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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
11 月 5 日电 为
贯彻落实党的十九
大精神，贯彻落实
《中共中央政治局
关于加强和维护
党中央集中统一
领 导 的 若 干 规
定》，日前，中央军
委印发《关于全面
深入贯彻军委主席
负责制的意见》。

《意见》指出，
中央军委实行主
席负责制，是党和
国家军事领导制
度长期发展的重
大成果，凝结着我
们党建军治军的
宝贵经验和优良
传统。全面深入
贯彻军委主席负
责制，关系人民军
队建设根本方向，
关系新时代强国
强军事业发展，关
系党和国家长治
久安，关系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前途
命运。

《意见》强调，
要以习近平新时
代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思想为指导，
全面贯彻习近平
强军思想，全面贯
彻党对军队绝对
领导的根本原则
和制度，从政治
上、思想上、组织
上、制度上、作风
上为贯彻军委主
席负责制提供坚
强保证，确保全军
绝对忠诚、绝对纯
洁、绝对可靠，坚
决听习主席指挥、
对习主席负责、让
习主席放心。

《意见》还对
全军各级全面深
入贯彻军委主席
负责制提出了具
体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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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渝乡村新图景

自打去北京参加党的十九大回来，重
庆永和建筑工程有限公司架子工班组长
杨德兵在大家嘴里的称呼，就从“杨组长”
变成了“杨代表”。

“杨代表从北京参加十九大回来了！”
10月28日，杨德兵刚出现在沙坪坝区大
学城金科西永天宸项目工地，热情的工友
立马将他围了起来。

“杨代表，十九大都讲了些啥，快跟我
们讲一下！”“杨代表，给我们讲讲十九大
对农民工的政策有哪些嘛……”工友们的

问题一个接一个，“缠”了两个多小时才让
杨德兵离开。

“杨代表的宣讲让我
们干起活来更来劲”

“十九大报告提出，促进农民工多渠
道就业创业，全面建成覆盖全民、城乡统
筹、权责清晰、保障适度、可持续的多层次
社会保障体系，我们农民工干起事来就更
有保障、更有奔头了。”杨德兵笑呵呵地

说，大家也跟着笑了起来。
杨德兵一直关心农民工的待遇问

题。在十九大分组讨论时，他就如何让新
生代农民工更好融入城市作了发言。他
说，因为工资水平提高，他和很多工友都
在城里买了房，有的同事也申请到了公租
房。但大量进城务工人员要真正融入城
市生活，目前还面临社会认同不够、权益
保障不够等问题，是十九大报告让他收获
了满满的信心。

听了杨德兵的宣讲，架子工刘川

说：“十九大报告就是在说我们身边的
事、我们家里的事、广大工友们关心的事，
感觉十九大虽然是在北京召开的，但离我
们老百姓特别近！”

“杨代表的宣讲让我们干起活来
更来劲。”模板工陈东进表示，十九大
报告提出，坚持在发展中保障和改善
民生，加快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他相
信今后自己将在城市收获更多尊重和
认同。

“面对面、心贴心的
宣讲很接地气”

杨德兵宣讲十九大精神，不只是在工
地上。从北京回来后，他成了很多单位

“争抢”的对象。
（下转2版）

杨代表被工友们“缠”了两小时
本报记者 廖雪梅

本报讯 （记者 吴刚）戴在手腕上的
机械表，精准度为0.09%左右，安装在大型
油气管道上、一款名为智能变送器的仪表，
精准度却能达到0.04%。

推出这款高精准度仪表的，是重庆川仪
自动化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川仪”）。
能达到这一水平的，全球只有3家公司。

智能变送器是石油、化工、冶金、煤炭、
电力等重化工行业智能生产线的关键设
备。成为这一关键智能设备的全球顶尖生
产商，川仪是如何做到的？

和外方合资多年，始终
没能得到核心技术

首先来看，在智能生产线中，变送器到
底起啥作用？

以火力发电为例，多少煤粉和多少空气
混合，锅炉里水位多高，需要设置一个最佳
配比参数，以便于提升效率和减少排放。

为了监测上述参数，往往是通过在煤
粉和空气管道，以及锅炉上安装仪表，随时
进行查看，发现参数多了或少了，及时调节
各个物料管道的供应量。这些监测仪表
中，有部分就是变送器。

上世纪50年代以来，全国形成上海、西
安和重庆三大产业基地，生产包括变送器
在内的各类仪器仪表。

川仪首席专家聂绍忠介绍，上世纪70
年代以前，国内大部分变送器采用的都是

“力平衡”机械原理。
上世纪80年代，我国引进测量精度更

高的电容测量原理的压力变送器。该变送
器通过采用模拟技术，能实现数据的自动

采集和自动传送。
借助自动化的变送器，加上同样基于

模拟信息技术的执行器、调节阀等自动仪
器仪表，包括火电在内的重化工行业，基本
能实现生产全过程的自动化。

上世纪90年代，计算机和数字信息技
术的兴起，给变送器等仪表从模拟技术向
数字化、智能化飞跃提供了条件。

1995年，川仪引进日本横河公司，在重
庆设立合资公司，试图以此来推动中国仪器
迈入智能化时代。不过，此后近10年时间里，
中方并未能获得智能变送器的核心技术。

8年磨一剑，开发出具
有完全知识产权的产品

关键技术是买不来的，只能靠自主创

新。川仪总经理亲自挂帅，从各分子公司
抽调技术骨干，调配专业设备，一个以核心
共性技术集中攻关、重点新产品流动站研
发、专业分厂承担产业化的产学研一体化
研发格局，由此形成。

“我们几乎每天都在克服困难中度
过。”川仪控股方、四联集团董事长向晓波
举例说，把厚度仅有几丝的不锈钢模片焊
接在基座上，焊件自有的应力随着时间变
化而变化，就会影响测量精度。研发团队
经过数百次试验，历时一年多时间，才最终
找到解决问题的办法。

类似情况不胜枚举。在长达8年的时
间里，研发团队先后攻克高灵敏度传感器、
多参数复合补偿、差压变送器静压、均热焊
接等关键技术，并突破高端压力传感器系
列制造技术。 （下转2版）

主动迎接智能化，自主研发攻克多项关键技术

川仪成为智能仪表全球顶尖生产商

11月5日是我市第十一个“农民工日”，由市人社局、市总
工会等单位共同开展的“农民工日”会场活动在江北区观音
桥步行街举行。本次活动以“就业创业谱新篇 共建和谐新
家园”为主题，现场开展了农民工就业对接和政策咨询、发展
家庭服务业、返乡创业、农民工风采展、家庭服务业“十佳百
优”名单公示等五大类活动。

活动现场设置了刺绣、插花、烘焙、调酒等家庭服务才艺
展示区，图为育婴展台吸引了市民驻足观看。

记者 黄乔 周尤 摄影报道

我市举行“农民工日”活动

11月4日下午，渝中区石油路街道煤建新村社区
举行了一场周末院坝会。社区将不同年龄层次的居
民代表召集起来，宣传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

“十九大报告明确提出，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
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
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煤建新村社区党委书记吴可
说，近年来，政府为社区办了许多民生实事，这次利
用周末开展十九大精神学习宣传活动，就是想当面
了解不同年龄层次群众的需求。

前来旁听院坝会的石油路街道党工委书记柯苇
还现场给大家答疑解惑、介绍下一步工作安排。重
庆日报记者在院坝会现场看到，老年组、中年组、青年
组、少年组居民代表一一发问，街道和社区负责人耐
心作出了解释和承诺。院坝会上，不时响起了阵阵掌
声。

图为院坝会现场。
首席记者 汤艳娟 记者 张锦辉 摄影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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积极探索实践 形成宝贵经验
国家监察体制改革试点取得实效
——国家监察体制改革试点工作综述

新华社西昌11月5日电 11月5日19时45分，我国在西
昌卫星发射中心用长征三号乙运载火箭，成功发射两颗北斗
三号全球组网卫星。

这是北斗三号卫星的首次发射，也是党的十九大胜利召
开后实施的首次航天发射，标志着中国北斗卫星导航系统步
入全球组网新时代。

“卫星发射入轨后，将开展相关测试及入网验证，并适时
对外开展服务。”中国北斗卫星导航系统总设计师杨长风说。

我国于20世纪后期开始探索适合国情的卫星导航系统发
展道路，逐步形成“三步走”发展战略：2000年年底建成北斗一
号系统，向中国提供服务；2012年年底建成北斗二号系统，向
亚太地区提供服务；2020年前后建成北斗全球系统，向全球提
供服务。

目前，前两步已实现，中国成为继美、俄之后世界上第三
个拥有自主卫星导航系统的国家。

2009年，北斗三号工程正式启动建设。中国卫星导航系
统管理办公室主任冉承其曾表示，北斗三号全球组网卫星的
首次发射，将稳步推动北斗三号系统建设，加快北斗系统尽早
服务全球，造福全人类。

据介绍，与北斗二号相比，北斗三号卫星将增加性能更
优、与世界其他卫星导航系统兼容性更好的信号B1C；按照
国际标准提供星基增强服务（SBAS）及搜索救援服务
（SAR）。同时，还将采用更高性能的铷原子钟和氢原子钟，
铷原子钟天稳定度为 E－14 量级，氢原子钟天稳定度为
E－15量级。 （下转3版）

（相关报道见6版）

中国北斗步入全球组网新时代
我国“一箭双星”成功发射北斗三号卫星

11月2日至3日，渝西川东经济社会发
展协作会在荣昌区召开，四川省泸州、内江、
遂宁、资阳等4个地级市及所辖的安岳、东
兴、隆昌、泸县，和重庆市的荣昌、大足、铜
梁、潼南、永川等共13个市区县参加协作会。

协作会上，13个市区县通过了《区域协
作会圆桌会议荣昌共识》，签署了《渝西川
东经济社会发展协作会框架协议》《成渝中
线高铁意向协议书》《环境保护合作框架协

议书》等79项双边、多边合作协议。
观察人士认为，在川渝共同推进成渝城

市群和成渝经济区建设的大背景下，协作会
围绕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大精神和区域协调
发展战略命题，在落实国家战略上有新担
当、在创新合作机制上有新举措、在深化务
实合作上有新作为，将是成渝城市群和成渝
经济区建设的“先锋队”与“突破口”，有利于
加快构建形成成渝城市群协调发展新格局。

迎来深化合作新机遇
和新优势

这是一次高效的头脑风暴会。来自国
家发改委、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和四川、重
庆两省市发展改革委的专家，13个市区县
的党政负责人及相关部门负责人共聚一
堂，采取圆桌会、论坛等方式，围绕“合作共

赢·开放共享——构建成渝城市群协调发
展新格局”主题进行了深入交流。

与会人士的一个共同观点是，渝西川
东地区已经迎来了深化区域经济社会发展
合作的新机遇和新优势。

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提出，建立更加有
效的区域协调发展新机制，以城市群为主
体构建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的城
镇格局。这些重要论述，为渝西川东深化
区域合作提供了遵循、指明了方向。

对川渝两省市而言，自国务院先后批
准发布《成渝经济区区域规划》《成渝城市
群发展规划》后，两省市已联合签署《关于
加强两省市合作共筑成渝城市群工作备忘
录》，推动实施了包括渝昆铁路、南大泸高
速公路等交通、信息、市场一体化项目。

（下转2版）

构建成渝城市群协调发展新格局
——渝西川东经济社会发展协作会观察

本报记者 周雨

周末院坝会的掌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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