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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强报刊

新华社珠海10月23日电 （记者 霍小光 张晓松 周强）
一桥连三地，天堑变通途。港珠澳大桥开通仪式23日上午在广
东省珠海市举行。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
近平出席仪式，宣布大桥正式开通并巡览大桥，代表党中央向参
与大桥设计、建设、管理的广大人员表示衷心的感谢、致以诚挚的
问候。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韩正出席仪式并致辞。
港珠澳大桥跨越伶仃洋，东接香港特别行政区，西接广东省

珠海市和澳门特别行政区，总长约55公里，是“一国两制”下粤港
澳三地首次合作共建的超大型跨海交通工程。大桥开通对推进
粤港澳大湾区建设具有重大意义。

开通仪式在珠海口岸旅检大楼出境大厅举行。9时30分，
伴随着欢快的迎宾曲，习近平等步入仪式现场，全场起立鼓掌。

在观看了反映大桥建设情况视频后，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
广东省委书记李希，香港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林郑月娥，澳门特
别行政区行政长官崔世安和韩正先后致辞。

10时许，习近平走上主席台，宣布：“港珠澳大桥正式开通！”
全场响起热烈掌声。

开通仪式结束后，习近平等乘车从珠海口岸旅检大楼出发巡
览港珠澳大桥。伶仃洋上，云开日出、烟波浩渺，海天一色、清风
徐来，港珠澳大桥如同一条巨龙飞腾在湛蓝的大海之上。

东人工岛位于港珠澳大桥水上桥梁和水下隧道的衔接部分，
是大桥建设中的关键节点工程。习近平等乘车来到这里，登上西
侧平台眺望大桥，结合图片、模型详细了解大桥建设情况，并会见
了大桥管理和施工等方面的代表，同他们一一握手、亲切交谈。他
指出，港珠澳大桥是国家工程、国之重器。你们参与了大桥的设
计、建设、运维，发挥聪明才智，克服了许多世界级难题，集成了世
界上最先进的管理技术和经验，保质保量完成了任务，我为你们的
成就感到自豪，希望你们重整行装再出发，继续攀登新的高峰。

习近平强调，港珠澳大桥的建设创下多项世界之最，非常了
不起，体现了一个国家逢山开路、遇水架桥的奋斗精神，体现了我
国综合国力、自主创新能力，体现了勇创世界一流的民族志气。
这是一座圆梦桥、同心桥、自信桥、复兴桥。大桥建成通车，进一
步坚定了我们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
自信、文化自信，充分说明社会主义是干出来的，新时代也是干出
来的！ （下转3版）

习近平出席开通仪式并宣布

港珠澳大桥正式开通
韩正出席仪式并致辞

本报讯 （记者 杨帆 张珺）10月
23日，市委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召开第一
次会议。市委书记、市委全面深化改革委
员会主任陈敏尔主持会议并讲话。他强
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
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第四次会议上的重要
讲话精神，对标对表中央决策部署，以钉钉
子精神抓好改革落实，不断提升改革精准
度，增强群众获得感。

市委副书记、市长、市委全面深化改革
委员会副主任唐良智，市委副书记、市委全
面深化改革委员会副主任任学锋，市委全
面深化改革委员会委员出席会议。

会议传达学习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员
会第四次会议精神，审议贯彻落实党的十
九大报告重要改革举措实施规划、中央改
革办改革督察报告所提问题及建议整改落
实方案、实施“全渝通办”推进审批服务便
民化工作方案。

会议指出，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全面
深化改革委员会第四次会议上的重要讲

话，为推进全面深化改革各项工作提供了
根本遵循。改革进行到今天，抓改革、抓落
实的有利条件越来越多，改革的思想基础、
实践基础、制度基础、民心基础更加坚实。
我们要深刻领会、全面贯彻总书记的重要
讲话精神，紧扣中央改革决策部署，增强战
略谋划力和战术执行力，既运筹帷幄、又冲
锋陷阵，以抓铁有痕、踏石留印的劲头，把
改革任务落实到位。要坚持奔着问题去、
跟着问题走、盯着问题改，把改革重点放到
解决实际问题上，着力解决事关战略全局、
事关长远发展、事关人民福祉的紧要问
题。要以严明的纪律确保改革扎实推进，
把讲政治的要求贯穿到全面深化改革各方
面，体现到制定政策、部署任务、推进落实
全过程。

会议强调，要把贯彻落实党中央改革
决策部署作为重要政治任务抓紧抓实抓
好。我市结合实际编制贯彻落实党的十九
大报告重要改革举措实施规划，明确了推
进改革的目标任务、实施路径、完成时限。

这是今后一个时期全市上下抓改革的路线
图和任务书。各级各部门要履行改革责
任，注重加强统筹，倒排工期、压茬推进，抓
好项目化落实。注重跟踪督察，既要督察
实施规划总体完成情况，也要督察重点改
革进展情况。注重完善机制，鼓励基层大
胆探索，尽快形成一批改革成果。

会议强调，要对标对表抓好中央改革
办督察报告整改落实，进一步营造良好政
治生态，增强“四个意识”，坚决做到“两个
维护”，坚决肃清孙政才恶劣影响和薄熙
来、王立军流毒。进一步提高改革站位，自
觉服从服务改革大局，共同把全面深化改
革事业推向前进。进一步增进改革协同，
抓好改革方案协同、改革落实协同、改革效
果协同，确保上下对表、左右协同、步调一
致。进一步加强宣传引导，总结改革经验，
推广先进典型，为全面深化改革凝聚正能
量、营造好氛围。进一步强化督责问效，推
动中央改革部署和市委改革安排高标准落
地见效。

会议指出，实施“全渝通办”是重塑政
府和市场关系、刀刃向内的自我革命，事关
营造良好营商环境，事关人民群众切身利
益。要抓住机构改革契机，加大转变政府
职能和“放管服”改革力度，全面推行审批
服务“马上办、网上办、就近办、一次办”。
加强部门协同联动，强化工作统筹和责任
落实，以实实在在的举措抓好这项改革。
充分利用大数据智能化手段，推动政府治
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人民满意
的服务型政府。

会议还审议了地方立法中涉及重大利
益调整论证咨询工作规范、关于争议较大
的重要地方立法事项引入第三方评估的工
作规范、市委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有关工
作规则、市公安改革攻坚行动方案、市健全
统一司法鉴定管理体制实施方案、市船检
机构体制改革实施方案、深化市团校改革
发展方案、五届市委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
组第八次会议精神贯彻落实情况报告。

市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列席会议。

陈敏尔主持召开市委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第一次会议强调

对标对表中央决策部署
以钉钉子精神抓好改革落实

唐良智出席

新华社北京10月23日电 10月23日，中共中央总书记、
国家主席习近平向越共中央总书记阮富仲当选国家主席致贺
电。

习近平在贺电中指出，中越互为友好邻邦和重要伙伴，传
统友谊源远流长。去年以来，我同你时隔两年再度实现互访，
就新形势下推进两党两国关系达成一系列重要共识。两国关

系持续向好发展，双方治党治国经验交流日益密切，各领域务
实合作不断深化，给两国人民带来了实实在在的利益。我高
度重视发展中越关系，愿同你一道，在“十六字”方针和“四好”
精神指引下，以中越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建立10周年为契
机，加强对双边关系的政治引领，推动两国全面战略合作不断
迈上新台阶。

习近平向越共中央总书记
阮富仲当选国家主席致贺电

报名截止日期：11月22日

报名方式：扫描二维码报名

咨询电话：17783700117（余老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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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 罗静雯）10月23日，
重庆市与瑞典西哥特兰省在市外事大楼
签署了建立友好合作关系谅解备忘录。
市委副书记、市长唐良智会见瑞典西哥
特兰省省督安德士·丹尼尔森并共同签
约。

唐良智代表市委、市政府，代表陈敏尔
书记，对丹尼尔森一行表示欢迎。唐良智
说，当前，重庆正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主席
对重庆的重要指示精神，发挥中国西部大
开发的重要战略支点、“一带一路”和长江
经济带的联结点作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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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与西哥特兰

省都是本国重要的汽车制造基地和港口城
市，有着良好的合作基础。希望双方以建
立友好合作关系为契机，推动全方位合作，
加强产业对接和人文交流，夯实地方友好
基础，携手共创美好未来。

丹尼尔森表示，重庆山水秀美，人文
厚重，经济社会发展势头强劲。西哥特
兰省很高兴与重庆建立友好合作关系，

愿进一步深化双方的交流合作，拓展合
作领域，提高合作层次，互学互鉴、互利
共赢。

根据签署的备忘录，双方将进一步推
动双边关系，加强两地友好与合作，共同支
持和促进两地全方位互利友好合作关系的
发展。双方将共同努力，为加深了解、增进
互信、扩大共识和推动发展构建有效的合

作机制。双方将积极开展人员互访，组织
考察访问、开展交流活动，推动两地相关部
门和企业在投资、贸易、物流、机械制造、智
能科技、文化、教育和旅游等方面的交流合
作。双方同意研究制定两地年度交流计划
并推动实施，在两地友好关系全面发展的
同时，共同促进重庆市与西哥特兰省缔结
友好市省关系。

重庆市与瑞典西哥特兰省签署建立友好合作关系备忘录
唐良智会见瑞典西哥特兰省省督丹尼尔森并签约

本报讯 （记者 余虎）随着重庆公益事
业蓬勃发展，涌现出大批爱心企业、公益组织
和个人，有力支持了我市经济社会发展。为
激励先进，鼓励全社会积极参与公益事业，
作为社会公益事业的记录者、推动者和社会
责任的实践者、参与者，重庆日报发起并联
合社会各界，共同举办以“为公益赋能，为爱
心张榜”为主题的重庆日报2018年度公益盛
典评选活动。即日起，2018年度“十大公益
人物”和“十大公益项目”评选将正式接受社

会各界推选报名。这标志着重庆日报
2018年度公益盛典评选活动正式启动。

凡积极参与重庆公益事业的个人和
2018年度在重庆实施的公益项目均可报名
参评，所有符合参评条件的个人和项目均

需在网上进行公示，并接受网络公众投票。
专家评审团将根据评选标准及网络公

众投票情况，评选产生2018年度“十大公
益人物”和“十大公益项目”。评选结果公
示后，将举办颁奖典礼为获奖者颁奖并颁

发相关证书。
本次评选活动由市委宣传部、市文明办、

市民政局指导，由市总工会、团市委、市妇联、
市残联、市红十字会、市慈善总会、重庆日报
共同主办。活动由市福彩中心爱心支持。

重庆日报2018年度公益盛典评选活动启动

“十大公益人物”“十大公益项目”邀你推选

10月23日上午，港珠澳大桥开通仪式在广东省珠海市举行。中共中央总书记、国
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出席仪式，宣布大桥正式开通并巡览大桥。

新华社记者 鞠鹏 摄

10月23日上午，港珠澳大桥开通仪式在广东省珠海市举行。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
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出席仪式，宣布大桥正式开通并巡览大桥。这是习近平在港珠
澳大桥东人工岛察看大桥全貌。 新华社记者 鞠鹏 摄

一 桥 越 沧 海
——写在港珠澳大桥开通之际

本报讯 （记者 周雨）10月23日，
第八届中国畜牧科技论坛在重庆市荣
昌区开幕。论坛以“乡村振兴与畜牧业
高质量发展”为主题，旨在传递当今世
界畜牧科技前沿先进经验，借助大数
据、智能化力量，为现代畜牧业赋能，为
乡村振兴添彩。

尼泊尔副总统南达·巴哈杜尔·普
恩、世界家禽学会主席杨宁及动物环境
与福利国际研究中心、美国蛋鸡协会、
法国养猪研究院等机构向论坛发来贺
信。全国政协常委、九三学社中央副主
席赖明出席论坛开幕式。

中国畜牧兽医学会理事长、中国
科学院黄路生院士，中国科学院孟安
明院士、舒红兵院士，中国工程院向仲
怀院士、夏咸柱院士、陈焕春院士、李
德发院士、印遇龙院士、金宁一院士、
赵春江院士，欧洲动物科学与畜牧农
业委员会副主席迈克尔·李等11名国
内外院士专家到会并作演讲。

这次论坛在九三学社中央、科技
部、中国科协、重庆市人民政府支持下，
由中国畜牧兽医学会、北京大北农科技
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主办。论坛立足国
际性论坛定位，顺应新一轮技术革命和
产业变革趋势，共设置乡村振兴与畜牧
业高质量发展高层论坛、大数据与智慧
畜牧高峰论坛、农牧高新产业发展专业
论坛、国家高新区暨国家现代畜牧业示
范核心区建设研讨会、畜牧科技成果展
等主题活动近20项。

荣昌自2004年成功举办首届中国
畜牧科技论坛后，便成为中国畜牧科技
论坛的定点举办地。至今，荣昌已将该
论坛打造成为我国具有广泛影响力的
现代畜牧科技信息交流、成果转化和经
济合作发展的重要平台。论坛也为荣
昌发展集聚了一大批项目、资金、技术
和人才，大幅提高了荣昌畜牧科技创新
能力和畜牧产业影响力。

市领导刘学普、屈谦、陈贵云出席
论坛开幕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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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整改城市管理问题见成效

“马路办公”马上办
群众竖起大拇指

——重庆“万企
帮万村”创新做法精
准扶贫

偏远山村的土货
为啥突然供不应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