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讯 （记者 张珺）9月1日，中共
中央政治局委员、市委书记陈敏尔会见了
来渝访问的几内亚比绍总统瓦斯一行。几
内亚比绍驻华大使马岚·桑布，中国驻几内
亚比绍大使金红军，市领导吴存荣、王赋、
邓恢林、潘毅琴参加会见。

陈敏尔代表市委、市政府欢迎瓦斯来
渝访问。他说，总统阁下此次来华出席

2018年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提前到访
重庆，体现了对重庆的关注和重视。当前，
重庆正按照习近平主席对重庆的重要指示
要求，发挥国家西部大开发重要战略支点、

“一带一路”和长江经济带联结点作用，加
快建设内陆开放高地、山清水秀美丽之地，
努力推动高质量发展、创造高品质生活。
重庆全面融入“一带一路”建设，全力打造

以重庆为运营中心的中新互联互通项目南
向通道，为中国西部内陆地区加强与非洲
经贸合作开辟了广阔空间。重庆是中国重
要制造业基地，拥有电子信息、汽车、装备
制造等优势产业集群，现代农业基础较好，
现代服务业等新兴产业蓬勃发展。我们愿
以总统阁下此次访问为契机，积极落实
2018年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成果，在“一

带一路”框架下深化双方交流合作，实现互
利共赢。

瓦斯愉快地回忆起 2004 年以比绍
市长身份访问重庆的情景。他说，非常
高兴再次到访重庆这座美丽城市。此次
访渝，感到重庆城乡面貌发生了巨大变
化，经济社会发展充满活力，对外开放势
头持续向好。几内亚比绍愿进一步加强与
重庆交流合作，拓展在农业、经贸、旅游、
人员往来等方面合作，不断提升双方合作
水平。

几内亚比绍有关人员，外交部和市有
关部门负责人参加会见。

陈敏尔会见几内亚比绍总统瓦斯

人才聚，则事业兴。
8月24日，在重庆举办的2018中国

国际智能产业博览会引人注目。期间，
27位“两院”院士、44位学界专家、407
位国内外企业高层齐聚一堂，为推动重
庆数字经济创新发展建言献策。这是重
庆人才智力汇聚、创新活力迸发的缩影。

去年7月中旬以来，全市深入贯彻
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人才工作重要指
示精神，坚持党管人才原则，不断深化人
才发展体制机制改革，统筹推进各类人
才队伍建设，努力以人才事业的兴旺，促
进重庆各项事业的高质量发展。

谋篇布局
绘就人才事业新蓝图

市委、市政府始终把人才工作放在
突出位置，把人才发展与经济社会发展
同研究、同部署。党的十九大召开后，
为贯彻落实科教兴国战略、人才强国战
略，市委、市政府制定出台《重庆市科教
兴市和人才强市行动计划（2018—2020
年）》，决定实施“万名高层次人才集聚”

“十万产业人才培养”“百万紧缺实用人
才开发”等10大行动、32个专项，着力
推动人才与发展有效匹配、教育与产业
紧密对接、科技与经济深度融合，绘就
了人才强市的蓝图。

全市上下以“近悦远来”为目标建设
人才强市，为加快建设内陆开放高地、山
清水秀美丽之地，为努力推动高质量发
展、创造高品质生活提供人才保障。

目前，全市人才资源总量达到
512.19万人。其中“两院”院士16名、国
家“千人计划”人选111名、“万人计划”
人选76名、“中华技能大奖”获得者10
名、全国技术能手158名、享受国务院特
殊津贴专家2588名，第44届世界技能
大赛取得1金2银4优胜的历年最好成
绩……人才队伍规模质量不断提升，人
才强市的宏伟蓝图正在展开。

筑巢引凤
搭建干事创业新平台

栽好梧桐树，引得凤凰来。一年
来，我市积极搭建优质创新创业平台，
让人才创业有机会、干事有平台、发展
有空间，形成集聚人才的强大“磁场”。

（下转2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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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分别会见塞舌尔总统富尔、贝宁总统
塔隆、几内亚总统孔戴、马拉维总统穆塔里卡、利
比里亚总统维阿、赞比亚总统伦古、莫桑比克总统
纽西、加蓬总统邦戈、科摩罗总统阿扎利

习近平同加纳总统阿库福-阿多举行会谈
两国元首一致同意不断赋予中加关系新的活力和内涵

习近平同埃及总统塞西举行会谈
两国元首一致同意携手推动中埃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在新时期得到更大发展

本报讯 （记者 杨艺）9月1日下午，中新南向通道（重庆）
物流发展有限公司与和记港口信托旗下的和记物流（香港）有限
公司在香港签署共建“南向通道”-港渝国际铁海联运大通道物
流合作框架协议。双方将融入“一带一路”发展，开展多领域全方
位合作，共同推动重庆与香港贸易和物流发展。现场，“渝港国际
铁海联运大通道香港国际货物集散中心”正式揭牌，这也是中新
互联互通项目南向通道在新加坡、越南设集散中心后的第三个国
际货物集散中心。

在合作框架协议下，双方将发挥各自在港口、物流及航运
的优势，共同开拓多元化服务，包括共建港渝国际铁海联运大
通道、建设香港国际货物集散中心、推动重庆内陆无水港建设、
推动港渝商贸物流合作及探索其他创新性业务合作等。

重庆是西部工业重镇，商贸及物流需求庞大。和记物流与

同属和记港口信托旗下的香港国际货柜码头、中远-国际货柜码
头及亚洲货柜码头，可为重庆提供一个面向全球的便捷出海口及
货物集散中心。双方通过重庆辐射内陆，通过香港国际航运枢纽
连接全球，从而有效降低企业的物流成本，推动形成陆海内外联
动、东西双向互济。

目前，重庆已形成贯穿东西、连接南北的铁公水空四位一
体的国际物流体系，并依托东西南三个方向的交通网络构建了

“Y”字形国际贸易大通道。2017年，重庆物流业增加值达到
1280亿元，同比增长11%，社会物流总费用占GDP比重为
15.9%，比上年降低0.2个百分点；完成货运量11.5亿吨，增长
6.9%。其中，果园港全年完成货物吞吐量6096万吨，增长
5.4%；完成集装箱吞吐量113万箱，增长16.8%，占全市港口集
装箱吞吐量的88%。

渝港将携手共建铁海联运大通道
中新互联互通项目南向通道第三个国际货物集散中心揭牌

本报讯 （记者 廖雪梅）重庆日报记者9月1日从民航局网站上
了解到，民航局、国家发改委日前联合发布《民航领域鼓励民间投资项
目清单》（简称《清单》）。《清单》涉及28个项目，包括重庆江南机场、香
港机场等11个已确定民间投资方项目和呼和浩特新机场等17个拟吸
引民间投资项目，预计项目总投资规模达1100亿元。这意味着，重庆
江南机场项目纳入国家发展“盘子”，其建设速度将进一步加快。

《清单》明确提出，为进一步拓宽民航投融资渠道、充分调动民间
投资民航领域的积极性，民航局、国家发改委联合组织民航领域从“补
短板、促改革、调结构”和充分激发市场活力角度重点选择了28个项
目，涵盖了运输机场建设、通用机场建设、货运物流、飞机维修、航空救
援等民航传统领域项目，以及无人机物流配送、无人机飞行校验等民
航新兴领域项目。

据了解，江南机场是重庆市枢纽通用机场，位于万盛城区以北约9
公里的金桥镇范家山台地，拟用地总规模1425亩，距重庆主城区直线
距离52公里。建成后，预计每年吞吐量可达5万人次。

重庆江南机场建设
纳入国家发展“盘子”
项目位于万盛经开区，建成后

每年吞吐量可达5万人次

首届智博会闭幕刚刚4天，荣昌区就
正式签订了两个与猪有关的大数据招商
引资项目：一是8月27日与新加坡睿畜
科技有限公司签订“智能耳标试点合作协
议”；二是8月28日与重庆琪金食品集团
有限公司签约，由该公司投资8亿元建设

“荣昌猪科技产业园”项目，计划3年内在
全国开设1000个荣昌猪肉专卖门店，此

外还有3个在智博会期间达成的智慧制
造项目正紧锣密鼓进行商业谈判。

“我们要趁热打铁抢抓机遇，过了这
个村就没有这家店，要把智博会的成果转
化为现实项目，加快荣昌实体经济与数字
经济融合发展步伐！”8月29日，荣昌区
委书记曹清尧在接受重庆日报记者采访
时表示，智博会是一次成功的展会，更是

重庆向高质量发展迈出的坚定步伐，荣昌
将切实按照习近平总书记贺信要求，扎实
推进产业数字化、数字产业化，走出实体
经济与数字经济深度融合的路子。

既是一次成果检验，也是
关键性第一步

在这届集国内外尖端技术、行业巨头

于一体的智博会上，荣昌区展台以其既
“高大上”又“接地气”的参展产品，赢得了
广泛关注。

智博会上，荣昌利用智能屏加实物的
方式，展示了国家生猪市场、国家生猪大
数据中心、ET农业大脑以及TY-M12L
智能农用无人机。其中，前三个部分共同
展示了大数据在生猪产业中的现实应用
及发展方向。智能屏上实时显示的交易
数据，引发了市民、客商的强烈兴趣。

“现在就连养猪都能实现数字化养殖
了!”“这个生猪市场是怎么交易的？”“这
个生猪市场是如何做到效益最大化
的？”……荣昌区展台前人头攒动，感叹
声、提问声不绝于耳。 （下转4版）

新项目助推实体经济与数字经济融合发展
——荣昌切实抓好智博会成果转化

本报记者 周雨

（据新华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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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1日，璧山区行政审批服务大厅，几位台胞在公安办证窗口前
登记申领中华人民共和国台湾居民居住证。现工作居住在璧山的台
胞邱正雄高兴地告诉记者：“有了居民居住证，可以办理五险一金、申
请贷款，乘坐高铁可使用互联网取票了，很方便！”

9月1日，《港澳台居民居住证申领发放办法》正式实施，我市各地
设立的受理点开始受理港澳台居民提交的申请。

记者 万难 摄

8 月 31 日，在位于江津
双福工业园区的重庆市中
科若木智能汽车研究院内，
技术人员正在研发复合材
料 制 造 的 轻 量 化 电 动 汽
车。该新型电动汽车利用
四轮轮毂电力驱动技术，降
低了电能的损耗。其底盘
和车身是国内同类四轮电
动车中最轻的，在同样的电
量下续驶里程更长。年内，
该纯电动汽车将完成样车
的测试。

记者 罗斌 摄

江津研制
最轻电动汽车

智汇八方 博采众长
以大数据智能化为引领推动创新驱动发展

台胞申领居住证

“广大居民鼓勇气，扫黑除恶要积极；举
报电话来写起，反映情况要实际……”

“村里土地要保护，乱搭乱建是违法，公
益建设齐来抓，扫除黑恶和村霸……”

近日，重庆日报记者在城口县社会治安
重点挂牌整治区——蓼子乡茶林村看到，扫
黑除恶宣传标语、宣传海报、自创顺口溜随
处可见。不管是骑摩托车进城的村民，或是
赶羊上山的农妇，都能随口说出几句扫黑除
恶顺口溜。村民对今年以来扫黑除恶成效
点赞不已。

据了解，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开展以来，
城口县始终把“相信群众、发动群众、依靠群
众”作为基本方略，注重在宣传和引导上下
功夫，在基层发动和治理上出实招，坚持依
法、有序、精准推进打击黑恶势力犯罪活动。

截至目前，城口县AB类重点整治地区刑
案同比分别下降91.67%和80%，全县重点挂
牌整治地区社会治安秩序明显改观。

安全感增强
夯实社会治理工作

挂牌整治区发案数降为零

茶林村是蓼子乡最偏远的村，由于受基
础条件限制，2016年至2017年，该村社会
治理成效不佳，相继发生两起盗窃案和一起
纵火案。 （下转4版）

“扫了黑除了恶，我们心里更踏实更安全！”
城口深入推进扫黑除恶，曾经重点挂牌整治区如今零发案

本报记者 黄乔

中央扫黑除恶第9督导组进驻
重庆期间（8月29日至9月28日），
受理涉黑涉恶问题方面的来信来电
举报。

举报电话：023-83090110（8：00-
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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