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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 夏元）1月8日，市政府物流办召开发布会
称，由重庆飞力达公司携马来西亚航空公司，在渝开通的“重庆-
吉隆坡-印度”全货运航线，从今日起执飞。这条新航线开通后，
将成为“重庆造”笔电、手机等产品出口东南亚及印度市场的快捷
通道。

发布会上，传音、百立丰两家本地手机制造商，与飞力达签署合
作协议，其出口的手机产品成为这条新航线的首批“乘客”。

百立丰手机负责人称，此前其手机产品出口印度市场，通过
铁路运输辗转深圳、香港走海运，加上报关、报检等手续，全流程
耗时长达5天多；即便走空运经云南转机飞吉隆坡、印度，加上订
仓、报关时间，也需要40多个小时。而重庆-吉隆坡-印度全货运
航线开通后，重庆出口货物只需5个小时即抵达吉隆坡，随即发往
印度，运输时间可大幅缩短。

马航货运营销总裁阿米诺介绍，重庆飞印度航线的执飞机型
为载货60吨的空客A330，前期运力为1班/周，从今年二季度起
将加密为2班/周。

“马航开通从重庆飞印度航线，弥补了重庆电子产品出口南
亚、东南亚市场的空运短板。”市物流办负责人表示，目前重庆年
产各类智能终端产品达4.5亿台，其中笔记本电脑和手机占“大
头”，而印度及东南亚地区对这两者的需求增长旺盛。

（下转2版）

“重庆造”出口南亚、东南亚有了快捷通道

重庆-吉隆坡-印度
全货运航线开通

新华社北京1月8日电 （记者 白洁）国家主席习近平
8日在钓鱼台国宾馆会见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法国总统
马克龙。

冬日的钓鱼台沐浴在夕阳余晖中，幽雅清丽，分外静谧。
两国元首在亲切友好的气氛中深入交谈。习近平指出，中法
都是有着璀璨历史文化的国家。新年伊始，马克龙总统首次
访问亚洲就来到中国，体现着你对中法关系的高度重视。法
国是第一个同新中国正式建交的西方大国。1964年，毛泽东
主席和戴高乐将军以超凡的政治远见，作出两国建交的历史
性决定，不仅影响了当时的世界格局，也对今天世界发展有重
要意义。新时代，我们要继续本着对历史负责的精神，坚持走
正确的道路，迈向中法关系更加美好的未来。

习近平强调，当今世界存在很多不确定性，中方主张构建
人类命运共同体，法方也持相似的理念。两国可以超越社会

制度、发展阶段、文化传统差异，增进政治互信，充分挖掘合作
潜力。中方愿继续本着合作共赢的原则，密切同法方各领域
合作，加强“一带一路”框架下合作。中方重视同法方密切在
重大国际问题上的沟通合作，共同努力促进世界稳定与繁
荣。新时代中法关系大有作为。

马克龙表示，很高兴首次来华进行国事访问。法中友好
历史悠久。我愿通过此访，同习近平主席就法中关系和重大
国际问题上合作交换意见，加强两国互信，增进法中关系、欧
中关系。“一带一路”倡议十分重要，法国愿积极参与。法方也
愿同中方一道，为应对气候变化等国际社会面临的共同挑战
作出贡献。我相信，在双方共同努力下，此访将成为法中关系
新的里程碑。

习近平主席夫人彭丽媛，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委员
杨洁篪和马克龙总统夫人布丽吉特等参加会见。

习近平会见法国总统马克龙

本报讯 （记者 李幸）
1 月 5日至 7日，全国政协常
委、民建中央主席郝明金来渝
考察调研，并出席民建中央和
省级组织部分新任领导干部集
体谈话座谈会。

会上，郝明金听取了民建
重庆市委工作汇报以及学习贯
彻中共十九大精神和民建十一
大精神的情况，并对民建重庆
市委取得的工作成绩予以肯
定。他说，认真学习宣传贯彻
中共十九大精神是民建当前和
今后一个时期首要政治任务，
也是深化政治交接的重要内
容。到重庆参观民建成立旧
址，是传承民建优良传统的最
好方式。民建的各级组织和领
导干部要不忘合作初心，继续
携手前进，按照新时代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参政党要求更好履
职。要做到政治过硬、加强学
习、严于律己、担当责任、有所
作为，以实实在在的工作成效，
保证各项工作开好局、起好步，
为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夺
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
贡献智慧和力量。

在渝期间，郝明金一行参
观了民建成立旧址陈列馆、民
建成立纪念碑和红岩革命纪念
馆。民建中央和省级组织部分
新任领导干部以及民建中央机
关部门负责人等40余人参加
了有关活动。

民建中央常务副主席辜胜
阻主持会议。市委常委、统战
部部长陶长海，市人大常委会
副主任、民建重庆市委主委沈
金强等陪同考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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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1月8日电 （记者 陈芳 吴晶）
中共中央、国务院8日上午在北京隆重举行国家科
学技术奖励大会。党和国家领导人习近平、李克强、
张高丽、王沪宁出席大会并为获奖代表颁奖。李克
强代表党中央、国务院在大会上讲话。张高丽主持
大会。

上午10时，大会在雄壮的国歌声中开始。在热
烈的掌声中，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
主席习近平首先向获得2017年度国家最高科学技
术奖的南京理工大学王泽山院士和中国疾病预防控
制中心病毒病预防控制所侯云德院士颁发奖励证
书，并同他们热情握手，表示祝贺。随后，习近平等
党和国家领导人向获得国家自然科学奖、国家技术
发明奖、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国
际科学技术合作奖的代表颁奖。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在讲话
中代表党中央、国务院，向全体获奖人员表示热烈祝
贺，向全国广大科技工作者致以崇高敬意和诚挚问
候，向参与和支持中国科技事业的外国专家表示衷心
感谢。

李克强指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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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科技事业取得长
足进步，为推动经济社会发展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
历史性变革作出了重要贡献。当前，我国发展站在
新的历史起点上，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满足人民日
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必须按照党的十九大部署，
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
入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凝聚起更为强大、更为持
久的科技创新力量。

李克强说，要面向建设科技强国，加强基础科学

研究，完善多元化投入机制，促进基础科学与应用科
学相结合，增强原始创新能力。面向提高经济发展
质量效益，加快攻克关键共性技术，解决好产业发展

“卡脖子”问题。面向增进民生福祉，开展重大疾病
防治、食品安全、污染治理等领域攻关，让人民生活
更美好。推动科技创新与经济深度融合，促进新技
术新产业新业态加速成长。

李克强指出，企业应成为技术创新的主体，要落
实和完善支持企业创新投入的政策措施，引导各类
技术创新要素向企业集聚。科技创新最重要的因素
是人，必须深化科技体制改革，健全创新激励机制，
赋予创新团队和领军人才更大的人财物支配权、技
术路线决策权，真正让有贡献的科技人员名利双收，
涌现更多国际领先创新成果。

（下转2版）

中共中央国务院隆重举行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
习近平出席大会并为最高奖获得者等颁奖

李克强讲话 张高丽主持 王沪宁出席

本报讯 （首席记者 张亦筑）1月8日，
在北京举行的2017年度国家科学技术奖励
大会传来喜讯，由我市科研单位牵头或参
与完成的5项科技成果荣获2017年度国家
科学技术奖。

陆军军医大学（原中国人民解放军第
三军医大学）牵头完成的“缺血性脑卒中
防治的新策略与新技术及推广应用”和某
专业项目，以及重庆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
院牵头完成的“免疫性高致盲眼病发生的

创新理论、防治及应用”，上述3项成果均
获国家科技进步奖二等奖。上述3项成
果，我市科研单位均为第一完成单位，展
示出较强的科研实力和水平。

重庆大学参与完成的“特高压±800kV
直流输电工程”获国家科技进步奖特等奖；
重庆大学参与完成的“煤层气储层开发地
质动态评价关键技术与探测装备”获国家
科技进步奖二等奖。

（相关报道见9、10版）

我市5项科技成果获国家科学技术奖

1月8日，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
军委主席习近平向获得2017年度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的南京理工大学王泽山院士（右）和中国疾病预
防控制中心病毒病预防控制所侯云德院士（左）颁发奖励证书。 新华社记者 鞠鹏 摄

1月8日，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党和国家领导人习近平、李克强、张高丽、王沪宁出席大会并为获奖代表颁奖。会前，习近平等
党和国家领导人会见获奖代表并同大家合影留念。

新华社记者 谢环驰 摄

本报讯 （记者 郭晓静 吴刚
黄光红）1月8日，“北斗物联全球发布
会暨物联网创新发展大会”在渝举行。
会上，北斗科技集团旗下北斗七星（重
庆）物联网技术有限公司自主研制的基
于北斗精准定位的物联网无线数据模
组——全网通智能LTE模块S809、全
网通 4G 无线数据物联网模块 X97、
NB- IOT 无线数据模块 X96 全球首
发。据介绍，这3款模块分属高中低端
产品，装载于不同的终端，具有广泛的
应用前景和巨大的市场。

随着全球万物互联的新时代来临，
可穿戴设备、智能家电、智慧交通、智能
机器人、智慧城市等数以百亿计的新设
备将接入网络，而每一个连接的背后，
都将搭载一块或几块物联网模块。预
计到2020年，物联网模块的全球市场规
模将达 300亿美元。巨大的市场“蛋
糕”，给物联网模块生产商和方案商带
来了广阔的商业远景和发展契机。

物联网模块的上游行业为基带芯
片、射频芯片、定位芯片，其技术含量较
高；下游行业为物联网设备制造商或物

联网系统集成服务商。因此，物联网模块
具有技术门槛与客户门槛，兼具标准化和
定制化特点，这就对从业企业提出了“苛
刻”的要求。目前，在物联网模块生产方
面，国外企业仍占据主导地位，包括泰利
特、司亚乐无线通讯在内的4家企业的份
额超过了全球市场的65%。

随着北斗卫星的组网完成、地面北
斗网络的建设，北斗导航系统可以将定
位精度提高到厘米甚至毫米级。因此，
精准的位置服务，对终端的物联网模块
提出了功能集成完善、小尺寸、低功耗、
低成本的设计要求。

（下转2版）

北斗物联网模组在渝全球首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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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国际马戏城重庆国际马戏城55月首演月首演

精度达毫米级 应用领域广泛

北斗技术为重庆拥抱全新机遇“导航”
《重庆市物联网发展蓝皮书（2017）》发布

重庆物联网产业核心产值超410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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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时代 新气象 新作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