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5月16日，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
刘学普分别会见了肯尼亚驻华大使萨
拉·塞雷姆一行和阿富汗赫拉特省副省
长哈希米、巴米扬省副省长莫巴利一
行。 （记者 颜若雯）

●5月16日，市人大常委会副主
任杜黎明出席肯尼亚共和国经贸推介
会并致辞。 （记者 申晓佳）

●5月14日至15日，市人大常委

会水污染防治法执法检查组前往合川、
江津、江北、长寿等地开展实地检查。
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沈金强、张定宇分
别率队。 （记者 颜若雯）

●5月16日，中国(重庆)新能源汽
车产业国际合作高峰论坛举行，市人大
常委会副主任张定宇、中国贸促会副会
长张慎峰，意大利众议院前议长、意大
利对华友好协会主席艾琳.皮维蒂等
出席。 （记者 白麟）

●5月16日，在第二届西洽会匈牙
利主宾国开馆仪式上，市人大常委会副

主任夏祖相出席仪式并致辞。
（记者 夏元）

●16日下午，市人大常委会副主
任王越出席中欧班列（重庆）上合组织
国家专列抵达重庆仪式并致辞。

（记者 戴娟）
●5月16日，2019年重庆市重点基

础设施项目合作对接座谈会召开，副市
长陆克华出席会议。 （记者 杨永芹）

●5月16日，副市长潘毅琴出席第
二届中匈温泉产业高峰论坛并致辞。

（记者 申晓佳）

●5月16日，副市长潘毅琴会见了
来渝参加西洽会的意大利前总理马西
莫·达莱马一行。 （记者 左黎韵）

●5月16日，市政协副主席吴刚出
席在鹅岭二厂国际当代艺术中心举办
的乌拉圭艺术展。 （记者 崔曜）

●5月16日，“山地公园省·多彩
贵州风”2019多彩贵州避暑度假游主
题推广季启动仪式在重庆电视台演
播大厅举行，贵州省副省长卢雍政、
重庆市政协副主席谭家玲出席启动
仪式。 （记者 廖雪梅 颜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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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 张珺）5 月 15
日，市委书记陈敏尔，市委副书记、市长
唐良智，市人大常委会主任张轩，市政
协主席王炯会见了来渝出席第二届中
国西部国际投资贸易洽谈会的国内嘉
宾。

贵州省委副书记、省长谌贻琴，山
西省委副书记、省长楼阳生，商务部副
部长钱克明、水利部副部长蒋旭光、中
国侨联副主席李卓彬、中国贸促会副会
长张慎峰，兄弟省区市有关负责同志，
市委副书记任学锋，市领导吴存荣、王

赋、潘毅琴参加会见。
陈敏尔、唐良智、张轩、王炯代表

市委、市人大常委会、市政府、市政协
欢迎各位嘉宾来渝参加西洽会，感谢
大家对重庆发展的关心支持。陈敏尔
说，前不久，习近平总书记亲临重庆视
察指导，从战略和全局高度为重庆发
展导航定向。我们全面贯彻总书记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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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体化学
习领会、一件件专题部署、一级级抓好

落实，把总书记殷殷嘱托全面落实在
重庆大地上。今年是西部大开发20
周年，贯彻落实党中央关于新时代推
进西部大开发形成新格局的重大决策
部署，是我们共同的重大责任。我们
秉持开放心态、发扬利他文化，努力让
西洽会成为西部地区对外交流合作的
重要平台。希望大家把握好新一轮西
部开发开放的重大机遇，进一步加强
务实合作，努力拥抱开放新时代、展现
发展新作为。

谌贻琴、楼阳生、钱克明代表参会

嘉宾发言。他们表示，近两年来，重庆
认真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重庆提出的
重要指示要求，政治生态整体向好，经
济高质量发展势头强劲，各项事业发展
取得显著成绩。本届西洽会参会企业
多、展览质量高、合作成果实，将积极支
持参与，推动与重庆在各领域深度合
作，为新时代推进西部大开发形成新格
局作出新贡献。

来渝参加西洽会的国家有关部委，
央企、大型国企、民营企业负责人和市
有关部门负责人参加会见。

陈敏尔唐良智张轩王炯会见
出席第二届西洽会国内嘉宾

本报讯 （记者 杨帆）5月15日，
市委书记陈敏尔，市委副书记、市长唐
良智，市人大常委会主任张轩，市政协
主席王炯会见了来渝出席第二届中国
西部国际投资贸易洽谈会的国外嘉宾。

匈牙利国会副主席雅高布·伊什特
万，乌拉圭驻华大使卢格里斯，肯尼亚
驻华大使萨拉·塞雷姆，商务部副部长
钱克明、水利部副部长蒋旭光、中国侨
联副主席李卓彬、中国贸促会副会长张
慎峰，市委副书记任学锋，市领导吴存
荣、王赋、潘毅琴参加。

陈敏尔、唐良智、张轩、王炯代表市
委、市人大常委会、市政府、市政协对各
位嘉宾表示热烈欢迎。陈敏尔说，重庆
是中国中西部地区唯一的直辖市，在国
家区域发展和对外开放格局中具有独
特而重要的作用。习近平主席高度重
视、十分关心重庆发展，亲临重庆视察
指导，为重庆各项事业发展指明了前进
方向。在中国西部大开发20周年之
际，中国政府作出新时代推进西部大开
发形成新格局的重大决策部署，带来新
的重大机遇。我们全面贯彻习近平主

席对重庆提出的重要指示要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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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洽会是开放合作
盛会，不仅提供高水平展览，更推动高
质量洽谈，搭建起西部省区市与世界交
流合作、共享发展机遇的重要平台。我
们期待各方交流合作取得丰硕成果。
重庆是著名的山城江城，是一座“站立
着的城市”，特色鲜明、独具魅力，欢迎
大家多来重庆走走看看，感受重庆魅
力，增进友谊合作。

嘉宾们对重庆的热情接待和周到安

排表示感谢，祝愿本次西洽会圆满成
功。雅高布说，重庆是一座极具魅力、富
有活力的现代化城市。匈牙利高度重视
与重庆的交流合作，希望借助西洽会平
台，推动经贸等领域取得新的合作成
果。卢格里斯说，重庆在中国西部大开
发、共建“一带一路”中扮演着重要角色，
乌方与重庆具有良好的合作基础，愿进
一步加强双方交流合作和经贸往来。

来渝参加西洽会的驻华使节、外国
企业代表和市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参加
会见。

陈敏尔唐良智张轩王炯会见
出席第二届西洽会国外嘉宾

本报讯 （记者 罗静雯）近日，市
委副书记、市长唐良智会见了华润集团
有限公司党委副书记、董事、总经理王
祥明一行。

唐良智代表市委、市政府，代表陈
敏尔书记，感谢华润集团为重庆经济社
会发展作出的贡献。唐良智说，当前，
全市上下正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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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面落实
党中央决策部署，立足区位优势、生态
优势、产业优势、体制优势，坚定不移推
动高质量发展，坚定不移推进改革开
放，加快推动城乡融合发展，深入抓好
生态文明建设，努力在推进新时代西部
大开发中发挥支撑作用、在推进共建

“一带一路”中发挥带动作用、在推进长

江经济带绿色发展中发挥示范作用。
华润集团位列世界500强第86位，大
消费、大健康、城市建设与运营、能源服
务、科技与金融等五大主营业务都已在
重庆布局，双方合作势头良好。希望华
润集团继续加大在渝投资力度，与重庆
深化在集成电路等智能产业以及智能
制造领域的合作，助推重庆传统产业转
型升级，积极参与重庆国际消费中心城

市建设，助力重庆乡村振兴和城市提
升，实现互利共赢。

王祥明对重庆市委、市政府给予华
润集团的支持表示感谢。他说，重庆区
位优势突出，营商环境良好，发展前景
广阔。华润与重庆合作进展顺利，成效
明显，将延续在渝投资发展的良好势
头，进一步深化与重庆在微电子、清洁
能源、医药、康养等方面的合作，为重庆
经济社会发展作出新的贡献。

华润集团总会计师李汝革、副总经
理李福利，市有关部门负责人参加会
见。

唐良智会见华润集团有限公司总经理王祥明

本报讯 （记者 陈国栋）5月15
日、16日，市委副书记任学锋分别会见
了来渝出席第二届西洽会的日本前经
济财政政策担当大臣竹中平蔵、中国铁
建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陈奋健、中国南
方航空集团有限公司总经理马须伦、广
药集团董事长李楚源、巴斯夫股份有限
公司全球高级副总裁郑大庆、沃尔玛全
球副总裁石家齐、中国保利集团有限公

司副总经理朱铭新、高通公司全球高级
副总裁赵斌、正大集团资深执行副总裁
谢毅、瑞穗银行常务执行董事菅原正
幸、太古集团董事刁志辉，以及日本三
井住友银行、三菱重工、三菱商事，英国
BP、怡和集团，新加坡凯德集团，瑞士

锡克拜集团，科大讯飞，日本贸易振兴
机构有关负责人。

任学锋向各位嘉宾表示欢迎，向各
企业、各机构长期以来对重庆的支持和
帮助表示感谢。任学锋说，重庆正深入
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重庆工作的

重要指示要求，发挥“三个作用”，加快
建设内陆开放高地。希望各企业、各机
构继续发挥资金、技术、人才、管理等方
面优势，在重庆深化各领域合作，实现
互利共赢。

与会嘉宾纷纷表示，重庆优势突
出、产业基础雄厚、市场潜力巨大，看好
重庆发展前景，愿与重庆开展深度合
作，共谋发展。

任学锋分别会见出席西洽会嘉宾

本报讯 （记者 张莎）5月16日，
首届“一带一路”侨商组织年会在渝召
开，来自美国、俄罗斯、英国、法国、德国
等30个国家和地区的近200名侨商齐
聚重庆参加年会。中国侨联副主席李卓
彬，市委常委、统战部部长李静出席会议
并讲话。市政协副主席、致公党重庆市
委会主委、市侨联主席张玲主持年会。

据了解，首届“一带一路”侨商组织
年会是第二届“西洽会”主题活动之一，

由中国侨联、重庆市政府共同举办，旨
在整合“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侨界资源，
凝聚“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侨界力量，搭
建“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涉侨交流联系
平台，实现“一带一路”涉侨资源互享、

信息互通、经济互惠。
会上，“一带一路”侨商组织年会会

址揭幕，标志着重庆将每年举办年会，
逐渐成为广大侨胞参与共建“一带一
路”的出发点和集结地。

昨日，一批项目集中签约。许多侨
商表示，重庆具有优良的营商环境和有
力的创新创业政策扶持，将进一步加大
来渝投资兴业步伐，推动更多优质产业
项目在重庆落实落地。

年会现场还设置了经贸洽谈区，
22个区县和单位向嘉宾全方位展示了
重庆市经济社会发展新貌、各区县经济
社会发展规划和产业布局情况、部分重
点企业情况。

首届“一带一路”侨商组织年会在渝召开
李卓彬、李静出席

本报讯 （记者 左黎韵）作为本
届西洽会的主宾省之一，5月16日，陕
西省来渝举办投资环境暨文化旅游推
介会，吸引渝企入驻投资，并邀请重庆
游客前往陕西旅游。市委常委、两江新
区党工委书记、管委会主任段成刚出席
了推介会并讲话。

渝陕两地一衣带水，既是人文相
亲的好邻居，又是共谋发展的好伙
伴。推介会上，陕西省有关人士详细

介绍了当地的人文历史、工业发展、
农业布局等情况，希望与重庆协同共
进，在能源、产业、旅游等领域不断深
入合作，促进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
展。

陕西是中华民族及华夏文化的重
要发祥地，近年来，陕西省充分挖掘当
地丰富的历史人文资源，壮大旅游产
业，推动文旅融合。在16日的推介会
上，陕西省就重点推介了一批旅游项

目，包括以文化创意、数字动漫、文化
演艺为主的丝绸之路风情城项目、以
历史观光体验为主的张骞文化园项
目、以旅游休闲为主的安康瀛湖水画
小镇项目等。“这批项目的打造将有助
于陕西旅游的提档升级，为大力推进
文化建设奠定基础。”陕西省相关负责
人说。

推介会后，我市多家企业便与陕西
达成了合作意向。

陕西来渝举办投资环境暨文化旅游推介会
段成刚出席推介会并讲话

本报讯 （记者 杨艺 黄光红）
5月16日，Asia300全球商业论坛重庆
峰会在重庆温德姆酒店举行。市委常
委，两江新区党工委书记、管委会主任
段成刚出席会议，对论坛首次“落地”重
庆表示祝贺，并诚邀亚洲地区优秀企业
家常来重庆，展开深入合作，在重庆“行
千里·致广大”。

据悉，Asia300全球商业论坛是
由日本经济新闻社主办的商业论坛，

在亚洲及全球经济领域具有相当知名
度。本届重庆峰会，则是该论坛在中
国大陆地区的“首秀”，吸引了300余
名全球政商界代表参会，主要围绕亚
洲经济及“一带一路”倡议下亚洲各国

经济发展和地区合作等话题展开讨
论。

段成刚对参加论坛的嘉宾表示
欢迎。他说，开放的重庆，合作机会
更多，将深化与亚洲各国和“一带一

路”沿线国家务实合作，加快建设中
国内陆开放高地；创新的重庆，发展
动能更强，将大力推进以大数据智能
化为引领的创新驱动发展，深度融入
全球产业链和价值链体系；生态的重
庆，城市环境更美，将深入抓好生态
文明建设，加快建设山清水秀美丽之
地；人文的重庆，城市包容性更强，将
深入开展文化交流合作，携手共创美
好未来。

Asia300全球商业论坛重庆峰会举行
段成刚出席会议

（上接1版）我们聚焦高质量、供给侧、
智能化深度用力，推动产业转型升级，
让创新成为高质量发展的强大动能。
我们统筹抓好乡村振兴和城市提升两
个基本面，推动城乡融合发展，让城乡
各美其美、美美与共。我们坚持发展为
要、民生为本、企业为基、环境为重，大
力改善生态环境、营商环境、开放环境、
创新环境。今天的重庆，日益成为老百
姓安居乐业、投资者创业发展、旅行者
休闲度假的好地方。

陈敏尔说，好风凭借力，扬帆正当
时。我们将沿着习近平总书记指引的方
向，坚持从全局谋划一域、以一域服务全
局，在推进西部大开发形成新格局中展
现新作为、实现新突破。更加注重推动
高质量发展，不断增强重庆在西部地区
的综合实力和支撑服务能力。更加注重
抓好大开放，努力在西部地区带头开放、
带动开放。更加注重抓好大保护，积极
探索一条生态优先、绿色发展新路子。
中国西部国际投资贸易洽谈会，是新时
代推进西部大开发形成新格局的重要交
流合作平台。本届西洽会以“开放新时
代·发展新作为”为主题，符合国家战略、
符合各方期待。我们衷心希望与各国朋
友、各界人士携手在新时代西部大开发
新的进程中一起行千里、致广大。

在致辞中，雅高布说，匈牙利与重
庆的关系密切，本届西洽会有50家企
业、100多名企业家参会参展。希望与
重庆在技术创新、汽车工业、物流、旅游
等领域进一步深化交流合作。马西莫
说，“一带一路”倡议的目的是推动各国
繁荣，促进全球化发展。希望各国积极
合作，围绕共同目标，分享发展经验，促
进经济发展，造福各国人民。卓农说，
西洽会为多边经贸合作搭建了一个良
好平台，在上合组织成员国的招商引资
方面也将起到积极作用，希望上合组织
成员国能够利用好西洽会平台，加强交
流与合作。

钱克明说，本届西洽会主题体现了
新时代重庆从全局谋划一域、以一域服
务全局的责任担当，将进一步促进新时
代西部开发开放。商务部作为西洽会
主办方之一，将继续支持办好西洽会。

谌贻琴说，近年来，重庆政治生态为之
一新、高质量发展为之一新、改革开放
格局为之一新，贵州愿与重庆一起，为
新时代推进西部大开发形成新格局作
出积极贡献。刘国中说，本届西洽会积
极构建联通国际投资贸易的重要桥梁，
打造西部各省区市和世界各国共享发展
机遇的重要平台，将推动西部地区开发
开放取得更多成果。楼阳生说，西洽会
由西部走向全国、走向国际化，成为国内
有重要影响力的人文交流、经贸合作、
创新成果转化的重要平台，山西愿与重
庆共话开放新格局，共谋发展新机遇。

开幕式上，举行了第二届西洽会重
大项目签约仪式。重庆、广西、贵州、甘
肃、青海、新疆、云南、宁夏、陕西共同签
署共建“陆海新通道”协议，将依托中新
互联互通项目等国际合作平台，携手深
化中国西部地区与东盟的全面战略合
作，推动“一带一路”走深走实。同时，
共有132个重大项目成功签约，签约总
额3375.3 亿元，涉及智能制造、云计
算、新材料、新能源汽车、生物制药、高
端物流、生态保护等产业和领域。

15日下午，陈敏尔、唐良智、谌贻
琴、楼阳生、张轩、王炯等前往西洽会展
场巡展。陈敏尔等走进国际合作展区、
重庆综合展厅、区域合作展区，观看丰
富多彩的展览展示。陆海新通道合作
展区在本届西洽会上首次亮相，陈敏尔
仔细察看铁海联运全球布局电子展示
和跨区域协同多式联运信息平台运行，
了解通道建设发展新成效。贵州、山
西、陕西、四川等省区市展馆各具特色、
亮点纷呈，陈敏尔等饶有兴趣地观看产
品展示，听取情况介绍，为各省区市的
精彩展示点赞。

本届西洽会共有来自95个国家和
地区的4000余家企业、7万名境内外
嘉宾参加。期间，将举办53场内容丰
富、形式多样的投资贸易和文化交流活
动，展览总面积11万平方米，设有魅力
西部合作、国际合作、陆海新通道合作、
自由贸易试验区、区域合作、跨国公司、
央企国企和知名企业等八大主题展区。

市有关部门、区县、企业、高校负责
人参加相关活动。

共享发展机遇 共商合作大计
推进新时代西部大开发形成新格局

（上接1版）他说，前不久，习近平总书
记亲临重庆视察指导并发表重要讲话，
站在战略和全局的高度为重庆改革发
展把脉定位、导航定向，给我们以巨大
鼓舞和强大动力。在喜迎新中国成立
70周年的重要时刻，在西部大开发20
周年的重要节点，在我们深入学习贯彻
总书记视察重庆重要讲话精神之际，举
行“2019央企重庆行”活动具有特殊重
要意义。党的十九大以来，双方合作取
得显著成效，体现了央企贯彻落实国家
战略的责任担当，体现了央企在推动高
质量发展中的示范表率作用，体现了央
企对重庆的特殊厚爱和大力支持。新
形势下，深化双方合作是互利共赢的大
事。我们要保持战略定力，增强发展信
心，不断开创央地交流合作新局面。

陈敏尔指出，习近平总书记要求重
庆更加注重从全局谋划一域、以一域服
务全局，发挥“三个作用”。这既是重庆
和央企合作发展的重大机遇，也是共同
肩负的重大责任。希望央企充分发挥
自身优势，不断深化与重庆的交流合
作，携手在推进西部大开发形成新格局
中展现新作为、实现新突破。要携手推
动高质量发展，大力推进以大数据智能
化为引领的科技创新，积极参与智能制
造、智慧城市建设，助力重庆产业转型
升级，努力在推进新时代西部大开发中
发挥支撑作用。要携手推动内陆开放，
聚焦开放通道、内陆国际物流枢纽、开
放口岸和平台建设加大合作力度，努力
在推进共建“一带一路”中发挥带动作
用。要携手推动生态环保，共同培育绿
色发展新增长点，筑牢长江上游重要生
态屏障，努力在推进长江经济带绿色发
展中发挥示范作用。我们将坚持发展
为要、民生为本、企业为基、环境为重的
工作理念，大力改善生态环境、营商环
境、开放环境、创新环境，全力抓好合作
项目落地见效，为企业在渝发展提供充
足的阳光、雨露和土壤。

任洪斌指出，习近平总书记对重庆
的重要指示要求和殷切期望，是我们共
同的努力方向。助力重庆发展，央企责
无旁贷。要以总书记重要指示要求为
指引，在更高发展战略上统筹谋划，全
面加强央企与重庆的合作，推动重庆高
质量发展。要坚决落实国家战略，找准
合作重点和切入点，积极融入重庆经济
建设新格局。要强化创新驱动，加强技
术创新、人才交流等方面合作，推动重
庆创新发展再上新台阶。要加强产业
合作，提升重庆企业市场竞争力和国际
化经营水平，推动重庆产业优化升级取
得新突破。要着力深化企业改革，促进
各类所有制企业互利共赢。要坚持绿
色发展，严格落实企业环保主体责任，
筑牢长江上游重要生态屏障，助力重庆
建设山清水秀美丽之地。

座谈会上，中国兵器装备集团有限
公司董事长、党组书记徐平，中国宝武
钢铁集团总经理、党委副书记胡望明，
华润（集团）有限公司董事、总经理王祥
明，中国交通建设集团有限公司董事
长、党委书记刘起涛围绕军民融合发
展、国资国企改革、制造业高质量发展、
推进乡村振兴、交通基础设施建设等发
言。大家表示，重庆区位优势、生态优
势、产业优势、体制优势十分突出，在国
家区域发展和对外开放格局中具有独
特而重要的作用。央企将认真贯彻党
中央重大决策部署，担当“国家队”的使
命和责任，加大在渝投资力度，为新时
代推进西部大开发形成新格局作出贡
献。

座谈会后，陈敏尔、唐良智、任洪
斌、任学锋、吴存荣等共同见证“央企重
庆行”重大项目集中签约，现场共签订
50个项目合作协议，签约投资金额近
1864亿元。

国务院国资委有关负责人，各区
县、市有关部门、开发区和市属国有企
业负责人参加活动。

担起重大责任 抓住重大机遇
不断开创央地交流合作新局面

（上接1版）
西部开放高峰会以“开放新格局

西部新机遇”为主题，围绕西部大开发、
共建“一带一路”和长江经济带绿色发
展等话题，探讨如何进一步发挥西洽会
的沟通交流作用，让西洽会成为新时代
推进西部大开发形成新格局、展现新作
为、实现新突破的中心平台和重要抓
手。

会上，四川省副省长杨兴平，塔吉
克斯坦国家投资与国有资产管理委员
会第一副主席穆明扎达·阿布杜尔马吉
德，俄罗斯萨马拉州第一副州长库德里

绍夫·维克托·弗拉季斯拉沃维奇，青海
省政府党组成员刘涛，飞利浦集团监事
会主席杰伦·范德伟，云南省副省长张
国华，中国长江三峡集团董事长雷鸣
山，华夏银行总行董事长李民吉等嘉宾
作主题演讲。

高峰会还邀请“一带一路”重要
节点国家代表、领域内专家学者、央
企代表参加。高峰会现场，各方汇
聚一堂，共谋西部蓝图、共享西部机
遇、共商西部发展，为重庆及西部未
来发展出谋划策，提出新思路和新
构想。

西部开放高峰会召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