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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残疾人一
个也不能少。”习近平总书记格外关心残疾特
殊困难群体。

健康与康复、就业与创业方面迈出坚实
步伐；特殊教育与融合教育水平显著提高；
社会救助、社会福利、社会保险待遇有效提
升……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残疾人事业取
得举世瞩目的历史性成就，8500万残疾人以
平等、参与、共享的全新姿态，“迈步”在奔小
康的幸福路上。

轮椅之外的“生活圈”

每天上午8点半，69岁的杨玉芳会准时
开着电动轮椅出门。他在唐山百货大楼附近
开了个小摊，为市民配钥匙。闲时，他会拿出
纸笔，修改着小说文稿。

有事可做，活得有滋味，这是现在的杨玉
芳。

43年前，举世罕见的大地震给唐山人民
带来浩劫，共造成3817人截瘫。杨玉芳就是
其中之一。

2016年7月28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唐山
调研考察期间，前往市截瘫疗养院看望慰问
在震灾中受伤的截瘫疗养员，勉励他们说：

“健全人可以活出精彩的人生，残疾人也可以
活出精彩的人生。”

这一幕，让杨玉芳倍感温暖。
3 年来，一个个变化让杨玉芳看在眼

里：疗养院每个屋子都装了空调，楼道里有
净水器，增设了棋牌室和乒乓球室，健身器
材更新……疗养员邓亚萍说：“院里还给每
人发了一个平板电脑，WiFi 很快，学会用
了。”

唐山市截瘫疗养院院长杨震生说，疗养
员的生活圈子早已不限于轮椅这个小世界
了。

65岁的姚翠芹在手机App发布自己演
唱的歌曲，总播放量5万余次，成了“老网红”；
去年10月，56岁的李冬梅在河北省第九届残
疾人运动会暨第五届特殊奥林匹克运动会
上，获得标枪、铅球、铁饼3枚金牌。

杨玉芳则在闹市街头写出了一本小说和
一本诗歌集。“有专项补贴，有扶持残疾人创
业的税收优惠政策，再加上退休工资每年都
在涨，我们日子越来越好，越活越精彩。”杨玉
芳说。

关爱启航“隐形翅膀”

在呼和浩特市特殊教育学校的教室内，
聋哑姑娘王雅妮正在为一位模特进行脸部
按摩，每完成一个步骤，都用手语进行详细
的解说，聋哑学生们在一旁聚精会神地看
着。

2014年1月28日，习近平总书记来到呼
和浩特市儿童福利院看望这里入住的儿童。
在和王雅妮交流时，总书记鼓励她好好学习，
学业有成。

今年，王雅妮实现教师梦，成了一名美容
美发课老师。

全社会的关爱，让孤儿和残障儿童健康
成长、实现梦想。

走进呼和浩特市儿童福利院，满眼是孩
子们做的剪纸、拼贴、绘画作品，音乐声、唱歌
声、诵读声从一个个教室内传出。院长武文
俊介绍，发出这些爽朗声音的孩子们，98%有
中重度残疾。

记者了解，近年来，儿童福利院扩大小家
庭养育模式，按照年龄、身体残疾程度和生活
自理能力，将儿童划分到不同的养育区，进行
精细化养育：

3岁以下的儿童由模拟家庭养育；
3岁以上的儿童学习生活自理，进入集体

养育区生活，并在特教老师的指导下开始学
习；

需要进行康复治疗的儿童，每周在康复
训练区接受运动疗法、语言疗法、作业疗法等
针对性治疗。

“我们想用‘模拟家庭’的养育方式让儿
童获得家庭般的温暖。”武文俊说。

呼和浩特市特殊教育学校老师王洙楠介
绍，18岁成年以后，儿童福利院的孩子们会搬
到一墙之隔的呼和浩特市社会福利院生活，
开始为步入社会做准备，其中很多人会进入
特殊教育学校，学习美容美发、手工艺、烹饪
等技艺。

“我要把学到的美容美发技能，教给特殊
教育学校的盲人、聋哑学生，让他们学会一技
之长，回报社会。”王雅妮打着手语说。

“暖”在雪域高原

8月的西藏阿里天高气爽，奔流的狮泉河

穿过阿里地区行署所在地狮泉河镇。上午，
41岁的仓决刚打开小卖部的门，就有三三两
两的顾客进来买东西。

仓决右脚行走不便，她一边不紧不慢地
帮顾客装东西，一边提示他们既可以现金支
付，也可以微信扫码支付。

患有先天性小儿麻痹症的仓决，家里还
有一位体弱多病的老母亲和一个在读高二的
女儿，养家的重担让她喘不过气来。

让她感到宽慰的是，全家2007年住进了
政府提供的廉租房。

然而，老母亲看病用药每年要花钱，加上
在拉萨读高中的女儿每年回家往返车费，再
加上日常生活费，仅靠低保补贴仍是捉襟见
肘。

阿里地区残联的干部上门找到了仓决。
“他们介绍了残疾人就业创业扶持政策，

说是符合条件的残疾人创业可以享受2万元
补贴。如果开个小店，可以实现零成本创
业。”仓决说。

在当地残联的指导和帮助下，包括一个
茶馆和一个小卖部的“仓决商店”2018年7月
在镇上开业了，仓决的生活一下子变得忙碌
起来。

现在，开张1年多的仓决商店每个月有三
四千元的营业收入，家里的经济条件明显改
善。

西藏自治区残联副理事长拉姆卓玛介
绍，近年来，西藏不断完善体制机制，全力
推进贫困残疾人社会兜底保障和教育就
业。2018年共为11.67万困难残疾人、重度
残疾人发放生活及护理补贴1470多万元，
将符合条件的残疾人全部纳入建档立卡范
围，实现应保尽保，残疾人的安全感不断增
强。

同时，西藏还加大对残疾人的培训和就
业服务，结合残疾人自身条件和市场需求，
开设缝纫等技能培训班；通过残疾人专场招
聘会、残疾人就业援助月等措施，拓宽残疾
人就业渠道，形成了残疾人按比例就业等多
种就业形态。据不完全统计，截至目前已培
训9万多人次，16855名残疾人实现稳定就
业。

仓决说：“有了这个商店，除了挣到钱外，
更重要的是感觉自己更有价值了。”

（记者：孙杰、杨帆、魏婧宇、陈尚才、周锦
帅）（新华社北京8月26日电）

一 个 也 不 能 少
——8500万残疾人“迈步”奔幸福的三个片段

新华社记者

总书记关心的百姓身边事

本报讯 （首席记者 陈钧 实习生 孙天
然）8月26日，联想集团与重庆两江新区签约，联想
5G云网融合总部基地项目落户两江新区。这是世
界500强企业在重庆布局的首个5G总部项目。

市委常委，两江新区党工委书记、管委会主任
段成刚，联想集团董事长兼CEO杨元庆出席活动。

作为全球领先的智能设备及企业IT解决方案
提供商，联想集团将在两江新区打造联想5G云网
融合总部基地。该项目将把联想产业链上下游相
关企业引入两江新区，着力与国际领先技术接轨，
面向未来共同发展，助力重庆传统产业转型升级。

据介绍，联想5G云网融合总部基地项目，将
建设5G研发、应用、交付、展示4个中心，以及5G

智能设备制造基地和国家级联合实验室。
其中，5G研发中心将重点开展5G微基站及应

用场景研发，力争5年内申请5G工程国家重点实
验室，达到国内一流、国际领先水平。5G智能设备
制造基地的打造，将依托重庆市5G建设发展规划
和智能终端产业发展基础，将联想5G通信设备，
包括射频单元、基带单元、5G大规模Massive-
MIMO天线、CPE终端以及基于5G应用的边缘计
算等在内的产品放在两江新区生产。

根据协议内容，联想5G云网融合总部基地项
目总投资不低于50亿元，用地不少于500亩，5年
内员工突破1500人，累计销售收入突破100亿
元。

联想5G云网融合总部基地项目落户两江新区

本报讯 （首席记者 陈钧）8月27日，市委
常委，两江新区党工委书记、管委会主任段成刚在
悦来温德姆酒店会见了澳大利亚布里斯班副市长
克莉丝塔·亚当斯，双方就加强两地合作进行了交
流。

段成刚对克莉丝塔·亚当斯率团参加智博会表
示感谢。他说，重庆具有区位、生态、产业、体制四

大优势，目前正按照习近平主席视察重庆重要讲话
精神，努力发挥“三个作用”，加快经济社会发展。
澳大利亚布里斯班和重庆互为友好城市，希望双方
加强合作、实现共赢。

克莉丝塔·亚当斯表示，布里斯班与重庆一样
是一座美丽的城市，两地可从旅游、教育、科技等方
面加强合作、携手发展。

段成刚会见克莉丝塔·亚当斯

本报讯 （记者 罗静雯）8月27日，市政府与
紫光集团签订重庆紫光存储芯片产业基地项目合
作协议。市委副书记、市长唐良智会见紫光集团董
事长赵伟国并共同见证签约。

市领导吴存荣、段成刚，紫光集团联席总裁于
英涛、王慧轩，全球执行副总裁高启全，副总裁杜晓
阳、吴健出席活动。

根据协议，双方将聚焦存储芯片领域开展全
方位深层次合作。共同加大产业投资，在渝组建
存储芯片领域核心产业集团，设立紫光国芯集成

电路股份有限公司和重庆紫光集成电路产业基
金。完善存储芯片产业链，在渝建设 12 英寸
DRAM存储芯片工厂，布局包括DRAM总部研
发中心在内的紫光DRAM事业群总部，建设紫
光科技园，引入产业链上下游企业。

签约活动上，紫光集团还分别与市经济信息
委、两江新区、江津区、重庆高速公路集团、罗普特
科技集团等签订合作协议。

紫光集团有关人员，市有关部门、有关区、有关
企业负责人参加活动。

市政府与紫光集团签订项目合作协议
唐良智会见紫光集团董事长赵伟国并见证签约

本报讯 （记者 罗静雯）近日，市委副书记、
市长唐良智分别会见了来渝出席2019智博会的柬
埔寨暹粒省省长迪赛哈、德国科隆市市长何珂、英
国国际贸易部全球投资部部长格拉汉姆·斯图尔
特、波兰卢布林省省长斯达尔维斯基、阿根廷驻华
大使盖铁戈。

市领导吴存荣、莫恭明、潘毅琴分别参加会见。
唐良智代表市委、市政府，代表陈敏尔书记，对

各位嘉宾来渝出席智博会表示欢迎。唐良智说，重
庆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直辖市、国家中心城市，是中
国西部大开发的重要战略支点，处在“一带一路”和
长江经济带的联结点上。中央对重庆发展十分关
心、寄予厚望。今年4月，习近平主席亲临重庆视
察指导，要求重庆努力在推进新时代西部大开发中
发挥支撑作用、在推进共建“一带一路”中发挥带动
作用、在推进长江经济带绿色发展中发挥示范作
用。当前，重庆正按照习近平主席对重庆的重要指
示要求，更加注重抓好大保护，更加注重抓好大开
放，更加注重推动高质量发展，努力在国家区域发

展和对外开放格局中发挥独特而重要的作用。我
们全面融入共建“一带一路”和长江经济带发展，加
大内陆开放力度，努力在西部地区带头开放、带动
开放。近年来，柬埔寨、德国、英国、波兰、阿根廷与
重庆经贸人文交往不断加强。智博会是交流思想、
分享经验、深化合作、共谋发展的重要平台。希望
以此次智博会为新起点，进一步加强高层互访，共
同在大数据智能化、产业、投资、物流、教育、文化、
旅游、体育等相关领域深化务实合作，促进国家间、
地方间、企业间互联互通、互利共赢。

迪赛哈、何珂、格拉汉姆·斯图尔特、斯达尔维斯
基、盖铁戈感谢重庆的热情接待和周到安排，对重庆举
办2019智博会表示祝贺。他们表示，重庆是一座美
丽之城、现代之城、活力之城，区位优势明显，产业基
础良好，人文底蕴深厚，发展潜力巨大。愿与重庆加
深彼此了解，推动数字经济、贸易、产业、互联互通、文
化旅游等各领域合作取得更大成果，实现共赢发展。

柬埔寨、德国、英国、波兰、阿根廷有关人员，市
有关部门、有关区负责人参加会见。

唐良智分别会见柬埔寨、德国、
英国、波兰、阿根廷客人

本报讯 （记者 周松）8月25日至27日，市
委常委、常务副市长吴存荣分别会见了来渝出席
2019智博会的江苏省副省长马秋林、贵州省副省
长陶长海、天津市政协副主席尚斌义、英特尔全球
高级副总裁丹尼尔·麦克纳马拉、新加坡科技工程
集团总裁钟思峰等。

吴存荣代表市委、市政府欢迎各位嘉宾来渝参
加2019智博会，感谢大家对重庆发展的关心和支
持。吴存荣说，智能改变生活，创新引领未来，当前
重庆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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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快推进数字产业化、产业
数字化，着力构建“芯、屏、器、核、网”智能产业全产

业链，积极拓展大数据智能化的政用、商用、民用价
值，不断催生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努力在推进
新时代西部大开发中发挥支撑作用、在推进共建

“一带一路”中发挥带动作用、在推进长江经济带绿
色发展中发挥示范作用。希望与各方开展更广领
域、更深层次合作，实现互利共赢。

嘉宾纷纷表示，本届智博会规模大、层次高、亮
点多，是一次成功的盛会。重庆近年来在智能产
业、智能制造、智慧城市建设发展上取得的成绩有
目共睹。希望通过智博会这一平台，寻找更多更好
的合作机会和合作伙伴，共享全球智能化发展机
遇。

吴存荣会见出席2019中国国际
智能产业博览会的部分嘉宾

本报讯 （记者 颜安）8月27日，中国智谷
（重庆）科技园、南岸区、重庆经开区举行集中签约
仪式，37个大数据智能化项目落户南岸区，总投资
达608亿元。此次签约项目涵盖智能制造、能源、
大健康、智慧城市等领域，以第三产业为主。

其中，投资额最大的是长江梦中心项目，达到
150亿元。该项目着力推动智慧城市、数字文创、
科技展演的具体落地，致力于打造集未来艺术展
演、数字创意孵化、国际文化交流、跨境文化交易、
尖端人才培育于一体的国际级智慧文旅示范项目，
项目将引入华人文化集团旗下企业资源，建设重庆
第一个“文化+科技”主题艺术聚落，开启“技术点
亮城市”工程，建成后预计每年将为南岸区贡献15
亿元文化产业产值。

由同兴稳成（北京）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投资的
智慧城市、智慧产业园区项目，投资达100亿元。

该项目将积极引入国际国内大数据、智能制造、高
科技研发和物联网应用企业，推动南岸大数据智能
产业发展。

在大健康方面，广东南芯医疗科技有限公司将
投资5亿元，在南岸区建设南芯人体微生态项目中
国总部运营基地、中国人体微生态研究院。

此外，京东医药西南区域总部项目和智慧健康
重庆项目也签约落地。

中国智谷自挂牌以来，产业基础逐步坚实，平
台支撑日渐强劲。今年8月，重庆市5G产业园、重
庆软件园获批落地，又为其奋力开拓5G时代“新
蓝海”增添了助力。此次签约的项目将与现有项目
一起，助推中国智谷（重庆）科技园打造特色智能产
业集聚区、数据运营平台集聚区、智能制造创新集
聚区和智慧生活新城。

副市长熊雪出席签约仪式。

总投资608亿 37个大数据智能化项目落户南岸

（上接1版）
北碚区委书记周旭表示，北碚区具有国

家级开发开放新区、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
中国重庆自由贸易试验区“三区”叠加优势，
集聚了一大批科研平台和智能产业骨干企
业，将深入实施大数据智能化为引领的创新
驱动发展战略，推动大数据智能化与“工业
生产”“智慧城市”等深度融合。以蔡家智慧
新城、水土高新技术产业园、缙云人文科技
城等为主要载体，聚焦智能制造、大数据、传
感器等智能产业，加快建设重庆市工业互联
网产业生态园和传感器特色产业基地、重庆
市工业大数据制造业创新中心、中国工业互
联网研究院重庆分院，力争2020年建成全
国重要的智能产业基地和大数据应用示范
城区。

江津区委书记程志毅表示，江津是全市
工业大区，工业经济是立区之本、强区之基、
富区之源。江津将紧扣高质量发展要求，自
觉将区域发展放在全市大局中思考和谋划，
结合实际，进一步深挖大数据智能化的政用、
商用、民用价值，加快推进形成智能化应用、
智能化改造、智能产业发展“三位一体”发展
格局，着力促进“江津制造”加快向“江津智
造”转变。

上汽依维柯红岩商用车有限公司总经理
楼建平说，习近平总书记的贺信，让公司更加
坚定了发展方向。上汽红岩将继续在智能制
造、智慧物流、智能化创新管理等方面发力，
专注重卡智能化。在智能制造方面，除改造
现有生产制造体系向智能制造升级外，在新
建的第二工厂，上汽红岩的智能化应用程度
将达到70%以上，真正实现从“红岩制造”到

“红岩智造”的跃升。

习近平总书记的贺信，让重庆滨江实验
学校老师殷娜干劲更足了。作为学校科技
教研组长，殷娜一直致力于探索如何在学校
更好地触发孩子们的科技创新潜能。她说，
学校学生们在刚结束不久的VEX-IQ北京
世界冠军赛中，从46支队伍中脱颖而出，获
得了“活力专项奖”的好成绩。她对孩子们
的科技创新思维及科技创新实践能力充满
信心。

智能化让发展更有质量、生活
更有品质

努力让智能化为经济赋能、为生活添彩，
已成为与会中外嘉宾和我市各界的共识。

涪陵区委书记周少政表示，目前，涪陵
正深入推进大数据智能化创新发展，一手抓
智能化为经济“赋能”，坚持“点线面”结合，
加快优势产业智能化升级、绿色化转型，大
力发展数字经济，推动数字产业化、产业数
字化，打造重庆重要的现代制造业基地，助
力重庆建设“智造重镇”；一手抓智能化为
生活“添彩”，以华为（涪陵）云计算大数据
中心为依托，持续推动智慧政务、智慧交
通、智慧医疗、智慧教育、智慧旅游等项目
建设，加快打造“智慧涪陵”，助力重庆建设

“智慧名城”，奋力谱写新时代智能化发展
新篇章。

“习近平总书记的贺信，更加坚定了公
司加快建设智慧医疗的信心。”中核中同蓝
博医学检验有限公司总经理郑勇说，目前，
公司正在打造“互联网+区域”检验协同工
作网络，让优质检验资源向基层下沉。预计
到明年底，该网络将与重庆300家左右基层

医疗机构合作，并在多个社区建立健康小
屋。市民可在上述地方采集标本，由专业物
流送至实验室进行检测，检测结果通过互联
网返回到基层医疗机构，实现“患者不动，
标本动、信息动”，解决检测的“最后一公
里”问题。

马上金融公司创始人兼CEO赵国庆表
示，今后，公司将致力于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
的深度融合，不断推出创新研究成果，打造满
足多场景、多渠道、覆盖线上线下的智能化科
技服务体系，推动构建普惠金融的新模式和
新生态。

白雪峰是重庆市超群工业股份有限公司
的总工程师，今年是他首次参加智博会，在
现场看到了许多科幻电影中才有的智能情
境。作为汽车零部件制造企业技术负责人，
白雪峰期待智能产业更加专业化、模块化，通
过智能产业的快速、健康发展，为传统制造业
注入新的强劲动能，助推重庆早日成为“智造
重镇”“智慧名城”。

青年创业者、重庆芏科科技有限公司
总经理陈科霖表示，作为从事环保行业的
创业者，既是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革命
的参与者，更是其中的受益者。公司将牢
牢抓住智能产业发展机遇，加强科技创新，
注重新型环保材料的开发与研究，认真钻
研环保领域的先进科技知识，努力解决环
保材料设计生产中的科学问题，吸引更多
的青年加入创业团队，积极迎接智能时代
的新挑战，用智能科技为祖国的环保事业
贡献力量。

（记者陈国栋、张莎、周尤、陈钧、廖雪
梅、夏元、黄光红、李珩、申晓佳、李星婷、王亚
同，通讯员秦廷富、李诗韵）

携手开拓数字经济“新蓝海”

（上接1版）
抢抓智能时代新机遇，建设“智造重镇”

和“智慧名城”，这是一个大命题，需要眼光
更加敏锐、胸襟更加开放、思路更有前瞻
性。回答好这一发展命题，就要认真贯彻习
近平总书记贺信精神，加快数字产业化、产
业数字化，推动数字经济和实体经济深度融
合，更加注重前瞻布局、融合发展、企业引

领、环境营造，推动智能产业、智能制造、智
慧城市协同发展。只有不断催生新产业、新
业态、新模式，推动质量变革、效率变革、动
力变革，智能化才能更好地为经济赋能、为
生活添彩。

“重庆的变化令人振奋，新动能正在
快速集聚”“相信未来一年或者若干年，重
庆的智能化会进一步加速，引领整个中国

乃至世界的发展”……智博会期间，国内
外嘉宾对重庆建设“智造重镇”和“智慧名
城”充满期待，也更加坚定了我们的信心
和决心。我们要坚定不移把大数据智能
化发展作为战略选择，积极主动作为，为
重庆推动高质量发展、创造高品质生活提
供更加有力的支撑，创造更加美好的智能
化未来。

集中力量建设“智造重镇”和“智慧名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