四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组长张宝顺一行
赴巴南区、南岸区开展调研，了解重庆垃圾焚烧发电、长江
岸线保护及边督边改的情况。市政协主席王炯、副市长陆
克华分别陪同调研。

25日，督察组一行在重庆丰盛三峰环保发电有限公司
调研了解了垃圾收运处置、焚烧发电的相关情况；在江南水
乡小区，督察组一行查看了巴南区边督边改，解决菜市场噪
声扰民的情况；在巴南区滨江路融汇段，督察组一行对重庆
在长江岸线保护方面的工作情况进行了实地调研。

26日，督察组一行前往广阳岛，实地调研了解了重庆
统筹治理保护山水林田湖草的情况；在世纪花园小区，督察
组一行查看了南岸区立行立改，解决餐饮油烟扰民的情况。

督察组指出，在垃圾收运处置方面，不仅要着眼解决增
量垃圾，同时要想办法处置好以前采用填埋等方式处理的
陈腐垃圾。在整改环境问题时，要统筹兼顾、科学规划，既
要坚决彻底、不留死角，也要防止因急于见效而影响群众正
常的生产、生活。在广阳岛这样的生态敏感区域要控制人
类活动，保护和修复长江岸线要做到山水林田湖草一体，尊
重规律，科学规划，精心施工，严格管护。既要还绿于民，又
要动员群众护绿爱绿，共同建设山清水秀美丽之地。

中央第四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
赴巴南区、南岸区调研

新华社北京7月27日电 第
七届库布其国际沙漠论坛7月27
日在内蒙古自治区鄂尔多斯市举
办，国家主席习近平致贺信。

习近平指出，人类只有一个
地球家园。荒漠化防治是关系
人类永续发展的伟大事业。国
际社会应该携手努力，加强防沙
治沙国际合作，推动全球环境治
理，全面落实2030年可持续发
展议程，还自然以和谐美丽，为
人民谋幸福安康。

习近平强调，中国高度重视
生态文明建设，荒漠化防治取得
显著成效。库布其沙漠治理为
国际社会治理环境生态、落实
2030年议程提供了中国经验。
中国积极推动“一带一路”国际
合作与落实2030年议程深度对
接。面向未来，中国愿同各方一
道，坚持走绿色发展之路，共筑生
态文明之基，携手推进全球环境
治理保护，为建设美丽清洁的世
界作出积极贡献。

新华社呼和浩特 7 月 27 日
电 第七届库布其国际沙漠论
坛27日在内蒙古开幕，中共中央
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孙春
兰宣读习近平主席贺信并致辞。

孙春兰指出，习近平主席的
贺信，深刻阐释了荒漠化防治对
人类永续发展的重要意义，发出
了加强防沙治沙国际合作的倡
议，为我们凝聚共识、深化交流、
建设和谐美丽的世界增添了信
心和动力。

孙春兰强调，经过长期不懈
努力，中国荒漠化治理取得举世
公认的成就，创造了一个又一个

“沙漠变绿洲”的奇迹，提前实现
了联合国提出的到2030年实现
土地退化零增长目标。中国将
秉持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
发展理念，加强生态文明建设，实
行最严格的保护制度，强化防沙
治沙的科技支撑，调动全社会力
量参与防沙治沙，促进生态保护
与民生改善良性循环，实现生态
效益、经济效益、社会效益有机统
一。

孙春兰指出，治理荒漠化，
需要国际社会携手合作、共同应
对。中国将切实履行《联合国防
治荒漠化公约》，加强生态文明
领域的国际交流合作，促进防沙
治沙理念交流和经验分享，推动
科研联合攻关和人员互访交流，
与各国一道推进全球荒漠治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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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帆起巴渝风帆起巴渝 山城再奋进山城再奋进
—— 重庆迈向高质量发展纪实重庆迈向高质量发展纪实

新华社记者新华社记者 李勇李勇 张桂林张桂林 何宗渝何宗渝

本报讯 （记者 申晓佳 张莎 仇峥）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开展以来，市
科协、重庆保税港区公司、庆铃集团结合各
自实际，把学习教育、调查研究、检视问题、整
改落实贯穿始终，深入基层，呼应群众所盼，
以解决实际问题的成效为衡量标准，推动主
题教育走深走实。

市科协
深入一线调研学习
收集问题“对症下药”

重庆目前有202.17万名科技工作者，
是创新的重要力量。在主题教育中，市科协
坚持边学边查边改，深入基层，与广大一线
科技工作者面对面，聆听他们的心声，了解
实际问题。

1个多月以来，市科协党组成员分别带
队深入全市科研院所、市级学会、科技社团、
基层科协、院士专家工作站等进行32次调查
研究，收集了49个问题并逐一“对症下药”，
提出50多条相应建议和对策。目前，问题已
分解到各业务处室，进行整改落实。

“有的好项目在重庆找不到资本，是我们
遇到的难题之一。”此前，市科协党组书记、常
务副主席王合清带队在中科院重庆绿色智能
研究院调研时，有科技工作者这样表示。

对此，调研组建议，我市应建设战略性新
兴产业集群，强化产业发展科技支撑，打造战
略性新兴产业发展政策高地。有针对性地做大
战略性新兴产业引导基金规模，探索国有资本
投资、社会资本参与、平台专项支持等多渠道投
资方式，强化产业发展资金支持。

此外，针对其他调研中发现的问题，各调

研组还分别从提升我市创新驱动能力、深化科
技体制改革、科技社团党建、院士专家工作站建
设、提升科协组织力等方面提出具有可行性的
建议。

市科协相关负责人表示，对于主题教育
调研中发现的问题，现场能解决的立刻解决，
不能解决的列出问题清单，将按照时间表扎
实整改。市科协还将发挥好智库作用，将50
多条相关对策和建议整理汇总，及时上报，为
党委、政府科学决策服务。

重庆保税港区公司
与街道联手

为聋哑工人拓展沟通渠道

7月25日，一场为期两个月、由重庆保
税港区公司和渝北区王家街道共同举办的专

业手语培训在王家街道观月路社区进行。“不
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全面启动以来，
重庆保税港区公司从解决500余名聋哑产业
工人的实际需求入手，特别组织了入门级和
专业级手语培训，拓宽聋哑工人的沟通对话
渠道。

重庆保税港区公司立体接访中心负责人
冉强介绍，位于观月路社区的观月小区居住
着空港智能终端生产基地的4.4万多名产业
工人，其中残疾人近千。今年6月，公司党委
来到小区深入调研，500余名聋哑人联名提
出，在生产生活中能够与他们“对话”的人很
少，他们渴望与更多健全人无障碍交流。

公司党委将聋哑工人的这一诉求纳入主
题教育中，立即着手整改落实，并专设了残疾
员工服务对接人员。

（下转2版）

解决实际问题 推动主题教育走深走实
—— 市科协、重庆保税港区公司、庆铃集团扎实开展主题教育

77月月2525日日，，蓝天白云下的江蓝天白云下的江
北嘴中央商务区金融机构云集北嘴中央商务区金融机构云集。。

记者记者 崔力崔力 摄摄

我市昨发布“高温橙色预警信号”

今日气温将冲40℃大关

本报讯 （记者 李珩）7月 27日，据
市气象台预计，28日至29日，全市各地持
续晴热天气，全市最高气温预计将冲击
40℃大关。

当天早上9时30分，市气象台发布“高
温橙色预警信号”，截至16时，全市大部地区
最高气温都在37℃以上。

未来三天具体天气如下：27日夜间到28
日白天，各地晴到多云，局地有雷雨。大部分
地区气温 25～40℃，城口及东南部 22～
37℃。主城晴间多云，气温29～39℃。

28日夜间到29日白天，各地多云到晴，
局地有雷雨。大部分地区气温25～39℃，城
口及东南部22～36℃。主城区多云，气温
28～38℃。

29日夜间到30日白天，各地多云转雷
雨，雨量小雨到中雨，局地大雨到暴雨。大部
分地区气温24～37℃，城口及东南部21～
34℃。主城多云转雷雨，气温27～35℃。

右图：7月27日清晨，渝北区冉家坝，园
林部门的洒水车正在给街心花园的绿植
浇水。 记者 崔力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