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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距2019智博会开幕

还有 天1

8月22日，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
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视察空军某
基地，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新时代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新时代党的强军
思想，深入贯彻新时代军事战略方针，
牢记初心使命，提高打赢能力，以优异
成绩庆祝新中国成立70周年。

习主席的重要讲话，在解放军和
武警部队引起强烈反响。广大官兵纷
纷表示，要时刻牢记习主席殷切嘱托，
发扬传统、保持本色，把深切关怀转化
为练兵备战的实际行动，集中精力干
事创业，完成好党和人民赋予的使命
任务，以优异成绩为新中国成立70周

年献礼。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
“能与习主席视频连线，是我们至

高无上的荣耀。”空军某雷达站指导员
李军说。

（下转2版）

牢记初心使命，提高打赢能力
——习近平主席视察空军某基地重要讲话

在解放军和武警部队引起强烈反响
新华社记者 张汨汨

本报讯 （记者 龙丹梅）今年以
来，璧山开创产业“内涵式”高质量发展
新格局，全力打造产业新生态。今年上
半年，璧山区高新区已签约项目28个，
总投资458.75亿元，预计新增产值达
549亿元。其中智能装备项目19个，总
投资139亿元，预计新增产值300亿元。

璧山高新区负责人介绍，今年以

来，璧山区在招商引资上将大数据、智
能化、5G等生命周期长、技术含量高、
环境质量优的领域作为重点招商对
象。今年上半年引进的28个项目中，
包括智能装备项目、信息技术项目及生
命健康项目等，普遍具有科技含量高、
品牌带动力强、市场前景好等特点。

（下转2版）

璧山上半年签约项目
智能产业超五成

本报讯 （记者 张珺）8月24日，
市委书记陈敏尔，市委副书记、市长唐
良智会见了来渝出席2019中国国际智
能产业博览会的上海合作组织秘书长
诺罗夫。

市领导王赋、潘毅琴，上合组织实
业家委员会执行秘书长卡纳夫斯基参
加。

陈敏尔、唐良智代表市委、市政府
对诺罗夫来渝参加智博会表示欢迎，
感谢上合组织对重庆发展的大力支
持。陈敏尔说，习近平主席在比什凯
克举行的上合组织成员国元首理事会
第十九次会议上指出，要广泛调动地
方和社会力量，将地方合作打造成人
文合作新亮点。今年5月，2019上合
组织地方领导人会晤在重庆成功举
办，取得重要成果，得到各方积极评
价。我们认真贯彻习近平主席重要指
示要求，积极用好上合组织地方领导
人会晤机制，推动地方交流合作走深
走实。当前，互联网、大数据、智能化
发展日新月异，给人们生产生活创造

了新的机会、增添了新的动力。智博
会为推动大数据智能化发展、促进数字
经济国际合作搭建了重要平台。上合
组织积极参与2019智博会，我们期待

“上合组织馆”精彩亮相。重庆区位优
势独特，将全面融入共建“一带一路”，
加大内陆开放力度，深化与上合组织
各成员国经贸、科技、教育、人才等领
域的务实合作，实现互利共赢。

诺罗夫感谢重庆为2019上合组织
地方领导人会晤成功举办提供的热情
周到安排，预祝2019智博会取得圆满
成功。他说，重庆经济发展势头良好、
潜力巨大，是“一带一路”的重要节点城
市，是著名的“桥都”，也是上合组织成
员国与东盟各国经贸往来中的重要“桥
梁”。上合组织秘书处愿与重庆一道，
积极落实比什凯克峰会达成的合作文
件，进一步加强地方交流交往，促进包
括数字经济在内的各相关领域合作迈
上新台阶。

上合组织、市有关部门负责人参加
会见。

陈敏尔唐良智会见
上合组织秘书长诺罗夫

本报讯 （记者 杨帆）8月24日，
市委书记陈敏尔，市委副书记、市长唐
良智会见了来渝出席2019重庆全球科
学家高峰会和2019中国国际智能产业
博览会的中外嘉宾。

美国著名物理学家、2004年诺贝
尔物理学奖得主戴维·格罗斯，10位诺
贝尔奖得主、部分图灵奖和菲尔兹奖得
主，市委副书记任学锋，市领导王赋、胡
文容、段成刚、熊雪，中国工程院院士、
副院长钟志华，中国科学院院士林国强
参加。

陈敏尔、唐良智代表市委、市政府
对全球顶尖科学家来渝表示欢迎，向科
学家们对重庆的关心支持表示衷心感
谢。陈敏尔说，重庆是中国中西部地区
唯一的直辖市，在国家区域发展和对外
开放格局中具有独特而重要的作用。
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科学家是宝贵
财富。各位科学家在各自领域取得了
重大成就，值得全社会尊重。开展科学
成果交流合作，符合科学发展规律和市
场经济规律。举办本次高峰会，就是希
望更好地分享科学家思想、智慧和经
验，有力促进科技创新，推动社会发

展。当今时代，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
变革蓬勃推进。我们认真落实习近平
主席的重要指示要求，着力推动大数据
智能化发展，推进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
深度融合，大力发展智能制造、建设智
慧城市，为经济赋能、为生活添彩。希
望以举办高峰会为契机，集聚更多世界
顶尖科学家来渝开展科研活动，加强项
目合作、开展学术交流，助力重庆推动
高质量发展、创造高品质生活。

戴维·格罗斯和2015年图灵奖得
主惠特菲尔德·迪菲代表与会科学家，
对高峰会和2019智博会的举办表示热
烈祝贺，向重庆的盛情接待和周到安
排表示感谢。他们说，大美重庆是一
座令人惊叹的现代化城市，充满活力
魅力，让人流连忘返。近年来，重庆高
度重视科技创新，把科学技术研究成
果应用到经济发展特别是推动汽车、
电子信息等产业转型升级中，取得显
著成效，给人印象深刻。世界顶尖科
学家协会愿积极发挥自身所长，在人
才培养、科研等领域与重庆加强国际
交流合作。

市有关部门负责人参加会见。

陈敏尔唐良智会见出席
2019重庆全球科学家高峰会的中外嘉宾

这是一个个奇特的工厂：机械手
臂、自动焊接、X光机扫描……

这是一个个美妙的享受：刷脸
通关、行李可视、机器人点餐、自动
驾驶……

这是一个个“梦幻”的场景：农户
不出村，农产品却能卖到世界各地；
没有土壤、阳光，成千上万棵蔬菜却
青翠欲滴、长势喜人；坐在办公室里
吹着空调喝着咖啡，却能远程管理
2000多亩的农场……

每一次思潮变革，都给经济发
展和社会进步带来深远影响；每一
次新思想的诞生，都是人类社会前
进的动力。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重
庆的重要指示批示精神，给首届中国
国际智能产业博览会的贺信精神，重
庆上下更新思想观念，凝聚发展共
识，大力推进以大数据智能化为引领
的创新驱动发展战略行动计划，调整
经济结构、转换发展动能。一大批

“智能工厂”和“数字化车间”的投用，
大幅提升企业的生产效率和产品质
量；一朵朵“数字云”的出现，正在提
升民众的获得感。

新的力量在生长，新的变化在积
聚。今年上半年，我市智能化类项目
完成投资680亿元，占工业投资总额
比重为45.8%。截至目前，全市累计
认定216个市级示范性数字化车间
和智能工厂。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发
布的2019全球创新指数报告称，重
庆进入全球创新集群百强，位列第88
位，较2018年上升了15位。

力量与变化的背后，必然是思维

的迭代、观念的进化。近两年来，尤
其是去年举办首届智博会以来，重庆
上上下下，从政府部门到全社会，经
历了怎样的“思想革命”？

“人人争说大数据、
处处感受智能化”

最近，重庆各市级部门和区县的
行政一把手，有了一个新职务——

“云长”。
“河长”管河流，“湖长”管湖泊，

“云长”管什么？他管的不是天上的
蓝天白云，而是储存在云端服务器中
的大数据。

海量的大数据，只有放在云端，
通过整理和计算，才能生成人工智
能，发挥作用。而在以往，由于缺乏
一个统筹的机制，数据在内部“打
转”，不少部门单位沦为“信息孤
岛”。设置“云长”一职，正是通过行
政首长的统筹调度和指挥，让数据上

“云”，从而流动起来，并真正成为一
种管理资源。

“云长制”并非孤立的存在，它的
背后，是一整套“组合拳”。这套“组
合拳”的打出，有这样一个背景——

去年8月23日，首届智博会开幕
当天，习近平总书记向大会发来贺
信。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们正处在
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蓄势待
发的时期，以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
能为代表的新一代信息技术日新月
异。促进数字经济和实体经济融合
发展，加快新旧发展动能接续转换，

打造新产业新业态，是各国面临的共
同任务。

8月27日，智博会刚闭幕，市委
常委会就召开会议，统一思想、鼓舞
士气。会议要求，全市各级各部门深
入学习贯彻总书记贺信精神，坚定不
移把大数据智能化创新作为战略选
择，增强责任感使命感，抢抓机遇，发
挥优势。

紧接着，市委、市政府主要领导
就开始了密集的调研。到企业、到区
县、到部门、到片区，进工厂、进车间、
进园区、进社区，察看企业智能化进
程，了解最新创新成果，把握产业发
展趋势，讨论推进大数据智能化发展
的相关问题……所到之处，他们给大
家讲解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
发展趋势，希望大家深入贯彻总书记
贺信精神，做到学进去、讲出来、做起
来，把智能制造作为主攻方向，推动
大数据智能化创新发展，更好为经济
赋能，为生活添彩。

市委、市政府主要领导还频频会
见大数据智能化领域企业家，借外脑
启迪思维，促进观念转变，共商培育
重庆大数据智能化产业的路径和方
法。中国电子科技集团总经理吴曼
青、中电海康集团董事长陈宗年、vi-
vo公司创始人沈炜、OPPO公司创始
人陈明永……一批又一批数字化经
济代表企业首脑纷纷来渝，带来了先
进的发展理念，为重庆推进观念变
革、思维变革加了一把“火”。

思想先行，行动跟进。
重庆通过改革，实现机构内部人

力、财力和物力等相关要素的重新组
合，来为推进大数据智能化提供组织
保障。

去年11月，重庆市大数据应用
发展管理局挂牌。这是市政府专职
负责促进大数据应用发展的直属机
构。此后，各区域、领域负责大数据智
能化工作的部门或机构也纷纷成立。

解决了谁来做的问题，但做什
么、怎么做，需要更具体的方法、路径
和目标。去年8月以来，《重庆市加
快集成电路产业发展若干政策》、《重
庆市智能制造实施方案(2019—2022
年)》、《重庆市加快新能源和智能网
联汽车产业发展若干政策措施
（2018—2022年）》、《全面推行“云长
制”实施方案》、《重庆市新型智慧城市
建设方案》、《重庆市政务数据资源管
理暂行办法》陆续施行。关于大数据
智能化产业培育和应用推广的较为
完备的政策体系，已经在重庆建成。

举一纲而万目张。市委、市政府
总揽全局、协调各方，充分发挥引领、
示范和带动作用，有力地推动了整个
干部队伍乃至全社会转变观念，“数
字产业化、产业数字化”的数字思维
开始形成共识。

数据最有说服力。一年来，全市
新签约智能产业类项目809个，占全
市工业签约项目比重为52.3%；项目
总投资6766亿元，占工业总投资比
重为58.7%。截至目前，我市已在存
量企业中，累计实施324个智能化改
造示范项目，带动800余家企业开展
智能化改造。 （下转4版）

本报讯 （记者 戴娟）8月23日，
市政协五届二十四次主席会议召开。
市政协主席王炯主持会议。

会议听取了重庆新零售发展情况
通报和重庆市智能产业发展情况通报，
审议了《关于加强和改进重庆市政协委
员学习工作的实施方案》，审议了《政协
重庆市第五届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第九
次会议建议方案》。

会上，王炯表示，新零售是信息时代

经济发展的产物，是现在和将来商品销
售的主要模式。智能产业是未来经济发
展的引擎，是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
要支撑。2017年7月中旬以来，我市新零

售发展呈现向上向好的良好态势，大数
据智能化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为推动
我市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了新动能。市
政协作为社会主义协商民主的重要渠道

和专门协商机构，要紧紧围绕习近平总
书记对重庆的殷殷嘱托，认真贯彻新发
展理念，发挥优势，努力在科技创新、产
业升级转型、育才引才等方面，深入调查
研究、积极建言献策，为加快推进我市数
字产业化、产业数字化，围绕创造高品质
生活，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作出新贡献。

市政协副主席宋爱荣、陈贵云、吴
刚、谭家玲、张玲、周克勤、王新强，秘书
长秦敏参加会议。

市政协五届二十四次主席会议召开
王炯主持

促进观念转变 凝聚发展共识
——首届中国国际智能产业博览会给重庆带来的思想之变

本报记者 曾立 陈钧 吴刚

本报讯 8月 24日，2019中欧班
列“高质量、高效率、高层次、市场化”
峰会在渝举行，重庆、河南、湖北、浙
江、湖南的中欧班列运营平台联合发
布《中欧班列高质量发展倡议书》，将
加强协同合作，避免恶性竞争，坚持创
新发展，共同推动中欧班列健康可持
续发展。

倡议书提出，各班列平台公司要
着力开发高端市场，优化运输组织及
货物集结分拨等各环节操作流程，有
效降低运营成本，努力在提升班列重
载率、计划兑现率、运输安全、运输货

值等指标水平上下功夫，推动中欧班
列高质量发展。

倡议书还提出，各班列平台公司和
运营商、供应商要杜绝违背市场规律的
低价揽货现象，共同维护中欧班列良性
发展的市场环境；要积极加强区域合
作，加强与国内外铁路承运人、代理人
的密切协同，进一步提高运输质量和效
益，在坚持中欧班列在线路、口岸、运营
商等方面多样化发展和保持地方特色
的基础上，整合线路、整合节点，合作开
行大公共班列和阶梯班列。

（详见12版）

五省市中欧班列运营平台联合发布
《中欧班列高质量发展倡议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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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重庆全球科学家高峰会开幕

19位世界级“最强大脑”来重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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