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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 戴娟 申晓佳）5月
14日，2019中国云计算和物联网大会在重
庆国际会议展览中心开幕。大会主题为“云
物智联·引领数字经济新发展”。包括诺贝
尔物理学奖得主布赖恩·大卫·约瑟夫森
(Brian David Josephson)在内的百余名海
内外院士、专家、学者和企业代表应邀出席，
分享精彩观点。

十二届全国政协副主席、国家电子政务

专家委员会主任王钦敏出席开幕式并致辞。
王钦敏在致辞中说，当前，以物联网、云

计算、人工智能等为代表的新一代信息技术
正蓬勃兴起，为经济社会发展注入新动能，并
深刻改变着人们的生产生活方式。“万物互
联、云物融合”的时代，云计算和物联网之间
交叉渗透、融合互动，推动我国迈入以数据深
度挖掘和融合应用为主要特征的智能化阶
段，促进经济社会新发展。 （下转2版）

2019中国云计算和
物联网大会在渝开幕

本报讯 （记者 黄乔）按
照中央统一部署安排，5月 14
日至18日，中央扫黑除恶第19
督导组进驻重庆，对我市扫黑除
恶专项斗争第一轮督导情况开
展“回头看”。

14日，督导组召开中央扫
黑除恶督导“回头看”工作汇报
会，听取重庆扫黑除恶专项斗争
督导整改情况，听取重点案件办
理情况和有关重点行业领域监
管部门专项斗争督导整改落实
情况汇报。中央扫黑除恶第19
督导组副组长李伟传达“回头
看”的总体要求、主要任务和工
作安排，并提出工作要求。市委
常委、政法委书记、市扫黑除恶
专项斗争领导小组组长刘强汇
报了全市督导整改落实情况。

李伟指出，开展扫黑除恶
专项斗争，是以习近平同志为
核心的党中央作出的一项重大
决策部署。中央组织此轮督导

“回头看”，旨在推动各级进一
步压实政治责任，充分认清扫
黑除恶进入胶着阶段斗争的严
峻性，一以贯之地坚持问题导
向、法治思维、标本兼治，推动
各地各部门按照既定目标持之
以恒抓下去，务必夺取专项斗争全面胜利。

李伟强调，进驻重庆开展督导“回头看”，将着重围绕
“重点地区、重点案件、重点问题”三个环节，聚焦问题、研究
问题、解决问题，边督边改，以钉钉子精神推动依法严惩到
位、整改问责到位、“深挖根治”措施落实到位，共同推动重
庆扫黑除恶专项斗争持续向纵深发展。重庆各级各部门要
切实提高政治站位，充分认识到督导“回头看”是专项斗争
督导工作的重要环节，要本着高度负责的态度，实事求是反
映情况和问题，与督导组密切配合，共同完成好“回头看”任
务。 （下转2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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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 杨帆 张珺）5月14日，
市委召开离退休老同志座谈会，向老同志通
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视察重庆重要讲话
精神和全市经济社会发展情况。市委书记陈
敏尔出席会议并讲话。他强调，全市上下要
深入学习贯彻总书记视察重庆重要讲话精
神，牢记嘱托、感恩奋进，用心学进去、用情讲
出来、用力做起来，以实干实绩回报总书记的
关怀厚爱。

市委副书记、市长唐良智向老同志通报
有关情况。市人大常委会主任张轩、市政协
主席王炯出席，市委副书记任学锋主持，市领
导吴存荣、王赋、胡文容、段成刚、屈谦、李明
清，老同志代表参加。甘宇平、徐宗俊、赵公
卿、童小平、陈万志、李建春等代表老同志发
言。

座谈会现场气氛热烈。老同志们畅谈学
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视察重庆重要讲话精神
的体会和收获。大家说，总书记亲临重庆视
察指导，充分体现了对重庆发展的殷切期待、
对重庆工作的高度重视、对重庆人民的关怀
厚爱。总书记时刻关心重庆、牵挂重庆，与重
庆干部群众心连着心、心贴着心，我们倍感振
奋、倍感温暖。总书记为重庆发展导航定向，
赋予重庆新使命新任务，让我们对重庆未来
发展充满信心、充满期待。重庆干部群众衷
心感恩总书记，一定牢记总书记殷殷嘱托，沿
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坚定前行，不辜负总书
记的厚望和重托。

老同志在发言中高度评价、充分肯定
2017年7月中旬以来重庆各项事业发展取
得的成绩，一致认为市委坚决贯彻落实习近
平总书记对重庆工作的重要指示要求，全面

彻底干净肃清孙政才恶劣影响和薄熙来、王
立军流毒，营造良好政治生态，打好“三大攻
坚战”、实施“八项行动计划”，推动高质量发
展取得明显成效。老同志们衷心感谢市委、
市政府对老干部工作的高度重视，对老干部
的尊重和厚爱，表示将积极作为，关心支持市
委、市政府工作，关心支持重庆发展，发出好
声音、汇聚正能量。

陈敏尔说，学习好、宣传好、贯彻好习近
平总书记视察重庆重要讲话精神，既是当前
首要政治任务，也是长期战略任务。老同志
们的发言，体现了学习贯彻总书记重要讲话
精神的坚定自觉，体现了坚决做到“两个维
护”的党性觉悟，体现了心系重庆发展的责任
担当。对大家提出的建议，有关部门要认真
研究、充分吸纳，切实落实在工作中。全市上
下要进一步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总书记视察
重庆重要讲话精神上来，用心学进去、用情讲
出来、用力做起来，凝聚起推动新时代重庆改

革发展的强大力量，把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
内化于心、外化于行、转化为果。

陈敏尔说，习近平总书记亲临重庆视察
指导，是具有标志性意义的里程碑。总书记
对重庆发展的关心重视、对重庆情况的熟悉
了解、对重庆工作的肯定鼓励、对重庆干部
群众的激励鞭策，让我们感到温暖亲切，倍
受振奋鼓舞。总书记对重庆的嘱托是沉甸
甸的，干部群众对未来发展的信心是满满
的。我们要牢记嘱托、感恩奋进，全面贯彻
总书记对重庆提出的“两点”定位、“两地”

“两高”目标、发挥“三个作用”和营造良好政
治生态的重要指示要求，努力在推进西部大
开发形成新格局中展现新作为、实现新突
破。要以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为指引，立足
当前、着眼长远，坚决打赢打好脱贫攻坚战，
做好思想舆论引导工作，扎实做好各项安全
工作，抓紧抓实党的建设工作,不断开创重
庆各项事业发展新局面。

陈敏尔强调，全市各级各部门要带着责
任带着感情，进一步做好老干部工作。要在
政治上充分尊重老同志，全面落实老干部政
治待遇，落实向老干部通报情况、征求意见
等制度。要在组织上全力关怀老同志，加强
离退休干部党组织建设，让老干部感受到更
多组织的温暖。要在生活上热忱服务老同
志，满腔热情为老干部做实事办好事。希望
各位老同志充分发挥自身优势，更好地为新
时代重庆改革发展贡献智慧和力量。

13日，老同志们前往重庆市数字经济发
展展示中心、“一带一路”·重庆国际物流枢
纽、金康新能源汽车有限公司等园区、企业，
兴致勃勃地了解重庆产业转型升级、内陆开
放高地建设等取得的新进展，亲身感受城市
建设发展的新变化。大家边看边议，对全市
经济社会发展取得的显著成绩感到由衷高
兴。

市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参加。

市委召开离退休老同志座谈会

牢记嘱托 感恩奋进
以实干实绩回报总书记的关怀厚爱

陈敏尔讲话 唐良智通报 张轩王炯出席

新华社北京5月14日电 （记者 王卓伦 盖博铭）国
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14日晚在人民大会堂举行宴
会，欢迎出席亚洲文明对话大会的外方领导人夫妇及嘉宾。

王沪宁出席。
初夏的北京，生机盎然。晚上的人民大会堂，灯光璀

璨。伴随着欢快的迎宾曲，习近平和彭丽媛同贵宾们一同
步入金色大厅。

习近平发表致辞，代表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热烈欢迎
来华出席亚洲文明对话大会的各位嘉宾。习近平强调，举
办亚洲文明对话大会，就是顺应亚洲合作发展大势和各国
人民对文明交流互鉴的期待，为不同文明共同发展搭建一
个交流互鉴的平台。

习近平指出，文明如水，润物无声。历史的发展、社会
的繁盛、人类的进步，都离不开文明的滋养和引领。亚洲是
人类文明重要发祥地，在漫长的历史积淀中，亚洲多姿多彩
的文明交相辉映，为人类保存着最久远的文明记忆和波澜
壮阔的文明图谱。今天，亚洲不同文明在开放中交流、在包
容中互生、在创新中发展，亚洲文明之花正在世界舞台上绚
烂绽放。

习近平强调，中华文明在5000多年不间断的历史传承
中兼容并蓄、创新升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年来，中
国坚持保护和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推动中外文明交流
互鉴，为人类文明进步作出了积极贡献。

习近平说，明天，我们将举行亚洲文明对话大会，共赏
多元文化之美、共谋文明交流互鉴之道。让我们以本次大
会为起点，同心同德，携手共进，让各国文明在交流互鉴中
熠熠生辉。

宴会在欢乐祥和的氛围中进行。宾主亲切交谈，共叙
文明交流佳话，共祝世界和平繁荣。

丁薛祥、孙春兰、杨洁篪、黄坤明、蔡奇、王毅、何立峰等
参加上述活动。

习近平和彭丽媛欢迎出席亚洲文明
对话大会的外方领导人夫妇及嘉宾

新华社北京5月14日电 （记者 王卓伦 王晓洁）国
家主席习近平14日在人民大会堂同希腊总统帕夫洛普洛斯
举行会谈。

习近平说，欢迎帕夫洛普洛斯总统来华进行国事访问并
出席亚洲文明对话大会。希腊是欧洲的文明古国，你的到来
对促进亚欧文明交流互鉴和世界不同文明对话具有重要意
义。

习近平指出，中华民族是守正创新的民族。中华文明绵
延传承至今从未中断，从不具有排他性，而是在包容并蓄中不
断衍生发展。通过古丝绸之路的交流，古希腊文明、古罗马文

明、地中海文明以及佛教、伊斯兰教、基督教都相继进入中国，
与中华文明融合共生，实现本土化，从来没有产生过文明冲突
和宗教战争。中华民族没有对外侵略的传统。600多年前郑
和下西洋时率领的是当时世界最庞大的舰队，带去的是丝绸、
茶叶和瓷器，而不是战争，沿途没有占领一寸土地。

习近平强调，中国人自古以来就具有家国情怀，国是第
一位的，没有国就没有家，没有国家的统一强盛就没有家庭
的美满和个人的幸福。中国人民捍卫国家统一和领土完整，
维护民族利益和国家尊严的信念高度一致，决心坚如磐石。

（下转2版）

习近平分晤希腊总统帕夫洛普洛斯、斯里兰卡总统西里塞纳、
柬埔寨国王西哈莫尼、新加坡总统哈莉玛、亚美尼亚总理帕希尼扬

5月14日，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宴会，欢迎出席亚洲文明对话大会的外方领导人
夫妇及嘉宾。这是习近平和彭丽媛同外方领导人夫妇及嘉宾合影。

新华社记者 饶爱民 摄

5月14日，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宴会，欢
迎出席亚洲文明对话大会的外方领导人夫妇及嘉宾。这是习近平在宴会上发
表致辞。 新华社记者 鞠鹏 摄

文明如水，润物无声。历史的发展、社
会的繁盛、人类的进步，都离不开文明的滋
养和引领。亚洲是人类文明重要发祥地，在
漫长的历史积淀中，亚洲多姿多彩的文明交
相辉映，为人类保存着最久远的文明记忆和
波澜壮阔的文明图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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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版刊登

多彩·平等·包容
——写在亚洲文明对话大会召开之际

新华社北京 5 月 14 日电 国家主席
习近平在第二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
论坛开幕式上的主旨演讲《齐心开创共建

“一带一路”美好未来》单行本，已由人民出
版社出版，即日起在全国新华书店发行。

习近平《齐心开创共建“一带一路”美好未来》单行本出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