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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5月24日电 （记
者 白洁）国家主席习近平24日
在人民大会堂与德国总理默克尔
举行会晤。

习近平欢迎默克尔第11次访
华，赞赏默克尔对中德关系的高度
重视。习近平指出，2014年中德
建立全方位战略伙伴关系以来，两
国关系得到长足发展，合作广度和
深度达到前所未有的水平。中方
愿同德方共同努力，推动双边关系
不断迈上新高度。

习近平强调，中德两国要做合
作共赢的示范者、中欧关系的引领
者、新型国际关系的推动者、超越
意识形态差异的合作者。这应当
是双方下阶段推进两国关系共同
努力的方向。双方要保持高层密
切交往，加强对双边关系的顶层设
计，鼓励两国各领域交流合作，用
好机制性对话，我们欢迎德国抓住
中国新一轮开放机遇；要以科技创
新为引领，共同做大蛋糕、做大产
业、做大市场，双方可以在未来产
业领域开展更多合作，共同开拓第
三方市场；要以人文合作为抓手，
夯实两国友好的民意基础；要展现
中德两国的责任和担当，共同应对
各种全球性挑战，我们愿继续同德
方在多边框架内一道推进全球治
理和多边主义，在推动解决热点难
点问题方面加强沟通合作。中方
赞赏德方支持“一带一路”倡议，欢
迎德国企业积极参与。

习近平指出，中国始终坚定支
持欧洲自主选择的一体化道路，希
望欧盟保持团结、稳定、开放、繁
荣。中方愿同欧方一道，坚定倡导
多边主义，向国际社会发出更多明
确、可预期、提振信心的信息，推动
国际形势朝着稳定和有利于各方
的方向发展。

默克尔表示，很高兴连任德国
总理后很快来华访问。我赞同习
主席对德中关系的评价。中国是
国际社会重要成员，是德国重要贸
易伙伴。德中关系已进入新时代，
德国愿抓住中国深化开放带来的
新机遇，扩大德中贸易投资合作，
扩大人文交流。在当前世界形势
发生很大变化的背景下，德中两国
要加强在国际事务中沟通协调，密
切在二十国集团等多边框架内业
已富有成效的合作。德国支持增
进欧中合作关系。

双方还就国际贸易、伊朗核问
题等共同关心的问题交换了看法。

杨洁篪、何立峰等参加会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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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 李幸）5 月 24 日，
第十三届中国生态健康论坛在重庆举行。
全国政协副主席、农工党中央常务副主席
何维，全国政协副秘书长、农工党中央专职
副主席兼秘书长曲凤宏，中共重庆市委常
委、宣传部部长张鸣，中共重庆市委常委、
统战部部长李静出席，市人大常委会副主

任、农工党重庆市委主委杜黎明主持会议，
副市长李明清做主题报告、市政协副主席
谭家玲出席。

据悉，中国生态健康论坛是由中国农
工民主党创办，作为农工党的一个重要品
牌活动，旨在发挥农工党界别优势，以促进

“健康中国”“美丽中国”建设为主线，聚集

知名专家学者以及企业、科研院校代表，共
同探讨我国生态环境与健康领域的重要问
题。此次论坛以“共抓长江大保护，推动长
江经济带绿色发展”为主题。

何维在致辞中说，习近平总书记对重
庆提出“两点”定位、“两地”“两高”目标要
求，进一步明确了重庆在长江流域生态文

明建设和长江经济带全局中的突出重要
位置。本届论坛定在重庆举办，也是深
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共抓
大保护、不搞大开发”战略部署的重要举
措，希望各位专家认真学习贯彻总书记
讲话精神，以解决问题为导向，畅所欲
言，深入研讨，为推动长江经济带高质量
发展建睿智之言，献务实之策。也衷心希
望农工党中央与中共重庆市委以此次论
坛的举办为契机，继续携手深化合作，不
断拓宽合作领域、创新合作方式，用更加
扎实的合作成效，彰显我国新型政党制度
的独特优势。

（下转2版）

第十三届中国生态健康论坛在渝举行
全国政协副主席、农工党中央常务副主席何维出席

本报讯 （记者 陈国栋）5月24日，
市委副书记、市长唐良智会见了中国医药集
团董事长郭建新，并出席重庆市政府与中国
医药集团深化战略合作协议签约仪式。

唐良智代表市委、市政府，代表陈敏尔
书记，对郭建新一行来渝参加西洽会表示
欢迎。唐良智说，重庆正深入贯彻落实习
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加快建设内陆
开放高地、山清水秀美丽之地，努力推动高
质量发展、创造高品质生活。国药集团是
世界500强企业、大型医药健康产业集团，
打造了大健康全产业链。希望国药集团与

重庆医药企业积极开展全面合作，加快打
造区域总部，布局更多具有核心竞争力、市
场前景广阔的技术和项目，推动重庆医药
健康产业加速发展，实现互利共赢。

郭建新说，重庆区位优势突出，发展潜
力巨大，是国药集团战略布局的重点城
市。国药集团将在现有产业布局基础上，
在渝设立医药商业、现代中药、免税业务三
大西部区域总部，并在医药医疗、综合服务
等领域与重庆深化合作。

副市长刘桂平，国药集团总经理佘鲁
林等参加活动。

唐良智会见中国医药集团董事长郭建新
本报讯 （记者 陈国栋）5月24日，

市委副书记、市长唐良智会见了中国铁建
股份有限公司总裁庄尚标。

唐良智代表市委、市政府，代表陈敏尔
书记，对庄尚标一行来渝参加西洽会表示
欢迎。唐良智说，重庆正深入贯彻习近平
总书记提出的“两点”定位、“两地”“两高”
目标要求，坚决打好“三大攻坚战”，谋划实
施“八项行动计划”，聚焦乡村振兴、城市提
升两大基本面，深入推进城乡融合，不断增
强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
中国铁建是世界500强企业、行业领军者，

在工程建设、勘察设计咨询、投资服务等方
面实力雄厚，长期以来积极投身重庆建设，
在铁路、轨道、高速公路等领域深度合作。
希望中国铁建充分发挥自身优势，抢抓重
庆发展机遇，加大在渝投资力度，大力发展
总部经济，推动双方合作取得更大成果。

庄尚标说，重庆营商环境良好，发展前
景广阔，中国铁建希望与重庆建立长期战
略合作关系，进一步扩大在渝投资，在装备
制造、生态环保、轨道交通等领域重点布
局，为重庆发展作出更大贡献。

副市长陆克华等参加会见。

唐良智会见中国铁建总裁庄尚标

今天，中国西部国际投资贸易
洽谈会（简称“西洽会”）在国博中心
拉开帷幕。

“西洽会”由“渝洽会”更名升级
而来，一字之变，意味着该展会升级
为服务西部、服务全国、服务“一带
一路”、服务全球的国家级展会，体
现了重庆从全局谋划一域、以一域
服务全局的发展考量，彰显出重庆
内陆开放高地建设的新格局。

图为直升机“飞进”西洽会展厅。
记者 罗斌 摄

聚焦西洽会

“渝洽会”升级为“西洽会”

一字之变 彰显内陆开放高地建设新格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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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 杨帆 张珺）5月24日，
市委统一战线工作领导小组召开全体会
议，市委书记、市委统一战线工作领导小组
组长陈敏尔主持会议并讲话。他强调，要
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统一战线
工作的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牢牢把握统
战工作正确政治方向，切实凝聚做好统战
工作的共识合力，努力开创新时代重庆统
战工作新局面。

市领导王赋、李静、刘桂平出席会议。
会议听取了我市一年来贯彻落实《中

国共产党统一战线工作条例（试行）》和市
委实施意见的情况汇报，听取《市委统一战
线工作领导小组2018年工作要点》及近期
工作安排的汇报，学习贯彻尤权同志近期
来渝调研统战工作讲话精神，审议市委统
一战线工作领导小组工作规则及其办公室
工作细则。

会议指出，党的十九大以来，市委深学
笃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和党的十九大精神，认真贯彻习近平总书
记关于统一战线工作的新理念新思想新战
略，高度重视统战工作，多次研究部署推进
统战工作。各级统战部门认真履职尽责，
政治引领抓得牢、服务大局抓得实、自身建
设抓得紧，推动全市统一战线工作取得新
进展，展现出风清气正、干事创业的新风
貌。

会议指出，统一战线是革命、建设、改
革事业胜利的重要法宝。党的十八大以来，
习近平总书记就统战工作发表了系列重要
讲话，科学回答了新时代需要不需要统一
战线、需要什么样的统一战线、怎样巩固和
发展好统一战线等重大问题，为做好新时代
统战工作提供了根本遵循。重庆是民主党
派的重要发祥地，在长期的历史进程中积淀
了丰富统战文化。要把总书记对重庆提出
的“两点”定位、“两地”“两高”目标和“四个
扎实”要求兑现落地，必须把统一战线发展
好、把统战工作开展好。全市上下要进一步

提高政治站位，深入学习贯彻总书记关于
统一战线工作的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切
实凝聚做好统战工作的共识合力。

会议强调，要牢牢把握新时代统战工
作的政治方向。坚决维护习近平总书记核
心地位，坚决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
领导，牢固树立“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
信”，在政治立场、政治方向、政治原则、政
治道路上始终同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
中央保持高度一致。坚决贯彻中央统战工
作方针政策，坚持围绕中心、服务大局，紧
扣打好“三大攻坚战”和实施“八项行动计
划”等重点任务，把各方面力量充分调动起
来、作用充分发挥出来。坚决肃清孙政才
恶劣影响和薄熙来、王立军流毒，营造良好
政治生态，确保全市统一战线工作沿着正
确轨道前进。

会议强调，新时代统战工作要有新气
象新作为。始终高举爱国主义、社会主义
旗帜，坚持大团结大联合的主题，聚焦促进

政党关系、民族关系、宗教关系、阶层关系、
海内外同胞关系和谐，找到最大公约数、画
出最大同心圆，努力开创重庆统战工作新
局面。进一步提升多党合作制度效能，加
强与民主党派的政治协商，探索开展民主
监督的有效形式，支持民主党派加强自身
建设。大力推进非公有制经济领域统战工
作，营造良好营商环境，构建亲清新型政商
关系，加强企业家队伍建设。切实加强新
兴领域统战工作，深入调查研究，搭建平台
载体，广泛团结和凝聚新的社会阶层人
士。各级党委要加强党对统战工作的领
导，牢固树立“统一战线无小事”的观念，担
起主体责任，把责任落实、机制理顺、方法
用好、队伍建强，着力构建党委统一领导、
统战部门牵头协调、有关方面各负其责的
大统战工作格局，不断提升统战工作的能
力和水平。

市委统一战线工作领导小组成员单位
有关负责人参加会议。

陈敏尔主持召开市委统一战线工作领导小组全体会议强调

把握政治方向凝聚共识合力
开创新时代统战工作新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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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政府与国药集团签署《深化战略合作协议》

国药集团将在渝设立三大西部区域总部

本报讯 （记者 戴娟）为切实提高市政协委员履职能力，5月24
日，2018年市政协委员培训班（第一期）开班。市政协主席王炯出席开
班仪式并作动员讲话。

此次培训，市政协特地邀请了全国政协人民政协理论研究专家和
市政府有关部门负责人为委员们授课，通过深学笃用习近平新时代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党的十九大精神，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
关于人民政协工作的重要思想，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视察重庆
重要讲话精神和参加重庆代表团审议时的重要讲话精神，进一步提升
政协委员政治把握能力、调查研究能力和联系群众能力、合作共事能
力。

开班仪式上，王炯强调，政协委员作为各个界别、各个方面的代表
人士，必须旗帜鲜明讲政治，始终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必须领会
把握新要求，深刻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人民政协的新论断新思
想新要求，认真学习把握陈敏尔书记对全市政协工作的新要求，用新
时代人民政协理论研究新成果指导履职实践。必须务实共谋新发展，
树立委员意识严守政协章程，紧扣党委中心大局履职尽责，切实做好
团结合作这份“答卷”，为把习近平总书记殷殷嘱托落实在重庆大地上
作出积极贡献。

王炯希望委员们珍惜学习机会，以“严”的要求和“实”的作风，严
肃认真参加学习，确保学有所获取得实效。同时不断加强新时代人民
政协机关建设，强化责任担当，进一步为广大委员履职服好务。

市政协副主席宋爱荣主持开班仪式。

市政协开展委员集中培训
王炯出席开班仪式并作动员讲话

记者打探西洽会展馆

这些稀奇玩意儿
你 不 得 不 看

唱响旅游“四季歌”

如何把“冷”资源变成“热”产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