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今天距首届智博会开幕

还有 1 5 天

“艰难困苦，玉汝于成。”在南非约翰内斯堡
举行的金砖国家工商论坛上，习近平总书记用
这样一句中国古语，概括和形容中国不畏艰险
走过的不平凡历程，穿越风雨取得的不平凡成
就。这是历史的总结，更是现实的激励、未来的
昭示。古老的民族，年轻的国家，亿万万追求幸
福生活的人民，历经风雨创造了值得骄傲和自
豪的今天，也必将风雨无阻、勇往直前，奔向更
加美好的明天。

（一）
事业的伟大不仅在于目标的壮丽，更在于

过程的壮丽；生活的美好不仅在于享有的丰
富，更在于经历的丰富。几度风雨几度春秋。
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中国人民战风斗雨，一次
次攻坚克难、一步步勇毅前行，书写了光照时代
的历史篇章，创造了属于自己的美好生活。

犹记新中国成立之初，中国国民生产总值
只有区区100多亿美元，重工业几乎为零，轻工
业只是少数纺织业。毛主席曾经感慨，我们除
了能造桌子椅子，能造茶壶茶碗，连一辆汽车、
一架飞机、一辆坦克、一辆拖拉机都不能造。
正是在这一穷二白、满目疮痍的烂摊子上，我
们顶住了帝国主义经济、军事的全面封锁，抗
击了战火烧到鸭绿江边的严重威胁，战胜了三
年自然灾害的极度困难……建立起独立的、比
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甩掉了

“贫油国”的帽子，生产了自己的解放牌汽车、
东方红拖拉机，研制出震惊世界的“两弹一
星”……中国人民自力更生、艰苦奋斗，不仅在
政治上、而且在经济上挺起了腰杆，国家的面
貌、人们的生活发生了根本性的改变。

犹记改革开放之初，粮票、油票、肉票、布
票、副食本、工业券等是老百姓的生活必需，甚
至买糖果糕点、火柴肥皂都要票证；几代人同
居一室十分普遍，土坯房、茅草房，筒子楼、大
杂院是城乡居民生活的深刻印记；自行车、手
表、缝纫机、收音机“三转一响”成为人们生活
的奢侈品；法国戴高乐机场一小时起降60架飞
机，而北京首都国际机场一小时仅能起降2架；
日本东京的大型商店商品多达50万种，而北京
的王府井百货大楼仅有2.2万种……正是在这
种物资匮乏、生活贫困、国民经济濒临崩溃边缘
的情况下，我们果敢作出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实行改革开放的战略抉择，
冲破思想观念的桎梏，破除体制机制的障碍，走出了一条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道路。我们经历了价格闯关的艰辛，经历了西方国家制裁的艰难，
经历了亚洲金融风暴、国际金融危机的冲击，经历了特大洪水、特大地
震、非典疫情等的考验……在大海中练就游泳、在磨砺中愈加坚强，我国
经济实力、科技实力、国防实力和综合国力实现了历史性跨越，中国人民
的生活告别了“票证时代”、走过了“温饱阶段”、迎来了“全面小康”。

栉风沐雨，春华秋实。今天，中国以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实力，托
举起覆盖13亿多人的全球最大社会保障网，创造了每年减贫1300多
万人的脱贫奇迹，书写下幼有所育、学有所教、劳有所得、病有所医、老
有所养、住有所居、弱有所扶的民生篇章，亿万人民携手冲刺全面小康
的百年梦想……这一项项巨大成就、一串串亮丽数字的背后，挺立的
是中国人民顶风冒雨的钢铁脊梁，浸透的是中国人民风雨兼程的辛勤
汗水，凝结的是中国人民对美好生活的追求与梦想。

（二）
山以险峻成其巍峨，海以奔涌成其壮阔。我们已经走过了万水千

山，但走向未来仍需要不断跋山涉水。美好生活不是温室里的生活，
不是真空里的生活，风风雨雨就是生活的本身。 （下转2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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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 杨帆 陈国栋）8月7
日，市委书记、市积极融入“一带一路”加快
建设内陆开放高地领导小组组长陈敏尔主
持召开领导小组第一次会议。他强调，要
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重庆的重要指示
精神，坚持战略导向、目标导向、问题导向、
责任导向，积极主动服务国家战略，扎实有
效抓好工作落实，全面开创重庆对外开放
新局面。

市委副书记、市长、领导小组组长唐良
智，市人大常委会主任、领导小组副组长张
轩，市政协主席王炯，市领导吴存荣、张鸣、
王赋、胡文容、陈和平、陆克华、刘桂平参加
会议。

会议听取了市人大常委会开展内陆开
放高地建设调研情况，全市外贸外资外经
工作、重庆自贸试验区建设、中新互联互通
项目进展、两江新区开放发展等情况的汇
报。

陈敏尔在讲话中指出，建设内陆开放
高地，是习近平总书记对重庆的殷切希望，
是中央赋予重庆的重大使命和任务，是重
庆的重大机遇和责任。要坚持战略导向，
坚持从全局谋划一域、以一域服务全局，紧
紧围绕“两点”定位和“两地”“两高”目标，
深度融入西部大开发、“一带一路”建设和
长江经济带发展，加快建设内陆开放高地，
做到以开放倒逼改革，以高水平开放推动
高质量发展。要坚持目标导向，着眼服务
国家战略，立足“内陆”特点，加强对口岸物
流、投资贸易、产业发展、功能配套、集聚辐
射等目标指标深入研究，发挥“指挥棒”作
用，更好引领和推动开放发展。

陈敏尔强调，积极融入“一带一路”、加
快建设内陆开放高地，要坚持问题导向，做
强长板、补齐短板，破解影响开放的瓶颈制
约。围绕开放通道做长板补短板，统筹东
南西北四个方向，统筹铁公水空四种方式，

统筹人流、物流、资金流、信息流四类要素，
提升互联互通水平。围绕开放平台做长板
补短板，注重功能提升，强化内容建设，高
标准推进重庆自贸试验区、中新互联互通
项目、两江新区、高新区等重点高点平台建
设，引领带动各类开放平台创新发展。围
绕开放主体做长板补短板，加快产业结构
调整，培育壮大各类开放主体。围绕开放
政策机制做长板补短板，推进政策创新，优
化管理体制，深化区域合作。围绕开放环
境做长板补短板，营造良好营商环境、市场
环境、人居环境。着力抓好外贸外资外经
工作，加强市场开拓和招商引资，推动开放
型经济高质量发展。

陈敏尔要求，各级各部门要坚持责任
导向，强化组织领导，完善工作机制，营造
浓厚氛围，注重清单化、项目化推进，切实
把内陆开放高地建设各项任务落到实处。
各级领导干部要解放思想、加强学习、提高

本领，增强世界眼光、战略思维和专业水
平，使思想观念、政策措施、工作方式更好
地适应高水平开放的要求。

唐良智指出，要坚持“稳”字当头，做
好稳外贸稳外资稳外经工作，大力开拓多
元化市场，进一步吸引跨国公司来渝设立
区域总部、功能总部和研发中心。突出互
联互通，深度融入“一带一路”，着力提升
通道效能，努力将通道优势转化为经济优
势。强化多点支撑，着力增强重点平台的
示范引领作用，推动全域开放。注重辐射
带动，立足长江上游、依托成渝城市群、面
向西部内陆，推动与周边省市设施联通、
产业合作、政策协同。深化改革创新，完
善体制机制，加强与国际通行经贸规则对
接，优化口岸通关服务，加快建设内陆开
放高地。

领导小组成员和市级有关部门负责同
志参加会议。

陈敏尔在市积极融入“一带一路”加快建设内陆开放高地
领导小组第一次会议上强调

积极主动服务国家战略
全面开创重庆对外开放新局面

唐良智张轩王炯出席

本报讯 （记者 陈国栋）8月7日，市
委副书记、市长唐良智在主城建成区利用
边角地建设社区体育文化公园启动会议上
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城市
工作要把创造优良人居环境作为中心目
标”的重要指示精神，认真落实市委、市政
府关于实施城市提升行动计划的工作部
署，按照推动高质量发展、创造高品质生活
要求，盘活用好城市边角地，精心打造市民

家门口的公共生活空间，促进城市品质提
升。

据介绍，在主城建成区，有不少小区间
的小块土地、道路与建筑间的空置地等零
散边角地。这些边角地没有得到有效使用
和管理，又不宜单独实施项目建设，往往还
影响市容市貌。为此，我市将按照“绿色、
人文、智能、共享”建设理念，强化“便民、利
民、公共、开敞”属性，到2020年底前，利用

主城建成区边角地建设综合型、亲水型、园
林型3类社区体育文化公园92个，布局各
类球场等健身设施1200多个，满足群众就
近健身锻炼、社会交往需求，构建宜居宜业
宜游的城区环境。

唐良智强调，利用边角地建设社区体
育文化公园，是城市提升行动计划的重要
内容。要注重打造精品，抓好规划设计，
力求方案少留遗憾，抓好建设运营，严把

建设质量、强化后期管护，扎扎实实建设
好这个民生工程。要注重特色，依山就势
设计公园形态和功能，突出“文化建园”，
提高公园文化品位。要注重绿色生态，以
自然为美，让公园融入城市、融入自然，坚
持集约发展，推广应用绿色建筑和节能环
保产品。要注重便民利民，既兼顾市民多
样化文体需求，又兼顾不同群体需求，人性
化、精细化设置标识、照明、座椅等公共配
套，营造更方便、更舒心、更美好的环境，
增强市民的获得感、幸福感。要注重共建
共享，引导社区居民和社会力量参与，畅
通市民参与规划建设管理渠道，完善运营
维护制度，将社区体育文化公园持续健康
运营好，把美化城市、便民利民的好事办
好办实。

副市长陆克华参加会议。
（3版刊登相关报道《边角地也有“大作

为”》）

唐良智在主城建成区利用边角地建设社区体育文化公园启动会议上强调

盘活用好城市边角地
打造市民家门口的公共生活空间

未来将至，智能化为时代的发展划出一个新的起点，提供一次
新的机会。

遇见未来，智能化将为经济赋予新的动能，为生活增添新的光
彩。

如今，重庆正大力实施以大数据智能化为引领的创新驱动发展
战略行动计划，在“产业数字化、数字产业化”的进程中，变革创新、
锐意进取。

8月23日，2018中国国际智能产业博览会将在重庆拉开大幕。
今日，本报推出“2018智博会前瞻”特别报道，选取阿里、腾讯、华为、
科大讯飞4个“中国智能样本”，猪八戒网、云从科技、特斯联、重庆市
地理信息中心4个“重庆智能样本”，以“样本”的故事，为我们拥抱新
时代、抓住新机遇提供参照。

智能时代，我们来了。

拥抱智能新时代
抓住发展新机遇

13版刊登

一个街道的
老旧小区电梯改造攻坚战

19版刊登

5-12版刊登“2018智博会前瞻”特别报道

本报讯 （记者 白麟 实习生 刘欣）8月7日，记者从市物价局
获悉，为贯彻落实国家发展改革委《关于理顺居民用气门站价格的通
知》（发改价格规﹝2018﹞794号）精神，经市政府同意，自8月15日起，
主城区居民用天然气销售价格顺价上调0.26元/立方米。

2018年5月25日，国家发展改革委印发通知，决定理顺居民用气
门站价格、完善价格机制，并调整了各省市居民天然气门站价格。近
年来，天然气价格改革主要侧重于非居民用气，居民用气价格改革相
对滞后，由中石油、中石化通过陆上管道供应的居民用气门站价格，自
2010年以来一直未作调整。

为顺应天然气价格市场化改革，应对天然气上游价格变动对本市
的影响，保障我市天然气安全稳定供应，2010年经价格听证并报市政
府同意，我市建立了主城区居民生活用气上下游价格联动机制，明确
当国家提高天然气门站价格时，按照联动公式计算居民天然气销售价
格调整额，联动公式为：天然气销售价格调整额＝（调价后门站含税价
格－调价前门站含税价格）÷（1－输差率）。

根据国家发展改革委政策，我市居民用天然气门站价格自2018年
6月10日起从1.277元/立方米调整到1.53元/立方米，上调0.253元/立
方米，主城区天然气销售输差率为4%。按照联动机制，本次主城区居
民用天然气销售价格提高0.26元/立方米。

理顺价格后，我市居民家庭日常生活用气、居民家庭采暖用气各
档阶梯价格分别为：第一档1.98元/立方米（此前为1.72元/立方米），
第二档2.15元/立方米（此前为1.89元/立方米），第三档2.50元/立方
米（此前为2.24元/立方米）。根据我市主城区居民家庭日常生活用气
平均每户每月22立方米测算，此次理顺价格后，每户每月平均增加气
费支出5.72元。低保户和特困人员居民用气价格不实行阶梯价格，按
第一档1.98元/立方米执行。

为减少此次理顺居民用气价格对居民用户的影响，我市将对各档
阶梯气价实行等额顺价；对低保户和特困人员，通过低保标准（供养标
准）调整机制，在调整本市最低生活保障标准（供养标准）时予以统筹
考虑。本次调价中居民用气增量部分价格上浮、销售价格调整时间滞
后两个月等因素增加的购气成本由城市燃气企业消化。

燃气企业将从8月15日开始到8月31日对主城区居民天然气用
户进行抄表，每户按照抄表时间进行结算。抄表前燃气用量按照目前
价格计费，抄表后燃气用量则按新的价格计费。

8月15日起我市顺价调整
主城区居民用天然气价格

国务院调查组公布吉林长春长生公司
违法违规生产狂犬病疫苗案件进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