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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首席记者 杨骏 见习
记者 王贵江）8月4日，重庆市招商投
资局发布了“投资重庆”首期产业机会清
单，涉及150个招商项目，总投资额约
5100亿元。

产业机会清单，是将以前零散的招
商信息集中在一起，面向投资者集中发
布的招商投资机会信息，旨在促成项目
对接、投资、合作。

据介绍，当日发布的清单中，有百亿
元级项目16个，50亿元级项目20个，
10亿元级项目58个。从区域看，主城都
市区达95个项目，总投资4025亿元。渝
东北三峡库区城镇群有40个项目，总投

资额727.1亿元。渝东南武陵山区城镇
群有15个项目，总投资321.2亿元。

清单显示的机会主要集中在五个大
的方面：

一是重点产业链补链强链，例如智
能网联新能源汽车领域20个，包括汽车
软件、新能源汽车“大小三电”、氢动力等
核心零部件环节。

二是战略性新兴产业。例如装备制
造领域机会18个，包括铜梁区储能智能
制造及研发中心等。电子信息领域机会
22个，包括重庆高新区8吋功率半导体
芯片、南岸区重庆软件园、璧山区玉湖光
片区数字经济产业园等。

三是现代服务业。金融、文旅、科创
等现代服务业领域21个，包括渝中区陆

海国际中心、南岸区长嘉汇金融广场、渝
北区现代建筑智慧产业园等。

四是以产业振兴助推乡村振兴，积
极承接劳动密集型的民生产业，如食品、
家居、家电、服饰等消费品生产项目13
个，农业种养及加工项目8个。

五是产业基础设施补短板强弱项，
例如能源、交通、物流项目8个。

“投资重庆”首期产业机会清单发布
涉及150个招商项目，总投资额约5100亿元

本报讯 （记者 王翔）8月4日，两
江新区管委会与中联重科股份有限公司
签订《中联重科随车起重机项目投资协
议》《中联新材项目投资协议》。市委副
书记、市长胡衡华会见了中联重科董事
长詹纯新一行并见证签约。

中联重科副总裁孙昌军、罗凯、陈培
亮、胡克嫚，市领导张鸿星等参加。

胡衡华代表市委、市政府欢迎詹纯
新一行来渝推动合作，感谢中联重科对
重庆发展的大力支持。他说，当前，重庆
正紧紧围绕进一步把习近平总书记殷殷
嘱托全面落实在重庆大地上这条主线，
按照市第六次党代会部署，坚定不移推
动高质量发展，创造高品质生活，加快建

设国家重要先进制造业中心、西部金融
中心、国际消费中心城市、国际性综合交
通枢纽城市，奋力书写重庆全面建设社
会主义现代化新篇章。中联重科是全球
领先的工程机械制造企业，与重庆具有
高度战略契合。希望中联重科加大在渝
投资布局力度，在高端装备制造、新型材
料、研发平台建设等方面深化与重庆合

作。重庆将为企业在渝发展和项目建设
提供优质高效服务。

詹纯新感谢重庆对中联重科在渝发
展的大力支持。他说，重庆区位优势、人
才优势、文化优势突出，产业基础雄厚，
营商环境优越，高质量发展动力强劲，是
一片创新创业的沃土。中联重科将以此
次签约为契机，深化与重庆合作，加快推

动项目落地见效，积极助力重庆高质量
发展，实现互利共赢。

根据相关协议，中联重科随车起重
机项目将投资建设国内领先、国际一流
的随车起重机“灯塔工厂”，中联新材料
项目将建设智能化新型建筑材料工厂。

中联重科，两江新区、市有关部门和
企业负责人参加。

两江新区与中联重科签订投资协议
胡衡华会见中联重科董事长詹纯新一行并见证签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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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 杨帆 张珺）8月
4日，市委书记陈敏尔主持召开会议调
度全市疫情防控工作。陈敏尔强调，要
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疫情防控的
重要指示精神，坚持“外防输入、内防反
弹”总策略和“动态清零”总方针，保持高
度重视、高度警惕、高度负责的状态，以
快制快坚决阻断疫情传播，从严从实落
实常态化防控措施，织密织牢疫情防控
网，切实守护人民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

市委副书记、市长胡衡华，市委副书
记、政法委书记李明清，市领导罗蔺、但
彦铮、屈谦出席。

会上，市卫生健康委汇报了疫情防
控工作情况。

会议指出，近日我市有关区县发生输

入性疫情，防控形势严峻复杂。要时刻绷
紧疫情防控这根弦，快速精准抓好应急处
置，迅速溯到源、找到人、切断链、管住
面，做到守土有责、守土尽责，努力在最
小范围和最短时间内控制住疫情，最大
限度减少疫情对经济社会发展的影响。

会议强调，要从严从快抓好疫情应
急处置。要争分夺秒开展流调溯源，加
大区域协查力度，以最快速度找到密接、
次密接等风险人员，查清感染源，切断传
播链，坚决遏制疫情扩散蔓延。要科学
精准划定风险区域，严格落实高中低风
险分类管理措施，做好日常服务，确保风
险可控、生活有序。要高效抓好核酸检
测，统筹调度检测力量，有序做好高温情
况下的现场组织、服务保障，做到快采、

快送、快检、快报，确保应检尽检、安全便
民。要严格落实隔离管理，对发现的风
险人员及时转运隔离，加强隔离场所规
范管理，严格居家隔离人员健康监测措
施，做到应隔尽隔，严防疫情外溢，搞好
人性化服务。要切实抓好医疗救治，坚
持“一人一策”，全力以赴开展救治工作，
守护好患者生命健康。

会议强调，要有力有效抓好常态化
疫情防控。要持续加强重点人群管控，
强化重点地区来渝返渝人员排查，拧紧

“首站首问”责任，进一步把好交通入口
关、社区落地关，确保第一时间、第一落
点管住。分类落实重点行业、重点岗位
人员日常核酸筛查等健康管理措施，做
到全覆盖、无遗漏。坚持人、物、环境同

防，扎实做好入境人员闭环管理。要切
实做好重点场所管理，盯紧盯牢餐饮住
宿、交通场站、商场超市、文娱场所、景区
景点、医疗单位等，严格健康码、场所码
查验流程，落实公共场所戴口罩、一米
线、扫码测温等常态化措施，严防发生聚
集性疫情。要不断提升应急能力，落实
好应急预案，强化物资保障，做到未雨绸
缪、有备无患。要强化舆论引导，准确发
布权威信息，及时回应社会关切，引导群
众加强自我防护。全市各级各有关部门
要保持“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压紧
压实“四方责任”，切实落实疫情防控各
项举措，筑牢联防联控、群防群治严密防
线。

市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参加。

陈敏尔在市疫情防控工作调度会议上强调

以 快 制 快 坚 决 阻 断 疫 情 传 播
切实守护人民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

胡衡华出席

本报讯 （记者 杨帆 张珺 陈国栋）
8月5日，重庆日报迎来创刊70周年。市委
书记陈敏尔代表市委，向重庆日报创刊70周
年表示祝贺，对重庆日报发展提出要求。“喜
迎二十大 谱写新篇章”重庆日报创刊70周
年座谈会8月3日召开，市委副书记李明清
出席并讲话，市委常委、宣传部部长姜辉主
持。

陈敏尔指出，重庆日报是重庆市委机关
报。创刊70年来，重庆日报始终坚持“党报
姓党”，大力宣传党的理论和路线方针政策，
与时代同进步，与重庆共成长。党的十九大
以来，重庆日报把学习宣传贯彻习近平总书
记对重庆的重要指示要求作为重大政治任
务，围绕中心、服务大局，唱响主旋律，凝聚正
能量，为重庆推动高质量发展、创造高品质生
活作出了重要贡献。新时代新征程上，要坚
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为指导，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
义，进一步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
信”、做到“两个维护”，把准政治方向，牢记
初心使命，弘扬优良传统，紧紧围绕进一步
把习近平总书记殷殷嘱托全面落实在重庆
大地上这条主线，坚持守正创新，加快融合
发展，阐释好党的创新理论，讲述好重庆生
动故事，不断提升传播力、引导力、影响力、
公信力，打造一流新型主流媒体，为书写重
庆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篇章汇聚强
大精神力量，以实际行动迎接党的二十大胜
利召开。

李明清在座谈会上指出，创刊70年来，特
别是党的十九大以来，重庆日报始终坚持与
党同心、与人民同行，忠实履行职责使命，生
动讲述重庆故事，全面展示重庆形象，为推动
全市经济社会发展作出了积极贡献。站在新
的历史起点，重庆日报要深学笃用习近平新
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认真落实市委
安排部署，更好发挥市级主流媒体作用，努
力做党的政策主张的传播者、时代风云的记
录者、社会进步的推动者、公平正义的守望
者。要坚持“党报姓党”，自觉把坚定拥护

“两个确立 ”、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落实到
办报全过程各方面；高擎思想之旗，扎实推
动党的创新理论深入人心；聚焦主题主线，全
面做好党的二十大宣传舆论工作；把稳正确
导向，不断巩固壮大主流思想舆论；紧跟时代
步伐，持续深化党报守正创新；强化自身建
设，着力培养让党和人民放心的党报队伍，
为奋力书写重庆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
新篇章营造良好氛围、凝聚强大力量。

座谈会上宣读了中华全国新闻工作者协会对重庆日报创刊70周年的贺
信，重庆日报报业集团主要负责同志，有关区县主要负责同志，基层社区工作
者、重庆日报老新闻工作者、青年记者代表等发言。会前，与会人员参观了重
庆国际传播中心、重庆日报70周年发展历程展览、上游新闻和重庆日报新媒
体指挥中心。

市有关部门，重庆日报负责同志参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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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 廖雪梅）8 月 4
日，重庆日报记者从市财政局了解
到，5 年多来，重庆财政已投入 6800
万元资助 24 个区县建成 27 个体育
公园和总长 221.8 公里的 37 条健身
步道。

按照计划，到“十四五”末，重庆
将建成100个体育公园和100条健身
步道。

近日，市财政局又投入1200万元，

用于支持江北、垫江等8个区县建设体
育公园和健身步道。

据了解，2017年以来，重庆采取财
政资助的方式，支持区县建设体育公园

和健身步道。具体资助标准为：建成3
至10公里健身步道，最高资助50万元；
建成11至20公里，资助不超过100万
元；建成21至 30公里，资助额度最高

200万元，超过30公里的，按前述标准
累计递增资助。对于大中小体育公园，
分别按不高于500万元、300万元、200
万元的标准一次性补助。

重庆财政5年投入6800万元建公园修步道
资助24个区县建成27个体育公园、37条健身步道

8月4日，九龙坡区九龙半岛，“两江
四岸”治理提升贯通工程正在加紧建设。
该项目是长江文化艺术湾区“两江四岸”
55 公里岸线治理提升中的一段，上游起
点位于渔秋浩码头，下游终点位于龙凤
寺，治理河道长度约6.98公里，防洪标准
为 100 年一遇。工程建设内容包括防洪
护岸、休憩步道、生态修复及附属建筑物
等相关项目。目前，步道、消落带、当代艺
术广场等节点工程正有序施工。
记者 郑宇 实习生 尹诗语 摄/视觉重庆

九龙半岛

“两江四岸”治理
提升贯通工程加紧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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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日报评论员

“我们取得的一切成就，都是党和
人民一道奋斗出来的。”在省部级主要
领导干部“学习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
精神，迎接党的二十大”专题研讨班上，
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前进道路上，
全党要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
本宗旨，树牢群众观点，贯彻群众路线，
尊重人民首创精神，坚持一切为了人
民、一切依靠人民，从群众中来、到群众

中去，始终保持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
系，始终接受人民批评和监督，始终同
人民同呼吸、共命运、心连心。”

为什么人的问题，是检验一个政
党、一个政权性质的试金石。中国共产
党是为广大人民谋幸福的党，人民立场
是党的根本政治立场。我们党从成立
开始，就把为人民服务写在了党的旗帜
上。党的根基在人民、血脉在人民、力
量在人民。为人民而生，因人民而兴，
始终同人民在一起，为人民利益而奋

斗，是我们党立党兴党强党的根本出发
点和落脚点。党团结带领人民进行革
命、建设、改革，根本目的就是为了让人
民过上好日子，无论面临多大挑战和压
力，无论付出多大牺牲和代价，这一点
都始终不渝、毫不动摇。江山就是人
民、人民就是江山，打江山、守江山，守
的是人民的心。以百姓心为心，与人民
同呼吸、共命运、心连心，是党的初心，
也是党的恒心。

（下转2版）

始终同人民同呼吸共命运心连心
——论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省部级专题研讨班上重要讲话

七秩风华，弦歌不辍；风云一纸，笔力千钧。
1952年8月5日，《重庆日报》首次与读者见面。她的创刊，成为重

庆新闻史上的一个里程碑。
今天，《重庆日报》创刊70周年。70年，2万多个日夜。《重庆日报》

“党报姓党”的立场始终不变，“开门办报”的宗旨始终不变，“为民发声”
的情怀始终不变，“锐意创新”的追求始终不变。

一代代重报人不忘初心、砥砺前行，把青春和热血献给了党的新闻
事业，献给了这座英雄之城！

T1-T88版刊登“重庆日报创刊70周年特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