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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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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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 杨帆 张珺）9月 6
日，市委常委会召开会议，学习贯彻习近平
总书记在推进“一带一路”建设工作5周年
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听取智博会总
结情况及下步工作安排汇报，审议关于加
强和改进新时代人大工作的意见。

市委书记陈敏尔主持会议并讲话。市
委副书记、市长唐良智，市委常委出席会
议。市人大常委会、市政协党组主要负责
同志，市政府副市长，市检察院主要负责同
志列席会议。

会议指出，习近平总书记在推进“一带
一路”建设工作5周年座谈会上的重要讲
话，系统总结了5年来共建“一带一路”取得
的显著成就，科学分析了新形势新任务，对
推动共建“一带一路”建设走深走实提出了
明确要求。我们要认真学习贯彻总书记重
要讲话精神，深刻领会把握共建“一带一
路”的重大意义，进一步凝聚推进“一带一

路”建设的战略共识，更好做到从全局谋划
一域、以一域服务全局。要与时俱进深化
对重庆在共建“一带一路”中地位作用的认
识，立足西部大开发重要战略支点、“一带
一路”和长江经济带联结点定位，全面提升
开放发展水平，为形成陆海内外联动、东西
双向互济的开放新格局作出贡献。要坚持
在“一带一路”框架下推进内陆开放高地建
设，加强系统研究，搞好顶层设计，把握具
体落点，在项目建设、开拓市场、人文交流
等方面下功夫，努力在西部内陆地区带头
开放、带动开放。要全力打造中新互联互
通项目南向通道，优化运营平台，完善物流
体系，提升开放口岸，提高互联互通水平，
加快建设内陆国际物流枢纽和口岸高地，
将“一带”和“一路”紧密连接起来，发挥重
庆在国家区域发展和对外开放格局中独特
而重要的作用。要加强组织领导，完善体
制机制，积极主动对接，营造良好氛围，促

进项目化、事项化落实，推动共建“一带一
路”走深走实。

会议指出，在全市上下共同努力下，在
各方面积极参与下，首届智博会智汇八方、
博采众长，碰撞了智慧的火花，奉献了智慧
的盛宴，达到了预期效果，实现了预期目
标。首届智博会取得圆满成功，最根本的
是得益于习近平总书记、党中央的亲切关
怀、大力支持。办会是为了办事。全市上
下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致首届智
博会贺信精神，把本届智博会成果转化运
用好，把明年智博会策划筹备好，让“智慧
树”在重庆落地生根、开花结果。要大力推
动大数据智能化创新发展，分行业分领域
抓好精准指导，排出时间表、明确责任人，
落实到项目、落实到企业，用智能化为经济
赋能、为生活添彩，努力实现“两地”“两高”
美好愿景。要坚持把智能制造作为产业发
展主攻方向，把智慧城市作为应用服务主

要抓手，大力发展智能产业，推进传统产业
改造升级，积极发展智慧交通、智慧教育、
智慧医疗、智慧旅游、智慧养老等，让人民
共建共享智慧生活。

会议强调，人大工作是党和国家工作的
重要组成部分。要学懂弄通做实总书记关
于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重要论述，把党的领
导贯穿人大工作全过程和各方面，坚持正确
政治方向，树牢“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
信”，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坚决落实市委提
出的“三个确保”的政治承诺。坚持围绕中
心、服务大局，大力推进地方立法，加强和改
进监督工作，做好讨论和决定重大事项和选
举任免工作，充分发挥代表作用，加强人大
自身建设，推动新时代人大工作有新气象新
作为。各级党委要全面加强对人大工作的
领导，支持人大工作和建设，努力为人大及
其常委会依法履职创造良好条件。

市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列席会议。

市委常委会召开会议

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推进“一带一路”
建设工作5周年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

陈敏尔主持并讲话

分别会见中非总统图瓦德
拉、乌干达总统穆塞韦尼、冈比
亚总统巴罗、多哥总统福雷、佛
得角总理席尔瓦、莱索托首相塔
巴内、坦桑尼亚总理马贾利瓦、
刚果民主共和国总理奇巴拉、布
隆迪第二副总统布托雷

习近平分晤参加中非
合作论坛北京峰会嘉宾

（据新华社）

文博会今日开幕
最炫“文化+科技”等你来体验

人脸识别是大数据和人工智能的典型
应用。但是你知道吗，这样的技术在商业
应用之前，花在基础研究上的时间可能长
达数十年。

基础研究从根本上决定一个企业的可
持续发展能力，但由于耗时长，并且投入巨
大，国内愿意做的企业并不多。

不过就在几天前，国内智能物联网行
业独角兽企业重庆特斯联，与新加坡大学
合作，成立人工智能联合实验室，将通过基
础研究储备前沿技术，然后根据市场需求
择优进行应用开发。

而特斯联舍得花钱去做基础研究，与
刚刚在渝闭幕的首届智博会有关。

“智博会永久落户重庆，意味着重庆将
成为全国大数据和人工智能产业的高地，
各路企业会纷至沓来，竞争激烈。如果我
们不抢先储备技术，就很难在行业里保持
优势地位。”重庆特斯联总经理刘丰说。

走出去寻求智能产业商机
赴新加坡揽获 11 个合作

项目，涉及金额34亿元

特斯联是与新加坡展开智能产业合作
的渝企之一。8月28日，首届智博会闭幕
第三天，重庆组团赴新加坡参加“慧眼中国
环球论坛”2018特别年会。和特斯联一样，
受智博会的启发和触动，这批赴新加坡参
会的重庆企业，大部分都在新加坡找到合
作伙伴，开展大数据智能化技术研发和应
用的“引进来”和“走出去”。重庆和新加坡
共签约11个项目，涉及金额约34亿元人民
币，涵盖信息通信、医疗养老、金融服务、旅
游等多个领域。

其中，中新（重庆）跨境支付业务合作

项目，将由重庆第三方支付机构易极付公
司在新加坡设立分支机构，申请汇款牌照
并开展支付业务，实现重庆企业获取新加
坡金融牌照“零”的突破。公司成立后，将
与重庆猪八戒网新加坡公司开展业务合
作，解决ZomWork网站跨境支付问题。

中新（重庆）智慧旅游服务平台，将由
重庆仁义在线旅游产业服务有限公司与新
加坡浮游科技有限公司共同组建合资公
司，负责研发并运营全域旅游综合服务平
台，推动新加坡和重庆旅游云互联互通。

在信息通信领域，市经信委与新加坡资
讯通信媒体发展局、新加坡企业发展局签署
合作备忘录，共同大力推动中新国际数据通
道、物联网顶层规划、智慧城市建设等项目；
中新示范项目管理局、两江新区管委会与新
加坡资讯通信媒体发展局共同支持成立“中
新互联互通项目中小科技企业创新中心”，
分别在重庆与新加坡落地，服务两地中小科
技企业发展。 （下转4版）

把智博会成果转化运用好
——重庆努力推动大数据智能化创新发展

本报记者 吴刚

本报讯 (记者 杨铌紫 实习生 郑明鸿)9月5日至6日,乍得
总统代比一行来渝访问,了解近年来重庆经济社会发展成就。

代比在出席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后到访重庆。6日上午,代比
一行首先来到位于渝中区的重庆市规划展览馆,参观了殷殷嘱托亲切
关怀厅、政治生态建设厅、立足“两点”定位厅、紧扣“两地”目标厅、实
现“两高”目标厅和主模型厅,观看了“行千里,致广大”重庆宣传片,了
解重庆的历史文化发展和政治生态建设情况。

随后,代比一行来到重庆海扶医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公司董事
长王智彪介绍了该公司自主研发的高强度聚焦超声技术,并展示该技
术如何治疗肿瘤等疾病。代比对这一技术产生了浓厚兴趣。据了解,
非洲育龄女性中,子宫肌瘤、子宫腺肌症高发。现场工作人员称,利用
高强度聚焦超声肿瘤系统,不开刀、不流血,在体外就能治疗子宫肌瘤
等疾病。

听完介绍后,代比表示,希望能尽快将这一技术引入乍得。当得
知这个中国拥有完全自主知识产权且世界领先的治疗系统可在短时
间内引入乍得时,代比称,该技术可落户在乍得中乍友谊医院,提升该
国人民身体素质。

最后,代比一行走进力帆集团蔡家总部,参观了该集团的摩托车
生产流水线,听取了工作人员关于车型的动力性能介绍。参观过程
中,代比不时停下脚步,细致观看组装工人作业,并与他们亲切交谈。

乍得总统代比
来渝访问

希望为乍得引入重庆先进医疗技术

本报讯 （记者 陈国栋）9月6日，市
长唐良智主持召开市政府第23次常务会
议，就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在推进“一带
一路”建设工作5周年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
精神作出安排部署。

会议强调，要迅速把思想和行动统一
到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上来，按照
市委常委会会议精神和陈敏尔书记要求，
提高政治站位，把握战略定位，坚持从全局
谋划一域、以一域服务全局，加快内陆开放
高地建设，推动共建“一带一路”走深走实，
更好发挥重庆在国家区域发展和对外开放
格局中独特而重要的作用。要深化与沿线

国家和地区交流合作，引导本地企业走出
去，重点开展基础设施建设和产能合作，深
化教育、科技、文化、体育、旅游等领域交
流，形成更多可视性成果。要加快形成支
持共建“一带一路”的政策体系，在项目建
设、开拓市场、金融保障等方面下功夫，统

筹中欧班列（重庆）和中新互联互通项目南
向通道建设，推动“一带”和“一路”在重庆
有机衔接。要尽快细化实化贯彻落实措
施，层层分解任务，清单化、项目化推进，全
力将中央决策部署不折不扣落实到位。

会议就贯彻落实国务院西部地区开发

领导小组会议精神作出部署。会议强调，
要深刻领会会议精神实质，准确把握国家
推进西部地区开发的目标任务和要求。要
主动融入国家战略，突出重点补短板扩内
需增后劲，加快谋划推进一批符合国家规
划的重大工程项目建设。要进一步深化

“放管服”改革，切实降低制度性交易成本，
着力解决阻碍企业发展、群众办事难等突
出问题，营造高效透明的政务环境、公平公
正的法治环境、平等竞争的市场环境、安商
亲商的社会环境。

会议还研究了智博会任务分解、服务贸
易创新发展、全民健身、民用航空等工作。

市政府召开第23次常务会议
唐良智主持

本报讯 中共重庆市委常委会近日研究决定，中国共产党重庆市
第五届委员会第五次全体会议将于2018年9月7日召开。

会议的主题是，全面贯彻党的十九大和十九届三中全会精神，深
学笃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部署我市机构改革
工作，审议通过《重庆市机构改革方案（讨论稿）》。

中共重庆市委五届五次全会
9月7日召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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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6日，在长寿区第一实验小
学古镇校区“传文明、习文化、知礼
仪”秋期开学典礼上，一年级小学生
走过哥哥姐姐们搭起的彩虹通道，
开启快乐的小学生活。

在延迟3天后，我市各中小学于
当天顺利开学，并举行了丰富多彩
的开学典礼。

通讯员 张异 摄
（相关报道见25版）

重庆：五届市委第二轮
巡视反馈情况通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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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学第一课

传文明
习文化
知礼仪

重庆考古专家破解化石“密码”

8万年前重庆或是热带气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