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地址：重庆市渝北区同茂大道416号 邮政编码：401120 电子信箱：cqrb@cqrb.cn 广告许可证：渝工商广字第9500618号 总编辑：张永才 总值班：李波 版面统筹：谭永超 主编：许阳 美术编辑：赵炬 图片编辑：鲁道新 订报热线：63735555 零售价：1.5元

21
星期三

2020年10月

农历庚子年九月初五

国内统一连续出版物号

CN 50-0001

第24901号

代号77-1

今日24版
重庆日报报业集团出版 网址：www.cqrb.cn

CHONGQING DAILY

新华社北京10月20日电 全国双
拥模范城（县）命名暨双拥模范单位和
个人表彰大会20日上午在京举行。中
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
席习近平亲切会见与会代表，向他们表
示诚挚问候，向受到命名表彰的全国双
拥模范城（县）、双拥模范单位和个人表
示热烈祝贺。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
李克强参加会见并在表彰大会上讲话，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
王沪宁参加会见。

上午10时，习近平等来到京西宾
馆会议楼前厅，全场响起热烈掌声。习
近平等走到代表们中间，同大家亲切交
流并合影留念。

李克强在讲话中首先代表党中央、
国务院，向受命名的地方和受表彰的单
位与个人表示热烈祝贺，向人民解放军
指战员、武警官兵、民兵预备役人员、部
队职工，向烈军属、伤残军人、转业复员
退伍军人和军队离退休干部，向双拥工
作战线的同志们致以诚挚问候，向所有
关心支持国防和军队建设的社会各界
人士表示衷心感谢。

李克强说，党的十八大以来，在以
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
下，各地区各有关部门积极支持和服务
保障军队建设改革，进一步加大优抚安
置保障，军队支援经济社会发展积极有
为，在参与重大自然灾害抢险救援和应
对突发事件中当先锋，今年面对疫情，
人民子弟兵闻令而动、敢打硬仗，广大
军民携手同心、共克时艰，取得了抗击
疫情斗争重大战略成果，彰显了军政军
民团结的强大力量。

李克强指出，各地区各部门要全力

支持国防和军队建设，做好交通运输、
后勤供给等保障工作，帮助改善边疆海
岛驻军官兵执勤和工作生活条件。一
如既往为军人和家属排忧解难，使广大
官兵不为后路担心、不为后院分心、不
为后代忧心。今年稳就业难度更加凸
显，要为退役军人提供更加精准及时的
就业创业服务和职业技能培训，确保他
们就业有去处、创业有扶持、失业有帮
扶。拓宽渠道，确保符合条件的随军家
属都得到合适安置。 （下转2版）

习近平会见全国双拥模范城（县）命名
暨双拥模范单位和个人表彰大会代表

李克强参加会见并在表彰大会上讲话
本报讯 （首席记者 申晓佳）

10月19日，重庆日报记者从市发展
改革委获悉，自今年1月推动成渝双
城经济圈建设良好起步以来，目前，川
渝牵手成果初现：按《深化四川重庆合
作推动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工作
方案》和2020年重点任务，共同谋划
实施的31个重大项目已相继开工建
设20个，累计完成投资260亿元。

市发展改革委相关负责人介绍，
川渝牵手以来，在多个领域深化合作，
取得了系列成果。

例如在一体化部署方面，川渝联
合印发实施《深化四川重庆合作推动
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工作方案》
和2020年重点任务，提出7个方面28
项任务、35项年度重点工作。两地共
同研究提出39项需要国家支持事项，
联合上报国务院，绝大多数事项得到
采纳吸收。

在高质量建设方面，川渝共同谋
划实施重大项目31个，总投资5563
亿元，年度计划投资387亿元。目前

已相继开工建设20个、累计完成投资
260亿元。

在高效率推进方面，川渝两省市
建立了川渝两地党政联席会议、常务
副省市长协调会议、发改委主任调度
会议制度，形成决策层、协调层、执行
层三级运行机制。截至目前已累计召
开党政联席会议1次，常务副省市长
协调会议2次，发展改革委主任调度
会议5次。并组建成立人员双向互派
的联合办公室，推动落实两省市党委
政府有关安排部署。

在高标准承接方面，重庆积极谋
划实施“一区两群”协调发展战略，分
别召开主城都市区、渝东北三峡库区
城镇群、渝东南武陵山区城镇群工作
座谈会，充分发挥“主城都市区”作为
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的核心区、
主引擎的积极作用，全面体现“两群”
作为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生态优
先绿色发展的主战场、新高地的独特
作用。

（下转2版）

川渝共同实施重大项目
已有20个开工建设

累计完成投资260亿元

本报讯 (记者 廖雪梅)金秋时
节，重庆又迎来一场视觉盛宴。10月
20日上午，中国(重庆)第三届长江上游
城市花卉艺术博览会(简称城市花博会)
在重庆园博园拉开帷幕。当日上午，

“线上花博会”首发式同步举行。
本届城市花博会由中国风景园林

学会、中国公园协会指导，重庆市城市
管理局、江北区政府、两江新区管委会
主办。展区面积约4.8万平方米，总观
展面积100万平方米。本届展会特邀
四川作为主宾省，组织城市代表以“和
鸣”为题设计创作特色展园前来参展;
更联动重庆园博园、动物园、植物园3
大市直属公园为代表积极响应，在城市
花博会现场组成“双城和鸣”双城特展
区，展示、交流双城生态环境保护、产业
发展，共建高品质生活宜居地。

本届花博会，全市所有区县和3家
市直属公园采取“一园多点”的布展形
式，通过“园博园现场展示”与“属地布
展”，以“口袋花园、花境花园、垂直花
园”等创作手法，打造老百姓家门口的
公园，让老百姓近距离，更直观地感受
到“花博文化、花博体验、花博快乐”。

据了解，第三届城市花博会特别打
造了“线上花博会”观展系统，不仅提供
预约、导览等功能，还支持“VR全景云

观展”、美拍视频集锦、新闻统览等各项
功能，并通过直播、视频、图文等方式全
方位呈现花博动态。

市民通过微信搜索“城市花博会”
官方小程序，即可随时随地一览花博会
实景，足不出户也能收获“花博快乐”。

花博会一年一届“芬芳绽放”，已成为
重庆人的一大盛事。开幕当天，热心市民
纷纷前往“打卡”奇花异草和创意建筑。

为丰富市民观展体验，本届城市花
博会还打造望海花都·花园生活节、公
园音乐节、花博嘉年华、全民美拍行动等
系列互动活动。这些活动将在园博园露
天剧场以及城市花博会重点展园、景观
节点开启，有兴趣的市民可前往观看。

第三届城市花博会盛大开幕
“线上花博会”首发式同步举行

本报讯 （记者 杨骏）由法国达
索系统公司（简称达索系统）与重庆两
江新区管委会共同成立的“达索系统
（重庆）智能制造创新中心”，10月20
日举行启动仪式。这标志着该中心正
式投入运营。

达索系统是欧洲第二大软件企
业，也是世界工业软件领域领导者之
一。本次正式投用的智能制造创新中
心，是达索系统在中国投用的第一个
智能制造创新中心。

“我们将利用自己的技术优势，
推动重庆的制造企业转型升级。”达
索系统全球副总裁罗熙文介绍，达索
系统智能制造创新中心的核心，是达
索系统带来的“3DEXPERIENCE平
台”。该平台将为当地企业提供一
套全新的智能制造业务工作平台，

带来全新的协同工作体验。同时，
该平台会通过数字孪生、数据共享和
产品生命周期管理，打通企业产品研
发、设计、生产、供应链及项目管理
全流程，加速企业的数字化转型升
级。

罗熙文说，达索系统智能制造创
新中心投入运营后，将以汽车产业为
起点，充分发挥3DEXPERIENCE平
台的智能制造势能，助力两江新区乃
至重庆地区的汽车整车、零部件、智能
装备制造、工业互联网、自动化设备等
创新企业实现转型升级。

据了解，去年8月，重庆两江新区
与达索系统签署全面战略合作协议，
致力打造智能制造创新中心。去年
10月，“达索系统智能制造创新中心”
在两江新区正式挂牌。

助力“重庆制造”转型升级

达索系统（重庆）智能制造创新中心投运

□新华社记者 李勇 陈国洲 刘恩黎

荣昌位于重庆最西端，与四川泸州、
内江、资阳3市接壤，人口有86万人，经
济总量刚过650亿元，从各方面看都是
一个“边缘”小城。然而，近年来，荣昌经
济呈现出快速发展趋势，增速跃居重庆
38个区县前列。采访中，记者发现这里
正成为不少企业关注的“战略要地”。

一个“边缘”小城发展新动力从何
而来？荣昌区委书记曹清尧说，是国家
推动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给小城
带来了发展新机遇。10月16日，中共
中央政治局会议审议了《成渝地区双城
经济圈建设规划纲要》，这让荣昌干部

群众有了更多憧憬。

“外来”投资频频落地“边
缘”小城

今年1月，中央财经委员会第六次
会议提出要推动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
建设后，小城荣昌“外来”投资频频落
地：3月，占全国60%市场份额的安徽
德力玻璃，投资30亿元建设的荣昌工
厂正式开工建设；4月，四川铁骑力士
集团投资50亿元的国际优食谷高端食
品产业项目开工建设；6月，四川绿然
集团总投资150亿元的重庆西部电子
电路产业园一期建成投产；9月，投资
10亿元的上海紫燕食品荣昌工厂正式

投产；10月，江西煌上煌集团新的食品
加工基地落地荣昌……

荣昌区发改委主任蒋胜说，每个季
度都有招商引资项目集中签约，几乎每
个月都有重大项目集中开工、工业企业
集中投产。

所有的大动作，都瞄准成渝地区产
业协同、优势互补。重庆西部电子电路
产业园总经理刘尚佺说，印制电路板被
称作“电子产品之母”，而5G智能终端、
汽车电子等行业是重庆、成都两大城市
布局高质量发展的重点产业，重庆、成
都对电路板的年需求量达4000万平方
米，而两地供应量仅有500万平方米。

（下转5版）

一个“边缘”小城发展新动力从何而来？
——从重庆荣昌看区域发展新机遇

10月20日，党和国家领导人习近平、李克强、王沪宁等在北京会见全国双拥模范城（县）命名暨双拥模范单位和个人表彰
大会代表。 新华社记者 李学仁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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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 杨永芹）10月
20日，重庆日报记者从有关方面获
悉，南川至两江新区高速公路（以下简
称南两高速）建成通车。从20日14
时起，全线约77公里（除五台收费站
以北2公里暂不开通外）正式通车，即
南川区大铺子互通至巴南区五台收费
站路段通车。

“从地图上看，南两高速相当于
在南川与两江新区之间画了一条直
线。”作为该项目承建方，贵州桥梁建
设集团相关负责人介绍，以I型轿车

通行高速公路为例，行经南两高速从
南川前往两江新区，行程由约108公
里缩短为77公里，行车时间缩短至
50分钟，过路费由原来的74元降至
约50元。

南两高速是重庆“交通建设三年
行动计划”重要项目，全长约77公里，
此次开通的路段长约75公里。

据介绍，南两高速经过南川、涪
陵、巴南、渝北四区，将石渝高速、包茂
高速、沪渝高速、银百高速串联起来。

（下转5版）

南川至两江新区高速公路通车

10月20日，南川至两江新区高速公路建成通车。
记者 齐岚森 摄/视觉重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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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读

重庆再添重量级科创平台——

中国检验检疫科学研究院西南分院
签约落户西部（重庆）科学城

（相关报道见5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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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 让生活更美好
中国（重庆）第三届长江上游城市

花卉艺术博览会特刊

重庆启动新一轮“一河
一策”方案编制

为各级河长履职
提供“作战图”

他们构筑起
抗疫铜墙铁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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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全国双拥模范城（县）命
名暨双拥模范单位和个人表彰大会20
日上午在京举行。大会向受到命名表
彰的全国双拥模范城（县）、双拥模范
单位和个人代表颁奖。其中：重庆市
13个区获得命名，1个单位及2位先进
个人获表彰。

我市被命名为“全国双拥模范城
（县）”的有：江津区、万州区、沙坪坝

区、江北区、渝北区、九龙坡区、开州
区、渝中区、黔江区、铜梁区、武隆区、
南岸区、巴南区。

我市获得“全国爱国拥军模范单
位”表彰的有：重庆市民生能源（集团）
股份有限公司。

我市获得“全国爱国拥军模范”表彰
的有：重庆西藏中学校长李宗良、武隆区
凤山街道红豆社区党总支书记彭小兵。

重庆13个区被命名为全国双拥模范城（县）

重庆社区卫生服务
中心将设中医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