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穿着“重庆印象”主题外衣的轨道2号线列车正快速行驶着。 记者 罗斌 摄

本报讯 （记者 杨永芹）9月19日，
来自重庆轨道集团消息称，围绕“行千里、
致广大”主题设计的轨道交通2号线、3号线
多辆主题列车已陆续上线，身披“彩衣”的单
轨列车，将成为城市一道新的流动风景线。

据了解，为充分挖掘重庆自然风光、民
俗风情、特色风物、人文风韵和城乡风貌的
特色，重庆交通开投集团和轨道集团，征集
了32套车身创意设计美化方案，并从中选
取了6个主题。

目前，已上线的6大主题列车分别是

“动感列车”“乡愁”“重庆宝贝”“阡陌交通”
“重庆言子”“重庆印象”。

其中，“动感”主题专列，以蓝色马赛克
为背景，用点状、几何图形拼接而成的“大
剧院”“千厮门大桥”“江北嘴金融中心”等
重庆地标建筑融入其中。

“乡愁”主题专列，以线描和淡彩的形
式，将三峡、夔门、吊脚楼、远山、两江、渔
船、飞鸟等重庆地貌风景元素与人文情怀
相结合，勾勒出一幅父母思念游子、游子思
乡寄情的画面。

“重庆宝贝”主题专列，将川江号子、荣
昌夏布、涪陵榨菜、合川桃片、荣昌折扇、巫
山红叶等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通过
传统线描和现代扁平化设计的形式相结合
呈现。

“阡陌交通”主题专列，以“便捷快速
的交通”为主题，将具有重庆特色的交通工
具——轨道交通、索道、轮船等通过插画的
形式呈现，既展现出最具重庆特色的交通
文化，同时也向社会大众传递了重庆之美。

“重庆言子”主题专列，将最能体现重

庆民俗风情的“言子”与特色人物相结合，
贯穿整个车身，让行走在城市中的轨道交
通列车充分发挥城市文化窗口作用，向社
会大众展示“重庆范儿”。

“重庆印象”主题专列，以游客眼中重
庆生活的一天为出发点，通过南川金佛山、
大剧院、洪崖洞等以剪影的形式呈现，展示
出重庆独特景观和人文风韵。

据介绍，重庆轨道集团将持续增加城市
文化主题列车上线数量，进一步提升城市品
质，打造独特的山地都市旅游国际品牌。

“行千里、致广大”主题设计轨道列车上线
2号线3号线列车穿上“重庆言子”“重庆印象”等六大主题“彩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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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强报刊

新华社北京9月19日电 2018年国际
和平日纪念活动19日在江苏省南京市举
行。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向
纪念活动致贺信。

习近平表示，值此 2018 年国际和平
日纪念活动举办之际，我谨代表中国共产
党、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并以我个人的
名义，向纪念活动的举办致以热烈的祝

贺！向出席纪念活动的各国嘉宾、民间和
平组织、安全智库代表和各界人士表示诚
挚的欢迎。

习近平指出，和平始终是人类社会
的普遍期待与殷切向往。当今世界，和
平与发展已成为时代主题，但各国面临
的安全威胁日益复杂，战争威胁始终挥
之不去。中华民族热爱和平，中国人民

深知和平之可贵，中国坚定不移走和平
发展道路，永远是世界和平的建设者、
全球发展的贡献者、国际秩序的维护
者。

习近平强调，国际和平日纪念活动设
立以来，致力于传播和平理念、维护世界和
平，已成为各方加强安全治理合作、凝聚国
际和平力量的重要平台。今年的纪念活动

以“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携手建设持
久和平、普遍安全的世界”为主题，契合国
际和平日设立宗旨，符合世界各国及各国
人民根本利益。希望大家集思广益、凝聚
共识、汇聚力量，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
体、建设更加美好的世界发挥积极作用。
预祝2018年国际和平日纪念活动取得圆满
成功。

习近平向2018年国际和平日纪念活动致贺信
希望大家集思广益、凝聚共识、汇聚力量，为推动构建人类

命运共同体、建设更加美好的世界发挥积极作用

习近平会见巴基斯坦陆军参谋长巴杰瓦 （据新华社）

标题新闻

本报讯 （记者 周尤）为确保党员干部廉洁过节，市纪委敲响
节前警钟。9月19日，市纪委通报了4起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问
题。

1、沙坪坝区司法局违规发放津补贴问题。2013年至2016年，时
任沙坪坝区司法局党组书记、局长苏君擅自决定虚列支出、套取资金，
以过节补贴、考务费、慰问费等名义，违规发放津补贴共计52.15万
元。2018年6月，苏君受到党内严重警告处分和免职处理，违纪款项
已收缴。

2、黔江区安全生产监察执法支队副支队长陈川滇公款旅游问
题。2015年6月，时任原黔江区煤炭工业管理局副局长陈川滇私自篡
改培训通知的时间和地点，以培训为名到长春、哈尔滨等地旅游，并公
款报销旅游费用共计4013元。因有从重处分情形（2001年11月受到
留党察看两年、行政撤职处分），2018年7月，陈川滇受到党内严重警
告处分，违纪款项已收缴。

3、石柱县临溪镇党委宣传委员、统战委员向世平违规公款吃喝问
题。2014年10月至2015年10月，向世平在负责过境公路建设征地
和房屋拆迁工作期间，组织并参加违规公款吃喝83次，共计花费
5.4033万元。2018年6月，向世平受到党内严重警告处分，违纪款项
已清退。

4、奉节县康坪乡民政办公室主任陈振宁违规收受礼金问题。
2018年2月，陈振宁为家人操办婚事时，违规收受管理服务对象礼金
共计2.85万元，其中包括特困户、低保户和贫困户。2018年6月，陈振
宁受到党内警告处分，违纪款项已清退。

节前敲警钟

市纪委通报 4起违反
中央八项规定精神问题

本报讯 （记者 杨艺）9月20日至24
日，第十七届中国西部国际博览会（以下简
称西博会）在四川省成都市举行。应四川
省和西博会组委会邀请，重庆市担任本届
西博会轮值主席单位，组织代表团参展参
会，主要展示重庆开放平台发展情况、内陆
开放高地建设成就，大数据、智能制造优势
企业及产品，以及山清水秀的自然旅游资
源等内容。

西博会亮点多
预计将吸引逾6万人参会

本届西博会以“中国新时代·西部新作

为”为主题，展览总面积约26万平方米，预
计将吸引境内外嘉宾客商逾6万人参会，其
中境外嘉宾客商逾2万人。

西博会期间，将举行主体活动 10
项、“一带一路”系列活动8项、主宾国系
列活动 11项、专项活动 20项等。其中，
主体活动包括：第十七届西博会开幕式

暨第九届中国西部国际合作论坛、第十
届中国西部投资说明会暨经济合作项目
签约仪式、第十一届中国西部国际采购
商大会等。

与往届相比，本届西博会呈现以下亮
点：一是首次实行“一城双展”，即分别在中
国西部国际博览城国际展览展示中心和成

都世纪城新国际会展中心设展。
二是参会参展国家（地区）总数和国家

馆数量超过历届。据统计，80个国家和地
区、国内29个省（区、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
团、超过100家世界500强企业及知名企业
将参展，参加企业达6000余家。

（下转2版）

第十七届西博会今日启幕
重庆任轮值主席单位，开放智能美丽亮点纷呈

新华社银川 9 月 19 日电 （记者 邹伟 荣启涵）19日上
午，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中央代表团团长汪洋
率中央代表团出席向宁夏回族自治区赠送纪念品仪式。中央代
表团向宁夏赠送了习近平总书记题词贺匾、《美丽宁夏》珐琅器

等纪念品。
贺匾庄重大气、意蕴隽永。习近平总书记“建设美丽新宁

夏 共圆伟大中国梦”的题词位于正中。
（下转2版）

习近平为宁夏回族自治区成立六十周年题词

建设美丽新宁夏 共圆伟大中国梦

本报讯 （首席记者 陈钧 实习
生 唐璨）重庆日报记者9月19日获悉，日
前，工信部发布了2018年人工智能与实体
经济深度融合创新项目名单，在全国106家
入选企业中，云从科技、长安汽车、金山科
技、重庆机床等四家重庆企业榜上有名。

重庆日报记者从两江新区了解到，该区
企业云从科技的入选项目为“基于自研Soc
芯片的高准确度人脸识别产业化应用”。

云从科技联合创始人姚志强介绍，此
次入选项目主要打造的是面向终端设备的
人脸识别标准模块，通过AI芯片让更多终
端设备标准化、智能化。同时，云从科技

“人工智能基础资源公共服务平台”可在云
端发挥最大化支撑作用，覆盖大量应用场
景，支持众多行业客户。

记者了解到，今年1月，国家发改委确
定云从科技和公安部旗下的“北京中盾”承
担国家“人工智能”重大工程——“高准确
度人脸识别系统产业化及应用项目”建设

任务。此次云从科技的入选项目正是“高
准确度人脸识别系统产业化及应用项目”
的延伸和配套。

姚志强称，作为计算机视觉领域的代
表企业之一，云从科技会向芯片产业上游
靠拢，使得芯片在设计时就能适配行业要
求，解决目前中国IC设计与最终用户隔离
的现状，提升出货量。

对于是否会在近期推出自研AI芯片，
姚志强表示，芯片是一个系统工程，云从科
技将基于自身优势自研其中的核心组件。

据了解，2015年成立的云从科技，作为

人工智能市场的后来者，在计算机视觉领
域不断突破，一直备受各方关注。今年3
月，云从科技打破三项世界纪录，让跨镜追
踪（ReID）在准确率上首次达到商用水平，
让计算机视觉由“认脸”进化到“识人”。6
月，云从科技更是作为中国唯一的内资企
业代表入选世界十大人工智能初创公司名
单，保持着行业的领先地位。根据最新的
《全球人脸识别设备市场研究报告2018》行
业报告，云从科技以超过12%的市场占有
率排名第一。

据悉，2018年下半年，云从科技基于国

家项目布局良久的“视觉+大数据”平台战
略会逐渐浮出水面，通过该战略，云从科技
将逐渐在银行、安防、民航、商业等领域占
据龙头地位。

除云从科技外，重庆还有三家企业入
选工信部2018年人工智能与实体经济深度
融合创新项目，分别是：重庆长安汽车的自
动驾驶关键技术研究与产业化应用；重庆
金山科技的消化内镜医学影像人工智能辅
助诊断技术及创新型电子内镜的研发与应
用；重庆机床集团的基于人工智能的滚齿
机床研发与应用。

工信部发布2018年人工智能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创新项目名单

四家渝企榜上有名云从科技 长安汽车
金山科技 重庆机床

习近平主席夫妇看望柬埔寨国王西哈莫尼和太后莫尼列

本报讯 （记者 龙丹
梅）重庆日报记者 9月 19
日从市河长办获悉，自我
市全面实行河长制以来，
截至目前，全市设置市、区
县、乡镇、村（社区）四级河
长共17550名，已实现“一
河一长”全覆盖。各级河
长切实履行巡河职责，已

累计巡河33万余次，平均每天巡河1600人次。
市河长办相关负责人介绍，巡河是河长履行工作职责的主要方

式，自我市全面推行河长制以来，各级河长认真履职、切实担当起了巡
河职责。涪陵开展“集中巡河周”活动，由四大班子带头巡河，并发布

“河长作战图”，明确每条河流的整改措施和时限，逐一解决销号；北碚
区组织嘉陵江沿线镇街河长每两个月一次乘船集中巡河，“联手”解决
河道顽疾……截至目前，全市各级河长已累计巡河33万余次，日均巡
河1600人次。

河流水系相通，具有跨区域的特点。过去，跨区域河流缺乏上
下联动、协调配合机制，河道管理难度较大。河长制实施后，我市
在跨省、跨区县联动上下功夫，取得管河治水新成效。据了解，重
庆与四川签订了跨省界河流联防联控协议，双方约定通过建立联
络员、联席会议、信息共享、协同管理、环境污染联防联控、联合巡
查和流域生态环境事故协商处置等制度来打破壁垒，共管河流。
各区县、乡镇也分别与市内外邻近行政单元形成联防联治机制，并
取得明显成效。

此外，河长制实施以来，我市环保、水利等市级责任单位围绕“水
脏”“水浑”问题，统筹开展了入河排污口专项核查、黑臭水体整治、非
法采砂打击等20余项专项行动。环保、交通、海事、港航等部门联合完
成主城区26艘非法经营餐饮船舶拆解退市；水利、高法、检察、公安、航
道、海事联合打击非法采砂，立案65起、破案38起，17人被追究刑事
责任。

全市四级河长共17550名
平均每天巡河1600人次

中秋佳节重庆多家文化场馆活动丰富多彩

文化盛宴请你来品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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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津“黑家军”覆灭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