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为了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隆重表彰为新
中国建设和发展作出杰出贡献的功勋模范人物，弘扬民族
精神和时代精神，根据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
员会第十三次会议的决定，授予下列人士国家勋章、国家荣
誉称号：

一、授予于敏、申纪兰（女）、孙家栋、李延年、张富清、袁
隆平、黄旭华、屠呦呦（女）“共和国勋章”。

二、授予劳尔·卡斯特罗·鲁斯（古巴）、玛哈扎克里·诗琳
通（女，泰国）、萨利姆·艾哈迈德·萨利姆（坦桑尼亚）、加林
娜·维尼阿米诺夫娜·库利科娃（女，俄罗斯）、让-皮埃尔·拉
法兰（法国）、伊莎白·柯鲁克（女，加拿大）“友谊勋章”。

三、授予叶培建、吴文俊、南仁东（满族）、顾方舟、程开
甲“人民科学家”国家荣誉称号；

授予于漪（女）、卫兴华、高铭暄“人民教育家”国家荣誉
称号；

授予王蒙、秦怡（女）、郭兰英（女）“人民艺术家”国家荣
誉称号；

授予艾热提·马木提（维吾尔族）、申亮亮、麦贤得、张超
“人民英雄”国家荣誉称号；

授予王文教、王有德（回族）、王启民、王继才、布茹玛
汗·毛勒朵（女，柯尔克孜族）、朱彦夫、李保国、都贵玛（女，
蒙古族）、高德荣（独龙族）“人民楷模”国家荣誉称号；

授予热地（藏族）“民族团结杰出贡献者”国家荣誉称号；
授予董建华“‘一国两制’杰出贡献者”国家荣誉称号；
授予李道豫“外交工作杰出贡献者”国家荣誉称号；
授予樊锦诗（女）“文物保护杰出贡献者”国家荣誉称号。

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 习近平
2019年9月17日

（新华社北京9月17日电）

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令
第三十四号

本报马尼拉 9 月 17 日电 （记者 杨
帆）9月16日，中国（重庆）—菲律宾经贸交
流论坛在菲律宾首都马尼拉举行。正在菲
律宾访问的市委书记陈敏尔出席论坛开幕
式并致辞。

菲律宾内阁经济管理团队首席、财政部
长卡洛斯·多明格斯，菲民主人民力量党总
裁、参议员皮门特尔和民力党副主席、能源部
长库西等执政党领导人，菲贸工部副部长罗
伟尔·巴尔巴，中国驻菲大使赵鉴华，中联部
副部长郭业洲，市领导吴存荣、王赋等参加。

来自重庆和菲律宾的政府、工商界和媒
体代表齐聚中国（重庆）—菲律宾经贸交流
论坛，共话发展机遇，共商合作大计，携手推
动双方务实合作在共建“一带一路”中迈出
新步伐、更上一层楼。

陈敏尔在论坛开幕式上致辞。他说，习
近平主席强调，要继续从战略高度和长远角
度把握好时和势，引领中菲关系发展，持续
推进“一带一路”倡议同菲方“大建特建”规
划对接，为中菲关系发展指明了方向。菲律
宾是著名的千岛之国，被誉为“西太平洋的
明珠”。中菲两国隔海相望，一衣带水，传统
友谊源远流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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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重庆正
全面贯彻习近平主席重要指示要求，大力推
进大数据智能化创新发展，着力构建现代产
业体系，切实筑牢长江上游重要生态屏障，
加快建设内陆开放高地、山清水秀美丽之
地，坚定推动高质量发展、创造高品质生活。

陈敏尔指出，重庆与菲律宾友好交流紧

密、合作基础坚实。菲律宾是共建“一带一
路”倡议的重要参与者、推动者，正积极参与
国际陆海贸易新通道建设；重庆处在“一带
一路”和长江经济带的联结点上，是国际陆
海贸易新通道的枢纽。双方具有高度战略
契合，合作空间广阔。重庆愿同菲律宾一
道，不断深化全方位互利合作，为两国关系
发展贡献力量。共同扩大投资贸易规模，利
用中国西部国际投资贸易洽谈会等平台，发
挥国际陆海贸易新通道作用，拓宽投资领域，
优化贸易结构，推动经贸合作迈上新台阶。
共同发展高新技术产业，依托中国国际智能
产业博览会，着力在数字经济、智能制造等领
域培育新的增长点。共同推动企业务实合
作，创造良好营商环境，发挥商协会作用，加
强投资信息交流和重点项目推介，拓展两地

企业在能源、机电、汽摩、建筑等领域深度合
作。共同加强地方人文交流，推动教育、医
疗机构开展形式多样的合作，推动文化旅游
交流合作，促进人员往来更加频繁。

多明格斯在致辞中说，习近平主席提出
的“一带一路”伟大倡议，有助于把地区各国
联系得更加紧密，增强贸易纽带，创造投资机
会，菲律宾将继续积极参与其中。在两国领
导人的共同推动下，菲中关系日益紧密，各领
域交流合作富有成效，特别是中国成为菲律
宾最大贸易伙伴，对菲投资和旅游蒸蒸日上，
使菲律宾人民感受到菲中关系发展取得的积
极成果。菲律宾正大力实施“大建特建”规
划，创造更多投资机会，释放经济发展活力。
菲律宾愿深化与重庆的务实合作，推动合作
取得新的更大成果。菲方将为企业在菲发展

创造良好环境，提供更加优质的服务。
论坛上，吴存荣、巴尔巴分别作重庆和

菲律宾经贸交流合作推介。来自菲律宾工
商总会、中国银行马尼拉分行、菲律宾菲华
商联总会和两地企业的代表在论坛上做主
题发言，就推动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创新
金融产品服务、提升现代服务业水平等深入
交流，寻找合作新空间，拓展合作新领域。

当天，重庆和菲律宾签署9项经贸合作
协议，签约金额46亿美元，涉及摩托车、专
业商用车、汽车及零部件、钢板生产、新零
售、国际冷链物流等。双方还举行了企业一
对一投资贸易对接会，加强沟通交流，促进
互利合作。

菲方有关负责人，我市有关部门和两地
企业负责人参加活动。

中国（重庆）—菲律宾经贸交流论坛举行

共话发展机遇 共商合作大计
在共建“一带一路”中深化互利合作

重庆和菲律宾签署多项合作协议
陈敏尔出席论坛开幕式并致辞 卡洛斯·多明格斯致辞

新华社马尼拉 9 月 17 日电 9月16
日，菲律宾民主人民力量党主席、总统杜
特尔特在总统府会见中共中央政治局委
员、重庆市委书记陈敏尔。

陈敏尔转达习近平主席的亲切问
候。他说，不久前习近平主席再次与阁
下会晤，就中菲关系进一步发展达成重
要共识。中方愿同菲方一道，落实两国
元首共识，加强执政党交往，增进政治
互信，深化“一带一路”框架内合作，推
动中菲关系不断取得新进展。重庆愿
加强与菲地方交往，通过国际陆海贸易
新通道深化各领域交流合作，为中菲关
系发展作出积极贡献。

杜特尔特请陈敏尔转达对习近平主
席的良好祝愿。他说，当前菲中关系正
处于历史上最好时期，两国各领域合作
全面展开，政党和地方交往日益活跃。
感谢中方对菲经济社会发展提供的支持
和帮助，希望继续学习借鉴中国共产党
治国理政经验，愿意积极参与共建“一带
一路”，欢迎重庆同菲开展更多交流合
作。

应菲民主人民力量党邀请，陈敏尔
于 9 月 13 日至 17 日率中共代表团访
菲。其间，陈敏尔还分别会见了众议长
卡耶塔诺，及民主人民力量党总裁皮门
特尔等执政联盟主要政党领导人和达沃
市长萨拉·杜特尔特，并同菲财政部长多
明格斯共同出席中国（重庆）－菲律宾经
贸交流论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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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 罗静雯）9月17日，市
委副书记、市长唐良智在推进重庆高新区建
设发展现场办公会上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
习近平总书记视察重庆重要讲话精神，按照
市委、市政府部署和陈敏尔书记要求，进一
步深化体制机制改革，优化提升科学城规
划，知责履责、砥砺前行，努力推动重庆高新
区高质量发展。

市领导熊雪、张玲，陆军勤务学院政委
周建新，重庆大学党委书记周旬，中国科学
院院士芮莜亭等出席有关会议或活动。

会议听取了高新区改革工作及科学城、
高新区规划推进情况汇报。

唐良智强调，近一个月来，高新区体制
改革初见成效，机构编制人员移交划转到
位，规划思路更加清晰，招商引资有新突
破，成绩值得充分肯定。要进一步解放思
想、更新观念，贯彻新发展理念，坚持适度

超前，做好“高”和“新”两篇文章，努力把高
新区建设成为全市高质量发展示范区和科
技创新资源集聚地。要进一步放大格局、
对标一流，优化高新区国土空间规划、科学
城规划和各类专项规划，增强规划的科学
性和前瞻性，促进科技要素集聚、科技服务
配套完善、主导产业突出、城市功能分区合
理。要大力推进科学城建设，促进轨道交
通成网、加密，建设综合交通枢纽，构建网

络型基础设施体系，建设宜居宜业宜游的
现代化城区，促进西部槽谷地区和成渝城
市群一体化发展。要进一步形成共识、共
同参与，在渝各高校要积极主动参与科学
城建设，与高新区共同把科学城和“双一
流”大学建设好，各级各部门要加大对高新
区的支持力度，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
助力深化高新区体制机制改革，确保高新
区管理更顺畅、更高效，更好推动高新区高

质量发展。
会后，唐良智出席了重庆丝路智能制造

研究院揭牌活动并见证签约。据了解，重庆
丝路智能制造研究院将致力促进创新要素
融合、高层次人才培育、科技成果转化，推动
重庆及丝绸之路经济带沿线国家和地区高
端制造业发展。

市有关部门、有关区政府、重庆高新区，
有关高校、企业负责人参加。

唐良智在推进重庆高新区建设发展现场办公会上强调

深化体制机制改革 优化提升科学城规划
努力推动重庆高新区高质量发展

新华社北京9月17日电 国家主席习近平17日签署主
席令，根据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三次会议17日下午表
决通过的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授予国家勋章和国家荣誉称号
的决定，授予42人国家勋章、国家荣誉称号。

根据主席令，授予于敏、申纪兰（女）、孙家栋、李延年、张
富清、袁隆平、黄旭华、屠呦呦（女）“共和国勋章”。

授予劳尔·卡斯特罗·鲁斯（古巴）、玛哈扎克里·诗琳通
（女，泰国）、萨利姆·艾哈迈德·萨利姆（坦桑尼亚）、加林娜·维
尼阿米诺夫娜·库利科娃（女，俄罗斯）、让-皮埃尔·拉法兰
（法国）、伊莎白·柯鲁克（女，加拿大）“友谊勋章”。

授予叶培建、吴文俊、南仁东（满族）、顾方舟、程开甲“人
民科学家”国家荣誉称号；授予于漪（女）、卫兴华、高铭暄“人
民教育家”国家荣誉称号；授予王蒙、秦怡（女）、郭兰英（女）

“人民艺术家”国家荣誉称号；授予艾热提·马木提（维吾尔族）、
申亮亮、麦贤得、张超“人民英雄”国家荣誉称号；授予王文教、
王有德（回族）、王启民、王继才、布茹玛汗·毛勒朵（女，柯尔克
孜族）、朱彦夫、李保国、都贵玛（女，蒙古族）、高德荣（独龙族）

“人民楷模”国家荣誉称号；授予热地（藏族）“民族团结杰出贡
献者”国家荣誉称号；授予董建华“‘一国两制’杰出贡献者”国
家荣誉称号；授予李道豫“外交工作杰出贡献者”国家荣誉称
号；授予樊锦诗（女）“文物保护杰出贡献者”国家荣誉称号。

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之际

国家主席习近平签署主席令
授予42人国家勋章和国家荣誉称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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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 赵迎昭）市民可以在家门口看到国内水
平最高的美展了！9月17日，重庆日报记者从第十三届全国
美术作品展览重庆展区新闻发布会上获悉，第十三届全国美
展油画、雕塑两个展区的展览将在渝举办，这是全国美展举办
70年来首次走进重庆。9月22日、25日，两个展览将陆续揭
开面纱。

全国美展由文化和旅游部、中国文联、中国美协主办，是
国家级的权威性、综合性美术大展，是国内水平最高的美术盛
会。第十三届全国美展共设13个展区，在渝举办的油画和雕
塑展，将展出油画595件、雕塑297件。其中，重庆参展油画
36件、雕塑23件。

油画和雕塑展览亮点颇多。油画展览入选作品全面体现
了以人民为中心，弘扬时代精神的创作理念。市民将欣赏到
革命历史、“一带一路”、中国人民的奋斗等题材的作品，从中
感受新中国成立70年来取得的翻天覆地的成就；雕塑展览入
选作品题材广泛，雕塑家们运用新的材料和新的艺术表现形
式，表达对历史的认知、对人民的歌颂。

“直辖以来，重庆的文化建设取得了长足进步，建设了四
川美术学院美术馆等大批文化设施，为全国美展来渝举办创
造了条件。”市美协主席庞茂琨说，油画和雕塑展览在渝举办，
是全国美术界对重庆美术70年来取得的成绩的高度认同，更
是对多年来重庆美术创作的总结、梳理和良好呈现。

第十三届全国美展油画展览将于9月22日在四川美术学
院美术馆开幕，10月22日闭展；雕塑展览将于9月25日在重
庆当代美术馆开幕，10月25日闭展。届时，市民可免费观展。

展示新中国成立70年来成就

全国美展首次走进重庆

本报讯 （记者 颜若雯）9月17日，市
人大常委会主任、梁滩河市级河长张轩赴九
龙坡区和高新区，调研梁滩河九龙坡和高新
区段近期综合整治情况。

张轩先后前往白市驿镇和含谷镇，实地
了解海龙片区雨污管网建设情况、崇兴村管
网和污水处理设施建设情况，并主持召开座
谈会，听取九龙坡区和高新区管委会关于梁
滩河综合整治情况的汇报，详细了解治污存
在的困难，听取各方意见建议。

目前，该片区已新建成主河道截污干管
12.6公里，二级支流截污干管30公里，实施
一批雨污分流改造项目，推进一批小型生活
污水处理设施提档升级，完成小型污水处理
站改造3个、开工建设4个。今年1-8月，梁

滩河童善桥考核断面已达到并优于地表水
V类标准，其中化学需氧量、氨氮、总磷等3
项主要指标分别比 2018 年下降 29.5%、
48.4%、50.8%。

张轩指出，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

央高度重视生态文明建设和生态环境保护，
市委、市政府为坚决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
加快建设山清水秀美丽之地作出了一系列
具体化、项目化的决策部署。

（下转2版）

张轩调研梁滩河九龙坡和高新区段综合整治情况时指出

努力推动梁滩河水质持续向好

9月17日，北京2022年冬奥会吉祥物和冬残奥会吉祥物发布活动在北京举行。这是北京2022年冬奥会吉
祥物“冰墩墩”（左）和冬残奥会吉祥物“雪容融”。 新华社发

北京2022年冬奥会和冬残奥会吉祥物发布

重庆大力推进保障性安居工程建设

全市住房困难群众
实现“住有所居”

3版刊登

4-5版刊登“壮丽70年 奋斗新时代——重庆之变·开放”

建通道 搭平台 扩产业

不沿边不靠海
内陆重庆跻身开放前沿

11版刊登“乡村振兴周刊”

借力国际陆海贸易新通道

渝菲合作有望再扩大

2版刊登

重庆农产品加工业
如何走上“快车道”

“冰墩墩”
以熊猫为原型进行设计创

作。冰，象征纯洁、坚强，是冬
奥会的特点。墩墩，意喻敦厚、
健康、活泼、可爱，契合熊猫的
整体形象，象征着冬奥会运动
员强壮的身体、坚韧的意志和
鼓舞人心的奥林匹克精神。

“雪容融”
以灯笼为原型进行设计创

作。雪，象征洁白、美丽，是冰雪运
动的特点。容融，表达了世界文明
交流互鉴、和谐发展的理念。灯笼
代表着收获、喜庆、温暖和光明，体
现了冬残奥运动员的拼搏精神和
激励世界的冬残奥会理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