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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月17日晚，在重庆科技学院机
械与动力工程学院，一场“引领科技
风 共筑中国梦”的科技创新创业文化
艺术展演活动在这里举行。《再生之歌》
用朗诵和舞蹈的形式，讴歌科研工作者
的时代使命和敬业精神；《欢乐机器人》
以拉丁舞呈现青年学生在实验室里创
作的欢乐情景……精彩的节目反映了
青年大学生学习和生活的场景，展示出
当代青年的蓬勃朝气。

这是我市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大精
神“进校园”宣讲的一个缩影。重庆市
教育系统通过积极开展宣讲，不断创新

宣讲形式，掀起学习贯彻十九大精神的
热潮。截至12月15日，各区县教育部
门和高校组建的基层宣讲队累积开展
宣讲8745场。

基层宣讲队累积开
展宣讲8745场

11月9日，我市召开学习贯彻党的
十九大精神“六进”宣讲动员会；11月
12日，市委教育工委在重庆交通大学
召开全市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进
校园宣讲分队动员部署培训会，拉开

“进校园”宣讲工作的序幕。
十九大代表，市委教育工委书记、

市教委主任赵为粮分别为大学城、南
岸、渝北等地4所高校的师生作了宣
讲，并在重庆交通大学为进校园宣讲分
队的全体队员上观摩课。随后，市委教
育工委班子成员率先完成宣讲26场。

各区县教育部门、各高校则根据市
委教育工委部署，及时制定本地本校本
单位宣讲方案，党政“一把手”挂帅基层
宣讲分队队长，带头抓好党的十九大精
神进校园“第一讲”。

（下转3版）

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进校园”宣讲

激发青年学生践行新思想热情
本报记者 李星婷

本报讯 （记者 黄琪奥）12 月 18
日，全市深化文化脱贫攻坚现场会在石柱
土家族自治县举行。重庆日报记者从会上
了解到，市文化委将统筹资金1亿元，在我
市18个深度贫困乡镇实施文化脱贫攻坚，
预计到2020年，全市农村贫困人口基本文
化需求得到较好保障，贫困地区文化发展
总体水平接近或达到全市平均水平，贫困
地区公共图书馆、文化馆等级率达到
100%，基层综合性文化服务中心覆盖率
达到100%。

文化扶贫满足群众基本
文化需求

“清风徐来，水波不兴。”18日上午，在
石柱县西沱古镇综合文化站内，76岁的江
诗涛老人一边吟诵着《前赤壁赋》，一边用
毛笔写下“清风徐来”四个大字。

“自从镇上有了文化站，我的业余生
活越来越丰富了。现在，隔三差五就到文
化站写字、下棋，还能在这里看演出、听政
策。”江诗涛说。

老人的感受是我市深入开展文化脱
贫，满足群众基本文化需求工作的一个缩
影。

近年来，市文化委针对城口、巫溪等
贫困区县，已先后投入1亿多元用于文化
扶贫。不仅对这些区县的文化馆、图书馆
进行了标准化建设，还通过开展流动文化
进村、渝州大舞台、惠民电影放映等活动，
让当地群众的精神文化生活更加丰富多
彩。

截至目前，市文化委已在贫困区县建
成379个乡镇（街道）、1781个村（社区）综
合文化服务中心，为695个村综合文化服
务中心进行设备配置。此外，还培养乡镇
文化专干骨干100人，招募“三区人才”文
化工作者200人，招募阳光工程志愿者59
人；完成直播卫星户户通工程37.87万户，
购买公共流动文化1.8万场，惠及群众900
余万人。

“六大攻坚工程”推进
文化精准脱贫

“姐姐，今天我们读什么书啊。”18日
下午，石柱县大林村综合文化服务中心
内，3岁的马梓轩问文化志愿者杨露。“我
们今天读《小猪佩奇》，快坐好，姐姐马上给你讲故事。”杨露回答道。

大学刚毕业的杨露，是市文化委持续实施的“阳光工程”农村文
化志愿服务计划的志愿者，她几乎每周都到文化服务中心提供服
务。 （下转2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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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末岁初，我市将
有一大批交通项目完
工——

今年底，我市农村
55%撤并村农村公路将
实现通畅，全市行政村
通客车率将达97.5%；
万州到湖北利川高速
公路（简称万利高速）
重庆段将建成通车，届
时从万州驾车到利川
车程将由目前的2小时
缩短至40分钟；九永高
速建成通车后，将大大
缓解中梁山隧道拥堵
的现状。

明年1月，渝贵铁
路、成渝高铁枢纽段等
项目投运后，市民到成
都1小时、到贵阳2小
时。同时，渝贵铁路与
贵广高铁无缝相连，从
重庆到广州由现在11
小时缩短到5小时，到
昆明18小时缩短到4
小时。

这，只是我市实施
交通基础设施建设提
升战略行动带给百姓
便捷出行的一个缩影。

12月 18 日，市交
委召开全市交通基础
设施建设提升战略行
动贯彻会，提出到2020
年，我市将投资 2685
亿元，聚焦农村小康
路、高速铁路、高速公
路和普通干线公路，补
齐交通短板，按下“快
车键”、跑出“加速度”，

打造国际性综合交通枢纽。到那时，老百姓回家的路
将更近，远行的路将不再遥远。

提速交通建设迫在眉睫

党的十九大提出“建设交通强国”，“加强铁路、公
路、水运、航空、物流等基础设施网络建设。”

去年1月，习近平总书记视察重庆时指出，“重庆
是西部大开发的重要战略支点”，“处在‘一带一路’和
长江经济带的联结点上”；要求重庆建设“内陆开放高
地”，成为“山清水秀美丽之地”。 （下转2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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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月19日，由广东东鹏控股股份
有限公司投资的东鹏（永川）智能家居
创意产业园项目，在永川区三教工业园
举行开工仪式。东鹏控股董事长何新
明在开工仪式上说：“东鹏（永川）智能
家居创意产业园项目实现了当年洽谈、
当年签约、当年开工，创造了公司历史
上的最快速度。”

在这背后，有怎样的故事？

9天签订投资协议

东鹏控股是我国知名陶瓷企业，也
是国内首家在香港上市的陶瓷企业，更
是很多地区紧盯的招商引资目标。而
永川从接触该企业到正式签订投资协
议，仅用了9天时间。

今年4月25日，三教工业园管委会
主任盛奎得到消息，何新明正带着一帮
公司高管在成都考察，准备在西南地区
布局一个生产基地。

当晚，永川区委、区政府主要负责
人就带着三教工业园管委会一帮人赶
到成都，面见何新明。

次日下午，何新明应邀到永川考
察，该区良好的城市环境让他大感意
外，决定临时改变行程，继续留在永川
考察，直到4月29日。期间，他采集了
不少石英砂、黏土矿等样本，带回广东
化验。

5月 3日，东鹏控股召开董事会。
“相信我的感觉，就选永川了，我一眼就
看上了这个地方，其他的地方用不着再
看了。”在会上，何新明一锤定音。

5月4日，永川区与东鹏控股签订
了投资协议。“东鹏控股既不谈地价优
惠，也不谈税费优惠，来了就直接签合
同。”盛奎说，他在园区工作多年，还是
第一次签署这种不设任何优惠条件的
投资协议。

7个月实现开工

5月8日，永川区举行协调会，正式
启动东鹏（永川）智能家居创意产业园
项目前期工作。

三教镇只用两个多月就完成1800
多亩土地的征迁任务，其中包括东鹏项

目所用的1728亩土地，以及道路等公共
配套设施用地，共涉及320多户居民、
1500多座坟墓，全程没有发生一起矛盾
纠纷。

三教工业园管委会同时全面推进
办理工商注册、税务登记、设计、地勘、
环评、平场整治、土地招拍挂等各项事
宜。截至目前，项目区已有950亩土地
完成招拍挂，500多亩地完成用地手续，
预计春节前可把所有土地交付企业使
用。

“正是永川的服务质量、工作效率
改变了我们的投资计划。”东鹏控股总
裁龚志云说，永川项目原计划分三期建
设，现在调整为两期，投产、达产时间将
大幅提前，而一期由原计划的4条生产
线调整为6条，将在明年底建成投产，二
期将在2021年全部建成投产。

“我们企业的满意指数是永川干部
用辛苦指数换来的！”龚志云感慨地说，
在东鹏控股建成的全国14个生产基地
中，永川市是最快的一个，这得益于永
川区各级干部全力支持项目建设，细致
周到地为企业服务。 （下转2版）

用干部“辛苦指数”换来企业“满意指数”
永川9天时间签下国内重量级陶瓷项目

本报记者 周雨

新时代 新气象 新作为

本报讯 （记者 夏元 通讯员 张晓阳）近日，
第二架国产大飞机C919机型在上海完成首飞。重庆
日报记者12月19日从中铝西南铝获悉，由中铝西南
铝研制的铝合金窗框和轮毂精密模锻件，不仅成功配
套C919机型，还填补了这两项产品国内生产空白。

据介绍，在国产大飞机C919上，先期应用了中铝
西南铝研制的30个规格锻件。这些产品具有高强度
高韧度、耐疲劳耐腐蚀等特性，主要用于机翼、机翼活
动面、机身中央翼等部位，是飞机的关键结构件。而
在国产大飞机窗框和精密轮毂模锻件这两个研发项
目中，中铝西南铝再次承担攻关任务。

一直以来，国内飞机窗框等铝合金精密模锻件均
依赖进口，且国外只有极个别专业锻造厂家能够生产
该类锻件，并实施了严格的技术封锁。

中铝西南铝负责人介绍，由于这些模锻件具有薄
壁、筋高等特点，并且对尺寸精度、表面质量的要求极
高，要完全达到生产要求，必须突破包括合金成分优
化、精密模锻成型、高精度尺寸控制在内的多项关键
技术。

为攻克这些难题，中铝西南铝坚持自主创新，通
过开展有限元数值仿真模拟、模锻和润滑优化等工
艺，经过为期一年的技术攻关，成功锻造出配套于
C919的铝合金模锻件，其产品质量基本达到同类进
口产品水平。

中铝西南铝表示，随着后续对模锻件关键生产技
术进行细化完善，在完全实现批量生产后，将实现进
口替代，进一步提高我国材料工业对航空、航天等领
域的保障能力。

▶中铝西南铝技术员在测量C919飞
机用铝合金模锻件。

（中铝西南铝供图）

本报讯 （记者 周雨）12 月 19
日，我国第一个畜牧单产品国家数据
平台——国家生猪大数据中心荣昌区
建设方案，在北京通过专家论证。

根据方案，国家生猪大数据中心将
在国家级（荣昌）生猪交易市场的基础
上，建设一套生猪大数据标准体系，形
成生猪大数据资源、生猪大数据运营两
个中心，打造云计算基础、生猪大数据
应用两个平台，开放一个生猪大数据服
务门户。建设目标是汇集生猪全产业
链数据资源共享、推动农业大数据应用
落地、构建生猪全产业监测体系、服务
国家对生猪产业的监管及国民经济宏
观调控、开发生猪大数据产品为政府和
企业提供权威数据服务。

来自农业部、国家信息中心、中国

农业大学、中国农科院以及部分大数据
企业的专家对建设方案进行充分论证
后认为，在重庆市荣昌区建设国家生猪
大数据中心具有前瞻性、创新性、可行
性，对建立国家农业大数据中心体系、
推进数字经济发展具有重要的现实意
义。重庆市荣昌区作为国家现代农业
示范区、国家现代畜牧业示范区核心
区，建设国家生猪大数据中心具有较好
基础，特别是国家生猪交易市场的运营

和产业基础扎实、市场前景广阔、经济
社会效益显著，国家生猪大数据中心建
设方案目标明确、构架清晰、技术路线
可行、建设机制合理。

荣昌区委主要负责人称，国家生
猪大数据中心建成后，将与国家农业
部及全国各大生猪养殖、饲料兽药和
畜牧机械生产、生猪交易企业实现数
据共享，为打造荣昌智能化数字经济
提供有效平台。

荣昌建国家生猪大数据中心
方案在京通过专家论证

上月我市共查处违反中央八项规定
精神问题103起

市纪委首次“月报”：
释放持之以恒

纠正“四风”强烈信号

▲12 月 17 日，第二架国产大型客机
C919 在上海浦东国际机场起飞。中铝西
南铝研制的铝合金窗框和轮毂精密模锻
件，不仅成功配套C919机型，还填补了这
两项产品国内生产空白。

（新华社发）

““重庆造重庆造””铝材装上国产大飞机铝材装上国产大飞机CC919919
两项产品填补国内空白 批量生产后将替代进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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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4月，重庆全面推行河（库）长制，全市
3043座水库共设立库（塘）长4733名，四级库长携
“军令状”上任管事，对水库实施生态治理与修复

库长如何管水库

从“守株待佣”到“数据钻井”
——再看猪八戒网如何通过大数据

服务实体经济

我市推介59条旅游线路

到“醉美”乡村体验民俗年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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