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讯 （记者 杨帆 张珺）6月
18日，市委书记陈敏尔前往企业、园区
和机关，调研全市“稳就业”工作，督促
指导相关部门“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
题教育。他强调，要认真贯彻党中央部
署要求，把学习教育、调查研究、检视问
题、整改落实贯穿主题教育全过程，强
化宗旨意识、增强履职能力，以实际行
动践行初心、担当使命。

市领导王赋、胡文容、段成刚、屈谦
参加。

赛伯乐（重庆）众创空间位于两江新
区财富中心，已孵化和聚集近200家科
创企业。走进“山城杂货店”，陈敏尔与
年轻的创业者交谈，饶有兴趣地了解特
色产品销售情况。“可加公寓”负责人告
诉陈敏尔，企业运用共享经济模式，发挥
大数据和互联网优势，仅用20个员工就
高效管理6000间公寓，陈敏尔十分高
兴，希望企业加大探索创新力度，为住户
提供安全优质的服务。来到誉存科技公
司，陈敏尔仔细察看企业实时数据整理、
清洗分析，深入了解核心业务和盈利模
式。他说，大数据发展空间广阔、大有前
途，希望企业抢抓机遇、做大做强。

中国·重庆人力资源服务产业园已
服务用人单位2.39万家，帮助38万人
实现就业。陈敏尔听取有关情况介绍，
对园区建设发展取得的成绩给予充分

肯定。在“渝家人”家政服务实训中心，
陈敏尔先后走进养老护理、母婴护理、
家居美化等授课现场，与培训人员亲切
交流。他说，家政服务业市场需求旺
盛，要采取灵活多样的培训方式，市场
需要什么人才就培养什么人才、需要什
么技能就培训什么技能，不断提升从业
人员就业能力。在市就业服务管理局
就业信息化动态分析平台，陈敏尔察看
全市就失业、重点人群就业、重点企业
用工等实时数据，询问就业形势监测和
研判分析情况。

调研中，陈敏尔听取全市就业工作
情况汇报，督促指导“不忘初心、牢记使
命”主题教育。他说，扎实开展主题教
育是当前重要政治任务。守初心、担使
命，就是要牢记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
根本宗旨，牢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市级各部门作
为第一批主题教育参加单位，要结合自
身职能职责特点，找到结合点和着力
点，创造性开展工作，把学习教育、调查
研究、检视问题、整改落实贯穿主题教
育全过程，努力取得最好成效。要通过
开展主题教育，不断增强履职能力，持
续优化发展环境，更好服务民生、服务
基层，不断增强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
福感、安全感。要教育引导广大党员干
部守初心、担使命，加强思想政治和业

务能力建设，打造高素质专业化干部队
伍，以为民谋利、为民尽责的实际成效
取信于民，以新作风、新作为、新气象谱
写重庆发展新的篇章。

陈敏尔强调，就业是民生之本，是
经济的“晴雨表”，是社会的“稳定器”。
要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坚持
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把“稳就业”作为

“六稳”工作的头等大事，作为保障服务
民生的重中之重抓紧抓好。要加强就
业形势研判，多作结构性分析，实时精
准掌握就业动态，健全失业预警机制，
及时防范化解可能出现的风险。要注
重拓展就业渠道，既抓“高大上”的新兴
产业，又抓“接地气”的服务行业，积极
在新产业、新业态、新领域中开发培育
新的就业岗位。要突出抓好重点人群
就业，实施高校毕业生就业创业促进计
划和基层成长计划，做好返乡农民工就
业创业工作，加大对城镇就业困难人员
的帮扶力度，推动实现退役军人高质量
充分就业。要发挥企业稳定就业的主
体作用，把减税降费等各项措施扎扎实
实落到位，促进经济增长和就业增加良
性循环。要提高就业服务能力，注重智
能和技能相结合，深化职业技能培训，
大力推动创业带动就业，努力在全社会
营造有利于创新创业创造的良好环境。

市有关部门负责人参加。

陈敏尔在调研“稳就业”工作并督促指导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时强调

强化宗旨意识 增强履职能力
以实际行动践行初心担当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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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 6 月 18 日电 北京时
间6月17日22时55分，四川宜宾市长
宁县发生6.0级地震，震源深度16公
里。截至目前，地震已造成13人死亡、
158人受伤、14万余人受灾，部分水电、
交通、通信等基础设施受损。

地震发生后，中共中央总书记、国
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高度重视
并作出重要指示，要求全力组织抗震救
灾，把搜救人员、抢救伤员放在首位，最
大限度减少伤亡。解放军、武警部队要
支持配合地方开展抢险救灾工作。注
意科学施救，加强震情监测，防范发生

次生灾害，尽快恢复水电供应、交通运
输、通信联络，妥善做好受灾群众避险
安置等工作。当前正值汛期，全国部分
地区出现强降雨，引发洪涝、滑坡等灾
害，造成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相关地
区党委和政府要牢固树立以人民为中心
的思想，积极组织开展防汛抢险救灾工
作，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
李克强作出批示，要求抓紧核实地震灾
情，全力组织抢险救援和救治伤员，尽快
抢修受损的交通、通信等基础设施。及
时发布灾情和救灾工作信息，维护灾区

社会秩序。水利部、应急管理部、自然资
源部要指导协助相关地方切实做好汛期
强降雨引发各类灾害的防范和应对。

根据习近平指示和李克强要求，应
急管理部、国家卫生健康委等部门已派
出工作组赶赴灾区指导救援救灾。自
然资源部、水利部等有关部门正指导地
方排查震区周边风险隐患点。四川省、
宜宾市正组织桥梁、地质专家以及救援
队等力量开展救灾工作，并紧急调拨帐
篷、棉被、折叠床等救灾物资运抵灾
区。抗震救灾各项工作正在紧张有序
进行。

习近平对四川长宁6.0级地震作出重要指示

要求全力组织抗震救灾
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李克强就救灾工作作出批示

6月18日，重庆辉联埔程国际物流
有限公司在两江新区鱼复工业园，按下
了辉联埔程多式联运智慧物流项目的

“启动键”。
这个中新互联互通项目框架下的

落地项目，以果园港为中心，依托这里
完善的水、陆、空、铁多式联运体系优
势，打造国际物流重要枢纽节点和多式
联运基地，加强重庆对中国西部地区的

辐射力和集聚效应。
从成立之初，为西部大开发蹚新路；

到如今，为重庆扩大开放打头阵、作先
锋，努力成为发挥“三个作用”的先行区、
示范区，两江新区积极履行时代新使命。

10余条多式联运线路辐射西部
牵手兄弟城市共同发展

果园港不仅仅是辉联埔程智慧物
流项目的中心，还是带领西部地区一跃
成为开放前沿的“跳板”。

目前，果园港已开通上海—果园—
南充、果园—攀枝花、果园—西昌、果园
—青海等10多条水水中转或水铁联运
运输线路，成为辐射川、黔、陕、甘、桂等
中西部省份的外贸货物中转港。

“运往四川、陕西、甘肃各大钢厂的
铁矿石、铬矿石等大宗散货，很多都选
择在果园港中转。”重庆港务物流集团
有关负责人表示，多式联运为企业带
来利好，一吨货物运输一公里，水运价
大 致是 0.02~0.05 元，铁路运价是
0.12~0.15元，公路运输均价是0.35元。
依托快速高效的发运能力和强大的仓
储能力，果园港为企业降低运输成本、
稳定生产提供了有力支撑。

“我们的一家贵州客户，通过果园
港，把‘水运+公路运输’改为‘水运+铁
路运输’，运输成本下降2/3，一年节省
了上千万元。”重庆中远海运国际货运
有限公司供应链发展部总经理陈瞳锋
说。 （下转3版）

打头阵 作先锋

两江新区当好重庆扩大开放排头兵
本报首席记者 陈钧 实习生 彭瑾

新华社北京 6 月 18 日电 （记者
李宣良 张玉清）中共中央总书记、国
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18日在
京接见空军第十三次党代表大会全体
代表，代表党中央和中央军委，对空军
第十三次党代会的召开表示热烈的祝
贺，向各位代表和空军全体官兵致以诚
挚的问候。

上午11时20分许，习近平来到京

西宾馆会见大厅，全场响起热烈掌声。
习近平同代表们亲切握手，并合影留
念。

经党中央、中央军委批准，空军第
十三次党代会17日在京召开。会议
的主要任务是：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
党的十九大和十九届二中、三中全会
精神，深入贯彻习近平强军思想，深入

贯彻新时代军事战略方针，总结过去5
年空军党的建设和部队建设情况，部
署今后5年的主要工作任务，动员广大
官兵加快建设一支强大的现代化人民
空军，坚决完成党和人民赋予的新时
代使命任务，以优异成绩迎接新中国
成立70周年。

许其亮、张又侠、魏凤和、李作成、
苗华、张升民参加接见。

习近平接见空军第十三次党代会代表

本报讯 （记者 罗静雯）6 月
18 日，我市召开高新区干部大会。市
委副书记、市长唐良智出席会议并讲
话。唐良智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
平总书记视察重庆重要讲话精神，按照
市委部署和陈敏尔书记要求，以改革为
契机，以创新为引领，以开放为动力，努
力开创重庆高新区高质量发展新局面。

会上，市委组织部负责人宣读了市
委关于高新区党工委主要领导任命的
决定：副市长熊雪兼任高新区党工委书
记。熊雪出席会议并作表态发言。

唐良智说，今年4月，习近平总书
记亲临重庆视察指导工作并发表重要
讲话，希望我们更加注重从全局谋划一
域、以一域服务全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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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动高新区体制机制改革，是贯彻
落实总书记对重庆“两点”定位、“两地”

“两高”目标、发挥“三个作用”和营造良
好政治生态重要指示要求的务实行动，

是促进我市开发区改革创新发展的重
大举措。高新区要深入学习贯彻总书
记重要讲话精神，以“二次创业”的勇气
和担当，落实各项改革任务，着力提升
持续创新能力、产业生成能力、资源整
合能力、经济产出能力，努力建设成为
全市高质量发展引领区、高水平营商环
境示范区、科技创新资源集聚区、开放
型经济和体制创新先行区，全力打造重
庆高新区发展升级版。

唐良智强调，在全市改革发展大局
中，高新区肩负着重大使命，承担着重
大责任。要坚持以改革为契机，不断深
化高新区管理体制改革，等高对接、争
创一流，当好改革排头兵、先行者，做好

“高”和“新”两篇文章，努力建成全市新
的经济增长极。要坚持以创新为引领，
围绕建设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加快向
创新型园区转型，高标准规划建设科学
城，大力发展创新型产业，着力营造近
者悦、远者来的人才发展环境，努力成
为重庆建设国家（西部）科技创新中心
的核心引擎。要坚持以开放为动力，主

动融入国际舞台，加快拓展开放平台，
强化自贸试验区创新政策先行先试，积
极营造法治化国际化便利化营商环境，
不断提升开放型经济发展水平。要坚
持以管理为保障，创新管理方式，精心编
制高新区规划，加强统一管理，强化政策
系统集成，放大政策综合效应，努力把政
策优势转化为发展优势、竞争优势。要
坚持以作风为抓手，紧扣“不忘初心、牢
记使命”主题教育，抓好班子、带好队伍，
守住底线、不碰红线，狠抓兑现、力促落
实，努力展现新作为、作出新贡献。市有
关部门和有关区要增进共识、凝聚合力，
为高新区改革发展创造良好条件。

唐良智最后强调，高新区要提高政
治站位，增强使命感；勇于改革创新，增
强紧迫感；强化担当作为，增强责任感；
干实干好共同事业，增强认同感，努力
在新时代重庆改革发展中展现新作为、
实现新突破。

市有关部门，有关区党委、政府，高
新区及其有关部门、有关镇街、有关单
位负责人参加会议。

唐良智在高新区干部大会上强调

以改革为契机 以创新为引领 以开放为动力
努力开创重庆高新区高质量发展新局面

新华社北京 6 月 18 日电 国家主
席习近平18日应约同美国总统特朗普
通电话。

特朗普表示，我期待着同习近平主
席在二十国集团领导人大阪峰会期间
再次会晤，就双边关系和我们共同关心
的问题进行深入沟通。美方重视美中
经贸合作，希望双方工作团队能展开沟
通，尽早找到解决当前分歧的办法。相

信全世界都希望看到美中达成协议。
习近平指出，近一段时间来，中美

关系遇到一些困难，这不符合双方利
益。中美合则两利、斗则俱伤。双方应
该按照我们达成的共识，在相互尊重、
互惠互利基础上，推进以协调、合作、稳
定为基调的中美关系。中美作为全球
最大的两个经济体，要共同发挥引领作
用，推动二十国集团大阪峰会达成积极

成果，为全球市场注入信心和活力。我
愿意同总统先生在二十国集团领导人
大阪峰会期间举行会晤，就事关中美关
系发展的根本性问题交换意见。

习近平强调，在经贸问题上，双方
应通过平等对话解决问题，关键是要照
顾彼此的合理关切。我们也希望美方
公平对待中国企业。我同意两国经贸
团队就如何解决分歧保持沟通。

习近平同美国总统特朗普通电话

国内第一高跨铁路桥阿蓬江大桥合龙国内第一高跨铁路桥阿蓬江大桥合龙
6月18日，国内第一高跨铁路桥阿蓬江大桥顺利合龙。第一高跨即桥墩高达123.5米、主跨达240米，如此高桥墩长跨度为

国内铁路罕见。阿蓬江大桥合龙，标志着黔（江）张（家界）常（德）铁路站前工作全部完成，为全线按时通线赢得了时间。
记者 罗斌 杨永芹 摄影报道

6月18日，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在北京接见空军第十三次党代表大会全体代表。这是习近平
同代表们亲切握手。 新华社记者 李刚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