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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 黄乔）9月 24日
至25日，2022年“百万英才兴重庆”首
场全国重点高校线下巡回引才活动——
湖南行圆满举行。

此次活动分别在湖南大学、中南大
学设立了引才专场。前期，活动主办方
根据两所大学的优势专业和学生就业需
求，对报名参加活动的用人单位和岗位
进行了优选和精准匹配，共组织了76家
重庆市属事业单位、大型企业参与，共提
供669个类型岗位，需求人数达3735
人，岗位涵盖工业互联网、教育科研、数
字经济等多个领域，其中30家用人单位
现场参会，包括重庆交通大学、西南政法
大学、重庆医科大学等多所高校，以及重
庆川仪自动化股份有限公司、华润微电
子（重庆）有限公司、中冶赛迪信息技术
（重庆）有限公司等知名企业，充分契合
两所高校的优势学科专业。

近年来，重庆出台一系列人才政策，
鼓励优秀人才及其团队来渝创新创业，
并分别给予相应的配套奖励。本次活动
提供的部分岗位，年薪超过30万元，最
高可达60万元，同时给予人才有力奖励
政策，如部分提供安家费、菁英公寓免费
入住、项目成果奖励等，旨在吸引湖南高
校就读的学生来渝发展。

此次引才活动，吸引了众多生源地
为西南地区的学生。他们感叹优质岗位
众多，表示看到家乡就业前景良好，乐意
到重庆发展。2天时间内，参会单位共

收到简历667份，有364人与用人单位
达成了初步意向，其中博士23人，硕士
198人，本科143人。

很多单位负责人表示，通过“组团”
方式进入高校开展活动，既能实现企业
招聘资源整合，形成规模效应，又有利于
增强“百万英才兴重庆”引才品牌的影响
力，为重庆吸引更多优秀人才。对刚毕
业的大学生，他们也纷纷表示愿意为其
提供成长空间。

本次活动同时开通了线上专区，为
企业和求职者搭建起无障碍、便捷、高

效的对接桥梁。用人单位可登录重庆
英才网、重庆人才网了解活动详细信
息，选择“线上引才专区”中的“全国重
点高校巡回引才活动”进行报名，在线
填报岗位需求等相关信息；高校求职者
可通过活动专栏查看岗位需求后在线
投递简历。有关方面将结合人才和岗
位的供需信息汇总情况开展精准匹配
工作，将人才简历推送给用人单位。有
初步意向的人才和用人单位还可以进
行线上视频面试，打破地域空间限制，
实现“零距离”揽才。

76家企事业单位“组团”赴湖南揽才
2022年“百万英才兴重庆”举行首场线下引才活动

新华社太原9月25日电 （李国
利 郝明鑫）9月25日6时55分，我
国在太原卫星发射中心使用快舟一
号甲运载火箭，以“一箭双星”方式，
成功将试验十四号和试验十五号卫
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

道，发射任务获得圆满成功。
试验十四号卫星主要用于科学

试验、新技术验证等领域，试验十五
号卫星主要用于国土普查、城市规划
和防灾减灾等领域。这次任务是快
舟一号甲运载火箭的第18次飞行。

我国成功发射
试验十四号和试验十五号卫星

美国新一代登月火箭“太空发射
系统”原定27日的发射任务取消，因
为当天可能有热带风暴经过发射基
地。这是“太空发射系统”发射任务
一个月内第三次延期。

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24日清晨
召开会议后决定取消发射。美国航
天局网站发布消息说，25日将视天
气状况决定是否把“太空发射系统”
运回总装大楼，如果决定运回，将于
25日晚或26日早开始行动。

美联社报道说，如果火箭被运回
总装大楼，最早可能要等到11月才
会尝试发射。

自8月以来，搭载“猎户座”飞船

的“太空发射系统”一直竖立在肯尼
迪航天中心39B发射台，8月底和9
月初两次尝试发射均未成功，原因包
括燃料泄漏等技术问题。

“太空发射系统”是美国航天局
新一代大推力运载火箭。按照美国
新登月计划“阿耳忒弥斯”，美国宇
航员最早可在2025年年底前重返
月球。在这之前，首先由“太空发射
系统”搭载“猎户座”飞船开展代号
为“阿耳忒弥斯1号”的无人绕月飞
行测试。这一任务成功后将开展

“阿耳忒弥斯2号”载人绕月飞行测
试。

（据新华社）

一个月内“黄”三次

美国登月火箭发射又推迟了

2021年度重庆市优秀企业家暨全国优秀企业家光荣榜

2021年度重庆市优秀企业家

王建国 西南铝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党委副书记、总经理
王陆洲 重庆材料研究院有限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
王萌硕 重庆农投肉食品有限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
王文德 中国华电集团有限公司重庆分公司党委书记、总经理
毛 琼(女) 重庆盛源模具制造有限公司董事长
朱传钦 重庆市紫建电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兼总经理
刘启光 重庆红宇精密工业集团有限公司党委副书记、总经理
李 华 重庆通用工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党委副书记、总经理
李红宾 重庆国际复合材料股份有限公司党委副书记、副董事长、总经理
李 林 重庆标准件工业有限责任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
李思豆 渝农商理财有限责任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
李跃东 重庆海浦洛自动化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
杨 涛 重庆芯讯通无线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
肖怡(女) 重庆桐君阁中药批发有限责任公司党支部书记、执行董事、总经理

吴东海 重庆海宇环保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
邱红阳 三羊马(重庆)物流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
邱增明 重庆万凯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
余启焕 重庆富沃思医疗器械有限公司董事长兼总经理
邹隆琼(女) 重庆三峡云海药业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
张旭辉 重庆龙煜精密铜管有限公司董事、总经理
张宝献 华兰生物工程重庆有限公司总经理
陈秀强 重庆市江津区天丰花椒专业合作社总经理
林其鑫 重庆琪金食品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
郑武生 国家电投集团远达环保股份有限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
赵 华 中粮油脂(重庆)有限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总经理
郝增恒 重庆市智翔铺道技术工程有限公司党委书记、总经理
胡泽利 重庆药品交易所股份有限公司党总支副书记、总经理
秦瑞丰 重庆海特汽车排气系统有限公司总经理

聂 攀 重庆机电控股集团机电工程技术有限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
郭 川 重庆数码模车身模具有限公司总经理
郭剑霓(女) 马上消费金融股份有限公司董事、总经理
陶 可 中盐西南盐业有限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
龚为伦 重庆青山工业有限责任公司党委副书记、总经理
彭 德 重庆旗能电铝有限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总经理
覃义云 重庆红旗弹簧有限公司董事长
谢居应 重庆高速公路集团有限公司南方营运分公司党委书记、总经理
詹志雄 中建七局西南建设有限责任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
鲍哲松 重庆伟星新型建材有限公司总经理
漆 丹 渝新欧（重庆）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党委书记、执行董事、总经理
熊晓华 重庆大江动力设备制造有限公司总经理

评选表彰重庆市优秀企业家是市委、市政府同意设立的全市性社会组织评比达标表彰常设项目。重庆市企业联会会（企业家协会）遵循合规原则，经制定方案、印发通知、组织推
荐、资格审查、征求市级相关部门意见、市优秀企业家评审委员会评选、评委委员无记名投票表决通过、公示、决定等程序，王建国等40位同志被评为2021年度重庆市优秀企业家（以姓
氏笔划为序）。重庆企联从近几年受表彰的重庆市优秀企业家中择优推荐，其中有4名重庆企业家脱颖而出，荣获2021-2022年度全国优秀企业家称号。

2021-2022年度全国优秀企业家

何 勇 重庆市农业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
朱列东 重庆润通控股(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

袁 泉 重庆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总裁
蒋仁生 重庆智飞生物制品股份有限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总裁

9 月 25 日，两江新区礼嘉
街道嘉和社区，市民在体育公
园游玩。据了解，嘉和社区体
育公园于今年8月开工建设，9
月 20 日建成投用，建筑面积
2000平方米左右，园内设有篮
球、乒乓球、羽毛球、健身步道、
儿童攀爬等多种健身场地，为
周边居民提供了一个设施完
备、功能丰富、环境美好的文化
体育场所。

见习记者 刘旖旎 摄/
视觉重庆

嘉和社区
体育公园投用

新华社北京 9 月 25 日电 为深入
学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和习近平总
书记关于新时代公安工作的重要论述、
重要训词精神，大力弘扬伟大建党精
神，激励广大公安民警奋进新征程、建
功新时代，中央宣传部、公安部近日向
全社会宣传发布2022“最美基层民警”
先进事迹。

张梁、吕游、赵恒彬、安二宝、马春
雨、张宇航、何欢、路博阳、陈建强、孙益
海、梁晓丽、朱明、施晓健、艾金凤、张连
波、陈民生、常武（牺牲）、李江、时春霞、
杨伯伦、乔晋军、周和理、黄晨、朱允宏、
石林、黄家斌、樊有宏、刘汉朝、阿旺丹
德、袁芳、潘金磊、覃锋、曾芝强、徐娟、
程万里、符世彻、陈宇、王微等38名个

人光荣入选。他们中，有的驻守边疆高
原，克服常人难以想象的困难，守卫一
方平安；有的奋战打击一线，冲锋在前、
不怕牺牲，屡破大案要案；有的穿梭街
巷社区、抗疫一线，全心全意解决群众

“急难愁盼”，成为百姓的贴心人；有的
刻苦钻研技能本领，在改革强警、科技
兴警的道路上绽放青春光彩、成就奋
斗人生。他们虽来自不同警种岗位，
但都以强烈政治担当、使命担当、责任
担当，忠实履行新时代使命任务，用汗
水、鲜血乃至宝贵生命，生动诠释了对
党、对国家、对人民、对法律的无限忠
诚，谱写了一曲曲人民公安为人民的英
雄赞歌，充分展示了党领导的社会主义
国家人民警察克己奉公、无私奉献的良

好形象。
发布仪式现场采用视频展示、人物

访谈、“云”连线等形式，从不同侧面讲述
了他们的先进事迹和工作生活感悟。中
央宣传部、公安部负责同志为他们颁发

“最美基层民警”证书。
广大公安民警纷纷表示，要更加紧

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
中央周围，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
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
信”、做到“两个维护”，以“最美基层民
警”为榜样，牢记初心使命，强化使命担
当，坚决做到对党忠诚、服务人民、执法
公正、纪律严明，全力以赴防风险、保安
全、护稳定、促发展，坚决捍卫政治安
全，全力维护社会安定，切实保障人民

安宁，以实际行动迎接党的二十大胜利
召开。

本报讯 （记者 周松 实习生
范庆龄）9月25日，由中央宣传部和公
安部共同举办的2022“最美基层民警”
评选活动揭晓，重庆铜梁区公安局东城
派出所民警周和理荣膺全国“最美基层
民警”荣誉称号。

周和理从 1999 年开始配合居委
会调解纠纷，2002年开始至今一直从
事社区警务工作。

入警以来，周和理先后荣立个人二
等功1次、个人三等功2次，荣获个人嘉
奖7次，获得过“全国优秀人民警察”、
全市“最美渝警楷模”、重庆市“优秀社
区（驻村）民警”等荣誉称号。

中央宣传部、公安部发布2022“最美基层民警”先进事迹

铜梁民警周和理荣膺全国“最美基层民警”
本报讯 （记者 李珩）9月23

日，市卫生健康委召开《重庆市中医
药发展“十四五”规划》（以下简称《规
划》）新闻发布会。按照《规划》，我市
将积极创建国家中医医学中心，建设
一批国家和市级区域医疗中心、中医
康复示范中心、中医治未病中心；“十
四五”期间，力争实现二甲以上中医
医院区县全覆盖，推动中医药优质医
疗资源提质扩容和均衡布局。

目前，全市有中医医疗机构3378
家，其中中医医院188家，全市二级
甲等以上中医医院达38家。全市每
千人口中医床位达1.52张，每千人口
中医执业（助理）医师0.64人。

按照《规划》，到2025年，将基本
建立与重庆城市定位、经济社会发展
水平相匹配的中医药服务体系。《规
划》从中医药服务体系建设、服务能
力提升、传承创新、人才队伍建设、文
化建设与开放发展、中药产业发展、
深化改革等7个方面，明确了32项
重点任务。

在打造中医药服务高地方面，将
持续推动市中医院中医药传承创新
中心、国家中医疫病防治基地等重大
项目建设，力争建成国内一流的三甲
中医医院。依托现有优质中医医疗
资源，做大做强永川区中医院等2个
国家区域医疗中心，积极创建国家中
医医学中心，建设一批市级区域医疗
中心、中医康复示范中心、中医治未
病中心，推动中医药优质医疗资源提
质扩容和均衡布局。

在做强中医服务主阵地方面，
“十四五”期间力争实现二甲以上中

医医院区县全覆盖，区级中医医院逐
步达到三级建设标准，到“十四五”
末，三级医院达到20家左右。所有
公立综合医院、部分妇幼保健院设置
中医类科室。以满足疾病防治临床
需求为导向，充分发挥中医特色优
势，打造50个左右“中医名科”，做优
做强中医妇科、骨伤、肛肠、皮肤、针
灸、肿瘤等中医优势专科。

在筑牢中医药服务网底方面，实
施基层中医药服务能力提升工程“十
四五”行动计划，实现全部社区卫生
服务中心和乡镇卫生院设置中医馆、
配备中医师，100%的社区卫生服务
站和95%以上的村卫生室能够提供
中医药服务。

根据《规划》，“十四五”期间，我
市将建立一支与事业发展相适宜的
人才队伍，让更多的群众能享受到优
秀中医医师的服务。

如在领军人才方面，积极争取全
国名中医、岐黄学者、青年岐黄学者
人才项目，同步实施我市“巴渝岐黄
学者”、中西医结合高层次人才培养
项目，选拔“巴渝岐黄学者”30名，培
养中西医结合高层次人才100名。
开展中医药传承创新团队建设。

在学术传承方面，大力开展国家
级、市级、区县级以及医院级师带徒
工作，建设国家级、市级名老中医药
专家传承工作室80个，培养市级以
上名老中医药专家学术继承人100
名，推动区县和医疗机构培养中医药
学术思想和临床经验继承人不少于
400人。建设巴渝特色学术流派传
承工作室5-10个。

“十四五”期间
力争二甲以上中医医院区县全覆盖

《重庆市中医药发展“十四五”规划》发布，
从7个方面明确了32项重点任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