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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10月29日电 第二届世界
顶尖科学家论坛（2019）10月29日在上海
召开。国家主席习近平向论坛致贺信。

习近平指出，科学技术是人类的伟大创
造性活动，发展科学技术必须具有全球视
野、把握时代脉搏。中国愿同世界各国一道
加强科学研究，密切科研协作，推动科技进
步，应对时代挑战。

习近平强调，中国高度重视科技前沿

领域发展，致力于推动全球科技创新协
作。中国将以更加开放的态度加强国际科
技交流，依托世界顶尖科学家论坛等平台，
推动中外科学家思想智慧和研究成果转化
为经济社会发展的强大动力。希望与会代
表围绕“科技，为了人类共同命运”这个主
题，推动基础科学、倡导国际合作、扶持青
年成长，为共同创造人类更美好的未来作
出贡献。

习近平向第二届世界顶尖科学家论坛（2019）致贺信

新华社北京10月29日电 国家主席习近平10月29日向
柬埔寨王国国王西哈莫尼发去贺电，祝贺西哈莫尼国王登基
15周年。

习近平在贺电中指出，西哈莫尼国王登基以来，为维护民
族团结、促进国家发展作出重要贡献，深受柬埔寨人民爱戴。

中柬建交60多年来，两国人民始终风雨同舟、守望相
助，结下了深厚友谊。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我愿同西哈莫尼
国王一道努力，继承中柬传统友谊，提升战略合作水平，推动
中柬命运共同体建设不断取得新成果，造福两国和两国人
民。

习近平致电祝贺柬埔寨国王西哈莫尼登基15周年

新华社北京 10 月 29 日电
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军事委员会
主席习近平28日签署通令，嘉奖
参加第七届世界军人运动会的中
国人民解放军体育代表团运动
员、教练员。

嘉奖令指出，在举世关注的
第七届世界军人运动会中，全体
运动员、教练员作为解放军和武
警部队官兵的代表，征战赛场、
勇攀高峰，传递友谊、共筑和平，
取得了运动成绩与精神文明双
丰收，为祖国和人民赢得了荣
誉，为国旗争了光，为军旗添了
彩！你们顽强出色的表现，集中
宣示了我军体育队伍是一支听
党指挥、能打胜仗、作风优良的
过硬队伍，充分展示了改革强军
的新形象新变化新风貌，极大激
发了爱国热情、鼓舞了军心士
气、汇聚了强大力量，更加坚定
了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决胜
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夺取新时代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实
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
信心意志。

嘉奖令指出，实现中国队在
世界军人运动会赛场比赛成绩历
史性突破，是解放军体育代表团
坚决贯彻党中央、中央军委决策
指示，牢记使命重托、积极练兵备
战、共同拼搏奋斗的结果。全体
参赛运动员、教练员挑战极限、追
求卓越，刻苦训练、超越自我，为
实现“办赛水平一流、参赛成绩一
流”目标作出了突出贡献。比赛
中，你们表现出听党指挥、绝对忠
诚的政治品格，祖国至上、不辱使
命的责任担当，不畏强手、敢于亮
剑的拼搏精神，崇尚荣誉、捍卫和
平的价值追求，尊重对手、尊重规
则的竞技风范，传承和弘扬了我
军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战斗精
神，展现了威武之师、文明之师、
胜利之师的良好形象，立起了新
时代革命军人的好样子。

嘉奖令号召，全体运动员、教练员要珍惜荣誉，不骄不躁，
再接再厉，再创辉煌！全军部队和广大官兵要向参加第七届
世界军人运动会的运动员、教练员学习，不忘初心、牢记使命，
砥砺战斗意志、锤炼打赢本领。各级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习近平强军思想，深
入贯彻新时代军事战略方针，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
信”、做到“两个维护”，贯彻军委主席负责制，坚持政治建军、
改革强军、科技兴军、依法治军，聚力备战打仗，强化改革创
新，狠抓工作落实，为实现党在新时代的强军目标、把人民军
队全面建成世界一流军队不懈奋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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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 10 月 29 日电 （记者 陈
炜伟 于佳欣）商务部10月29日举行中外
媒体吹风会。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组委会
办公室主任、商务部副部长王炳南介绍习近
平主席出席第二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相
关情况，并回答记者提问。

王炳南表示，第二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
会将于11月5日至10日在上海举行。国家
主席习近平将于11月5日出席在上海举办的
第二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暨虹桥国际经济

论坛开幕式及相关活动，并发表主旨演讲。
开幕式后，习近平主席将同各国领导人巡视
国家馆。博览会期间，习近平主席将会见有
关国家元首和政府首脑。习近平主席和夫人
彭丽媛还将为各国领导人和嘉宾举行欢迎宴
会。截至目前，来自17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
政商学界人士和国际组织代表将应邀与会。

王炳南指出，举办中国国际进口博览
会，是中国着眼于推进新一轮高水平对外开
放作出的重大决策，是中国主动向世界开放

市场的重大举措，有助于促进中国经济高质
量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美好生活需要。习近
平主席连续两年出席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
开幕式发表主旨演讲，充分体现了中国政府
的高度重视，体现了中国支持多边贸易体
制、推动贸易自由化便利化的一贯立场，体
现了中国推动建设开放型世界经济、构建人
类命运共同体的实际行动。在各有关方面
的共同努力下，目前第二届中国国际进口博
览会国家展、企业展和第二届虹桥国际经济

论坛各项筹备工作已基本就绪。
王炳南表示，国家展总展览面积3万平

方米，集中展示各国发展成就、营商环境和
特色产业。各国家馆的形象设计独具本国
特色，共有64个国家（含中国）、3个国际组
织参展。15个主宾国（按英文字母排序）分
别是柬埔寨、捷克、法国、希腊、印度、意大
利、牙买加、约旦、哈萨克斯坦、马来西亚、秘
鲁、俄罗斯、泰国、乌兹别克斯坦和赞比亚。

王炳南表示，国家展中的中国馆（含港
澳台展区）场馆设计开放、大气、灵动、通透，
别具东方神韵和现代气息，是一张靓丽的“中
国名片”，以庆祝新中国成立70周年为主题，
以高质量发展为主线，重点展示中国经济社
会发展的历史性成就和新时代新机遇。

王炳南表示，企业展总展览面积33万
平方米，由各国参展商展示商品、技术和服
务，实现“买全球、惠全球”。

（下转2版）

习近平主席将出席第二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
商务部举行中外媒体吹风会介绍相关情况

10月29日，南纪门长江轨道专用
桥桥塔进入最后施工阶段，年内将完
成南、北双塔封顶，进入桥面施工阶
段。南纪门长江轨道专用桥是轨道交
通 10 号线二期控制性工程，南、北主
塔高度分别为160米和229米，为门型
桥塔形式。10 号线二期预计将于
2020 年建成通车，届时将有效分流 3
号线客流，缓解江北、南岸与渝中半岛
间的跨江交通压力，进一步改善主城
交通环境。

特约摄影 钟志兵

南纪门长江轨道专用桥

桥塔施工
年内将封顶

第二批“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
育在群众“家门口”开展，如何以实实在在
的成果赢得群众满意？

第二批主题教育启动以来，我市第二
批主题教育单位把学习教育、调查研究、
检视问题、整改落实贯穿主题教育全过
程，坚持奔着问题去、盯着问题改，既着力
解决党员干部自身存在的问题，又采取有
力措施通堵点、疏痛点、消盲点，切实解决
基层“苦”、企业“难”、群众“盼”，增强了群
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群众冷暖挂心间

“等把烂路修好，出行就方便了。”10
月24日，当黔江区城西街道洞塘社区居
民魏中其了解到柏子桥路修好后就恢复
公交线路时，激动不已。

柏子桥路是当地3000多名群众的必

经之路，全长约2.35公里。因为过往重车
较多，路面损毁严重，导致两条公交线路
在3年前停运，群众出行困难。2017年，
区里有关部门开始对道路进行维修，但中
途又停了下来。

今年9月11日，魏中其与另外两位居
民向区信访办反映出行难的问题，接访的
是区政府主要负责人。对反映的问题核
实无误后，该负责人在区信访办召集相关
职能部门主要负责人开会，一起研究解决
方案。

会议最后敲定：由区城市管理局按照

城区道路管护要求，即坏即修，迅速完善
方案，启动道路建设；路面修补完成后，区
交通局负责迅速恢复公交线路，切实解决
群众的出行难问题。目前，该道路的修复
已进入实施阶段，预计12月初完工。

“融资成功后，企业有了流动资金保
障，公司发展重新步入正轨。”近日，当煌
盛集团重庆管业有限公司获得300万元
贷款后，公司负责人对万盛经开区平山园
区党工委表示感谢。

该公司是一家民营企业。主题教育
中，公司负责人向平山园区党工委反映，

因公司还有部分银行贷款尚未还清，在续
贷时遇到困难，希望得到帮助。

平山园区党工委随即展开调研，发现
该公司遇到的问题具有一定普遍性。于
是，党工委多次与区内金融机构沟通协
调，借助企业家协会平台，安排区内工商
银行、重庆银行、农商行等金融机构，与企
业开展见面会、恳谈会，帮助该公司获得
抵押贷款。据了解，主题教育开展以来，
平山园区党工委已帮助园区20余家企业
累计获得2.5亿元贷款。

（下转5版）

“真刀真枪”抓整改 全心全意解民忧
——我市第二批主题教育单位以实实在在的成果赢得群众满意

本报记者 陈国栋

4版刊登

10月29日本报刊发的《一个社区党委书记和1422人的安居梦》，反映了两江新
区人和街道邢家桥社区党委书记谢兰和街道、社区的干部“守初心、担使命、找差距、
抓落实”,为民服务解难题，全力推动老旧房整治工程，千辛万苦的付出赢得了居民
的信任和支持。报道刊发后，在广大干部群众中引发热烈反响。今日，本报选登一
篇谢兰的自述，展现基层干部为民服务的心路历程，敬请关注。

“你心里装着群众，群众心里就装着你”
——两江新区邢家桥社区党委书记谢兰的自述

经中央军委批准

《习近平论强军兴军（二）》印发全军

2版刊登

6版刊登“智慧名城”

距第二届城市花博会开幕

还有 2 天

本报讯 （记者 黄光红）10月29日，重庆农商行（A股
简称渝农商行，股票代码601077）在上海证券交易所挂牌上
市，成为全国首家“A+H”股上市农商行、西部首家A+H股上
市银行。

重庆农商行此次A股发行价格确定为7.36元/股，发行规
模为13.57亿股，募集99.88亿元，是迄今为止重庆IPO（首次
公开募股）募集资金规模最大的企业。

据了解，重庆农商行成立于2008年，由原重庆农村信用
社改制而来。在组建市级统一法人两年后，该行于2010年
12月在香港联交所上市，成为全国首家上市农商行。2017年
底，该行正式向证监会递交A股上市申请材料，开启A股上
市新征程。2018年1月，其A股上市申请获证监会受理，正
式加入A股上市排队序列。

据证监会发布的相关审核结果显示，重庆农商行是首家成
功过会的港股上市农商行、2019年第二家成功过会的银行。

公开资料显示，截至2019年9月末，重庆农商行存款余
额达6768.56亿元、贷款余额达4046.90亿元、资产总额达
10341.92亿元，是全国第一家“万亿级”农商行。其资产规模
和存款余额，长期稳居重庆市同业第一位。

重庆农商行成功登陆A股
全国首家“A+H”股上市农商行诞生

5版刊登“智造重镇”

习近平强调，中国高度重视科技前沿领域发展，致力于推动

全球科技创新协作。中国将以更加开放的态度加强国际科技交

流，依托世界顶尖科学家论坛等平台，推动中外科学家思想智慧

和研究成果转化为经济社会发展的强大动力

协调各环节 用好物联网 建虚拟工厂

看长安工厂如何玩转智能化

江北智慧城管迈入3.0阶段

给城市装上“耳朵”
“眼睛”“智慧大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