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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 白麟）6月16日，重庆日报记者从长安
汽车获悉，今年5月，长安汽车整体销售174012辆，同比增长
54.3%、环比增长9.1%，多款主力车型均实现了单月销量过万
的成绩。

其中，长安汽车自主板块表现尤为抢眼。SUV方面，长
安CS75系列5月同比增长166.4%，单月销量继4月后再度
突破2万辆，成为了紧凑型SUV市场销量冠军的有力竞争
者。其中，CS75PLUS是最亮眼的拳头产品，5月销量17475
辆，环比增长3.9%。除了CS75系列，长安CS35、CS55系列
也分别获得了8.3%、13.5%的同比增长。

轿车方面，长安逸动系列5月实现销量13709辆，同比、
环比分别增长45.2%、12.4%，延续了4月的强劲势头。

此外，长安汽车全新序列“引力”的首款车型UNI-T，在5
月正式开启了全面预售，仅10天就取得5638辆订单，即将成
为长安汽车又一爆款新车。

业内人士认为，长安自主板块近两月的持续高速增长，说
明长安汽车近年力促的转型和高质量发展战略成效显现，开
始进入品牌向上的节奏。

记者另悉，在合资板块方面，长安福特5月销售24402
辆，同比增长229%，环比增长19.2%。长安马自达5月也交
出了同比50.5%、环比21.8%的成绩单。

长安汽车5月销量
同比增长54.3%

□本报记者 杨永芹

6月16日，来自市地产集团消息称，我市正全力推动金
家湾立交改造、渝武高速拓宽改造、渝黔复线高速连接道等一
批在建市级重点交通基础设施项目落地见效，确保今年开工、
完工一批项目，全力助推主城都市区互联互通。

“这些项目对打造主城都市区‘一日生活圈’‘一小时通勤
圈’，加快推进主城都市区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支撑作用。”市
地产集团有关负责人表示。

重庆西站轨道站台主体结构完工
6月15日，重庆日报记者在现场看到，重庆西站五号线

和环线负三层站台及轨行区域土建主体结构已如期完工，这
为加快推进轨道环线和五号线如期建成通车提供了重要支
撑。

重庆西站一期工程已于2018年如期通车。在建的二期
工程主要包括建设轨道环线和五号线车站及区间主体结构土
建工程等。项目建成后，将实现铁路、长途、公交、轨道、出租
车及社会车辆等多种交通方式“零换乘”。

重庆市西站投资发展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岳炳南称，为把
失去的时间抢回来，项目部自今年2月复工以来，大幅度增加
人、机、料的投入，改变了原来流水作业施工方式，调整为所有
节点整体推进。岳炳南表示，重庆西站所有涉及轨道交通土
建结构工程有望9月底前全部建成。 （下转6版）

打造主城都市区“一日生活圈”“一小时通勤圈”

我市加快推进一批
重点交通项目建设

本报讯 （记者 王翔）既
要人文气质，又要山水颜值——
6月15日，重庆日报记者从大
足区获悉，今年内，大足区将在
城区内再建3个大型生态文化
公园，进一步擦亮大足生态环境
品牌，为打造区域高品质生活中
心奠定基础。

作为重庆主城都市区的桥
头堡城市，大足拥有区位、文化、产业和生态优势。世界文化
遗产——大足石刻，让整个城市人文气质极佳；同时，大足森
林覆盖率超过45%，去年空气质量优良天数达到了319天，先
后荣获“国家级生态示范区”“国家园林城市”“全国绿化模范
城市”等称号，生态环境也十分优良。

“在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和主城都市区高质量发展
中，大足区要更好地展现新形象、实现新作为。”大足区委相关
负责人表示，该区正着力擦亮大足石刻品牌、生态环境品牌等
六个特色品牌、打造区域文化旅游休闲中心、区域高品质生活
中心等六个区域中心，争做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协同发
展示范区。

据介绍，近期即将启动建设的红星生态文化公园，位于大
足区棠香街道红星社区，总面积约270亩，项目地四周是社
区、学校、医院、机关单位等，是典型的城区中心地带。

目前，红星生态文化公园建设的相关报批程序已启动，最
快将于7月启动建设。与此同时，占地约510亩的双桥经开
区九曲花溪湿地公园（暂名），以及占地面积1600余亩的大足
石雕公园也将在下半年启动建设，进一步满足群众对高品质
生活的需求。

大足区年内将再建三个
大型城市生态文化公园

本报讯 （记者 廖雪梅）6月16日，来
自市城投集团的消息称，主城区“两江四岸”
治理提升嘉陵江岸线及长江南岸线贯通工
程正进行设计招标，将力争今年启动建设。

据了解，今年我市计划在主城区推进
“两江四岸”60公里贯通工程建设，2021年
推进50公里“延伸工程”建设，让滨江地带
实现生态、景观、功能、人文等全面提升，公
众体验感和获得感切实增强。

此次进行设计招标的嘉陵江岸线、长
江南岸线贯通工程就是我市今年开展的60

公里贯通工程的一部分。其中，“两江四
岸”治理提升嘉陵江岸线贯通工程总投资
约29.26亿元，建设地点包括沙滨路滴水岩
至磁器口段（滴水岩—清水溪）、嘉滨路化
龙桥段（滴水岩—嘉华大桥）、北滨路洋炮
局段（金源路—水滨路）、北滨路长安码头
段（长安码头—嘉陵江大桥）、嘉滨路大溪

沟段（渝澳大桥—洪崖洞），主要建设内容
包括生态修复、园林景观、步道、建（构）筑
物、给排水、电气及相关公共和市政设施
等。

“两江四岸”治理提升长江南岸线贯通
工程总投资约22.50亿元，建设地点包括南
滨路大佛寺段（朝天门大桥—马戏城）、南滨

路海棠烟雨段（东水门大桥—重庆长江大
桥）、南滨路铜元局段（重庆长江大桥—鹅公
岩大桥）、巴滨路李家沱段（李家沱大桥—南
岸区交界处）、弹子石片区（东水门大桥—朝
天门大桥），建设内容包括生态修复、园林景
观、步道、建（构）筑物、给排水、电气及相关
公共和市政设施等。

“两江四岸”60公里贯通工程今年启动建设

本报讯 （记者 杨帆 张珺）6月16日，
市委书记陈敏尔前往高校、科研院所，就推
进科技创新中心建设开展调研。他强调，要
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
抓住用好重大机遇，集聚科技资源要素，激
发科研机构动力活力，激活科研人才积极性
创造性，深入推进产学研合作，举全市之力
打造西部（重庆）科学城，高水平推进科技创
新中心建设。

市领导王赋、段成刚、屈谦、熊雪参加。
重庆医科大学拥有国家级、省部级研究

平台40余个，有7个国家博士后科研流动
站，以及省级海外高层次人才创新创业基地
和院士专家工作站。在校图书科技大楼，陈
敏尔听取学校发展历程和参与抗击新冠肺
炎疫情工作情况介绍，深入了解学校在产学
研合作中取得的新进展。走进免疫研究中
心，陈敏尔同科研带头人交谈，询问关键核
心技术研究方向及进展。得知中心成立以
来，吸引了一批海内外高端科研人才，学科

建设成果丰硕，陈敏尔给予肯定。他指出，
基础性、开创性研究需要长时间投入，既要
有定力和耐心，又要增强紧迫感使命感。他
勉励研究中心坚持以开放的思维、创新的思
路开展工作，更加注重产学研合作，在新的
起点上取得更多创新成果。细胞分析室里，
科技人员正在对病理细胞开展分析，陈敏尔
驻足细看，了解有关情况。他强调，维护好
人民群众的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需要强大
的科技支持。重庆医科大学历史底蕴丰厚、
科研基础坚实，要加大科技创新力度，加强
医疗人才培养，为重庆建设西部医学中心提
供有力支撑。

重庆材料研究院有限公司研发的高性
能特种合金处于国内领先水平。陈敏尔听取
发展情况介绍，询问研究院技术创新、运行管
理和未来发展规划等情况。来到贵金属微细
丝车间，陈敏尔细细察看技术工艺。在产品
展厅，丰富的创新成果吸引了陈敏尔的目光，
他勉励企业再接再厉，更好对接市场需求，推

出更多更高水平的产品。陈敏尔指出，新材
料是战略性新兴产业和高技术产业发展的先
导性产业，是培育经济发展新动能、获取未来
竞争新优势的关键领域。重庆是制造业重
镇，要把材料产业作为产业发展重点，大力发
展节约型、绿色型、智能型新材料，不断延长
产业链、提升价值链。陈敏尔强调，推进科技
创新，要注重在存量中做优增量，既要着力引
进新的科研机构，又要使现有院所焕发新的
活力，让老树发新枝、新枝发新芽。

陈敏尔在调研时指出，转方式调结构、
加快新旧动能转换，根本上要靠创新。建设
具有全国影响力的科技创新中心，是推动成
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的重要任务，是引领
新时代重庆发展的战略举措。全市上下要
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高标
准打造西部（重庆）科学城，高水平建设科技
创新中心，塑造更多依靠创新驱动、发挥先
发优势的引领型发展，让创新成为推动高质
量发展的强大动能。高校、科研院所是人才

培养、知识传承和科技创新的重要阵地，在
全市经济社会发展大局中发挥着重要作用，
要提高政治站位、战略站位，找准切入点、明
确主攻点，积极融入、深度参与西部（重庆）
科学城建设，为打造科技创新中心贡献智慧
和力量。要强化科技供给，聚焦国家有需
要、地方有能力的重点领域推进原始创新，
聚焦重庆产业发展开展技术研究，聚焦更好
满足人民群众美好生活需求开发科技应用
场景。要深化人才引育，坚持事业引才、产
业育才、政策留才，积极引进培育一流学科
领军人物和创新团队，大力培养创新型、应
用型和复合型优秀人才，营造“近悦远来”的
良好人才发展环境。要加强产学研合作，围
绕产业链部署创新链、围绕创新链布局产业
链，推动科技创新不断取得新进展。要推进
科技体制改革，激发科研机构动力活力，激
活科研人才积极性创造性，汇聚起建设科技
创新中心的强大力量。

市有关部门负责人参加。

陈敏尔在调研科技创新中心建设时强调

集聚资源要素 激发动力活力
高水平推进科技创新中心建设

本报讯 （记者 罗静雯）6月16日，市
委副书记、市长唐良智前往渝北区，深入有
关企业调研智能终端产业发展。唐良智强
调，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统筹
推进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工
作、推动数字经济发展的重要讲话精神，按
照市委、市政府工作安排，抓住机遇，精准施
策，进一步优化产业生态，加快产业集聚，推
动智能产业高质量发展。

市领导郑向东等参加。
渝北区临空前沿科技城正致力打造千

亿级智能终端产业集群，目前已落户项目43
个，协议总投资424亿元。园区配套设施完
善，生产生活环境优美。园区内的OPPO
（重庆）智能科技有限公司是智能手机出货
量居全球第五位的欧珀公司在渝子公司，企
业克服疫情带来的不利影响，今年1-5月累
计实现产值50亿元，为我市工业和外贸稳
增长作出了重要贡献。唐良智来到企业，仔

细察看最新款手机产品展示，走进自动化生
产车间，询问产品性能、生产销售等情况，对
企业取得的成绩表示肯定，勉励企业危中寻
机、化危为机，稳定产能、扩大生产，丰富产
品功能，不断满足消费者需求，增强企业竞
争力。

重庆传音科技有限公司研发生产的手
机产品全部出口海外，旗下手机品牌在非
洲市场占有率超过50%。目前，企业正着

力建设集智能手机研发、生产、结算及上下
游产业配套为一体的传音智能终端产业
园。唐良智听取传音智能终端产业园建
设情况汇报，了解企业生产经营情况。他
强调，渝北区和市有关部门要在产业园规
划、建设、配套等方面给予大力支持，着
力为企业排忧解难，推动企业加快发
展。希望企业加强在渝研发、生产、贸易
布局，打造人才输出、回流的良性生态圈，

积极开拓“一带一路”市场，瞄准市场需求，
开发产品新功能，不断提升产品价值，走出
发展新路子。

重庆市天实精工科技有限公司是专业
从事高端摄像头模组研发、生产与销售的高
新技术企业，成立时间不长就已形成月产
900万颗摄像头的生产能力，产品广泛应用
于众多知名品牌智能终端。

（下转2版）

唐良智在调研智能终端产业发展时强调

优化产业生态 加快产业集聚
推动智能产业高质量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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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6月16日电 国家主席习近平6月16日晚同
塔吉克斯坦总统拉赫蒙通电话。

习近平强调，患难见真情。在中国疫情防控的艰难时刻，
塔吉克斯坦政府和社会各界以不同形式支持中国抗疫斗争。

塔吉克斯坦发生疫情后，中方向塔方提供了力所能及的帮助，
两国医疗专家通过视频连线交流抗疫经验，中方医疗专家联
合工作组赴塔多地积极开展工作，彰显了中塔发展共同体和
安全共同体的应有之义。 （下转2版）

习近平分别同塔吉克斯坦总统厄瓜多尔总统通电话

习近平17日将在京主持中非团结抗疫特别峰会

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签署命令
发布新修订的《军队院校教育条例（试行）》

6月12日拍摄的长江上进行首航的“新长江26007”轮（无人机照片）。
当日，油气电混合动力内河船舶“新长江26007”轮从重庆东风船厂码头开启首航。“新长

江26007”轮设有燃气、燃油两套独立动力系统，可根据航行需要进行智能切换。与传统动力
船舶相比，在相同能量功率输出下，污染物排放可大幅减少。 新华社记者 刘潺 摄

油气电混合动力
内河船舶在渝首航

2020年重庆英才计划
申报正式启动

今年拟遴选支持400余人，
允许市外人才申报

传统批发商
爱上“云卖货”
——朝天门市场不少商户

销售未受疫情影响的秘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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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市应急响应级别
由三级调至二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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