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两江短评

最近，冷酸灵推出的“火锅牙膏”在网络爆红。产品
走红的背后，是企业对创新的坚持。正是企业主动拥抱
互联网大数据，利用互联网跨界对研发和营销升级，让冷
酸灵这个重庆老品牌受到年轻消费者的青睐。

三峡洗衣机、奥妮洗发水、天府可乐、山城啤酒……
这些曾经承载了许多重庆人记忆的老品牌，如今有的
销声匿迹，有的涅槃重生。潮起潮落间，折射出创新在
市场竞争中的核心作用。即便是明星企业，如果跟不
上市场变革的步伐，缺乏持续创新力，也会掉队落伍、
惨遭淘汰。

有人说，老品牌要想活得好，既要守得住经典，也要
当得了“网红”。当然，老品牌转型是一个持续过程，并非
当一次“网红”就能重塑基因。让老品牌焕发青春活力，
就要紧扣市场消费升级和个性化需求，持续推进产品创
新、经营创新、销售模式创新，通过“互联网+”提升市场
适应能力。这样才能避免“火爆一时，后继乏力”的“网
红”效应，维持长久的新鲜度。

冷酸灵的创新发展，对其他老品牌是一个启发。把
坚守与创新有效结合，让老品牌发新芽，才能让品牌充满
生机活力，在市场大潮中真正屹立不倒。

“火锅牙膏”热销的背后
□刘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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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7月2日电 （记者 白洁）国家主席习近平
2日在人民大会堂同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举行会谈。

习近平指出，中国和土耳其都是重要新兴市场国家和发
展中大国，双方加强战略合作具有重要意义。两国要增进政
治互信，强化战略沟通，相互尊重彼此在涉及主权、独立和领
土完整问题上的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巩固中土战略合作关
系发展的政治基础，确保双方关系始终在健康稳定的轨道上
运行。要采取切实行动，推进反恐安全合作。中方赞赏总统
先生多次重申不允许任何势力在土耳其从事反华分裂活动，
重视土方多次强调支持中方打击恐怖主义，愿同土方加强在
国际反恐领域合作。要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扩大务实合作。
土耳其是共建“一带一路”的重要伙伴，中方愿同土方加快共
建“一带一路”倡议和“中间走廊”计划的对接，稳步推进贸易、

投资、科技、能源、基础设施及重大项目合作，同时积极开展中
小型、惠民项目合作，让更多企业和民众从中土合作中获得实
实在在的好处。要继续扩大人文交流和旅游合作，增进两国
人民的相互了解，夯实中土友好的民意基础。

习近平强调，当前国际形势正在发生巨大变化，中土要坚
定维护以联合国为核心、以国际法为基础的国际体系，维护多
边主义和国际公平正义，维护以世界贸易组织为核心的多边
贸易体制，努力深化两国战略合作关系，捍卫两国和广大发展
中国家的共同利益，共同构建相互尊重、公平正义、合作共赢
的新型国际关系。双方要在地区事务中保持沟通与协调，共
同推动政治解决有关热点问题，为实现地区和平、稳定、发展
作出贡献。

（下转2版）

习近平同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举行会谈

本报讯 （记者 罗静雯）7月2日，市
长唐良智主持召开市政府第54次常务会
议，研究了我市农村人居环境整治工作。

会议指出，改善农村人居环境是以习
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从战略和全局
高度作出的重大决策，是全面建成小康社
会的硬任务。市委、市政府高度重视农村
人居环境整治工作，统筹推进农村“厕所
革命”、生活垃圾治理、生活污水治理、村
容村貌提升、农业生产废弃物资源化利
用、村庄规划编制等重点任务，引导村民
养成良好卫生习惯，完善建设和管护机
制，农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明
显增强。

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
书记关于建设好生态宜居美丽乡村的重
要批示指示精神，按照市委部署和陈敏尔
书记要求，有力有序有效推进农村人居环
境整治，一件事情接着一件事情办，一年
接着一年干，建设好生态宜居美丽乡村。
要因地制宜、精准施策，实事求是确定整
治行动目标，分类指导、分区域推进，实现
改善农村人居环境与各地农村经济社会
发展水平相适应。要加快补齐农村基础
设施短板，突出抓好农村“厕所革命”、生
活垃圾治理、生活污水治理、村容村貌提
升等重点工作。要推动形成工作合力，突
出市与区县共治、各级职能部门同治、政
府社会村民合治，动员各方力量，整合各
种资源，共同推动农村人居环境整治工作
取得实效。

会议研究了全市经济运行工作。会
议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视察重
庆重要讲话精神，全面落实中央“六稳”要
求和市委安排部署，扎实做好当前经济工作，着力稳住经济基
本面、培育新的增长点，坚定不移推动高质量发展。要保持战
略定力，增强发展信心，多做既利当前、更利长远的基础性工
作，把短板补齐，把长板加长。要发挥区县主体责任，积极主
动担当作为，以钉钉子精神解决实际问题和困难，为全市经济
高质量发展多作贡献。 （下转2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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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 曾立）重庆日报记者
7月2日获悉，市发展改革委近日正式批复
了重庆火车西站东接线工程可行性研究报
告。项目全长9.4公里，呈东西走向，总投
资约74.9亿元，建成后将缓解重庆西站对
外的交通压力。

据介绍，重庆火车西站东接线工程位
于九龙坡区，西起内环凤中立交（不含），
连接重庆西站，东接规划黄桷坪长江大桥
（不含）。主要工程包括长隧道2座（九龙
半岛隧道、巴国城隧道），中隧道1座（兴堰
路下穿道），互通立交2座（石竹山立交、陈
庹路立交）、简易立交2座（创业立交、西郊
路立交）。

（下转2版）

重庆火车西站东接线工程获批
全长9.4公里 通车后从西站到杨家坪最快10分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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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市发改委 制图/乔宇

重庆火车西站东接线
工程示意图

习近平能源安全新战略的
浙江探索

新华社北京 7 月 2 日电 2019世界新
能源汽车大会2日在海南博鳌召开。国家
主席习近平致贺信，对大会的召开表示热烈
祝贺。

习近平指出，当前随着新一轮科技革命
和产业变革孕育兴起，新能源汽车产业正进
入加速发展的新阶段，不仅为各国经济增长
注入强劲新动能，也有助于减少温室气体排

放，应对气候变化挑战，改善全球生态环境。
习近平强调，中国坚持走绿色、低碳、可

持续发展道路，愿同国际社会一道，加速推
进新能源汽车科技创新和相关产业发展，为

建设清洁美丽世界、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
体作出更大贡献。希望各位嘉宾深入交流、
凝聚共识，深化新能源汽车产业交流合作，让
创新科技发展成果更好造福世界各国人民。

习近平向2019世界新能源汽车大会致贺信

本报讯 （记者 杨帆 张珺）7月2日，
市委书记陈敏尔，市委副书记、市长唐良智
检查2018智博会项目落地和2019智博会
筹备情况并调研大数据智能化发展。陈敏
尔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视察
重庆重要讲话精神，坚定不移把大数据智能
化创新作为重庆发展的战略选择，高质量抓
好2018智博会签约项目落地，继续高标准
办好2019智博会，深度参与数字经济国际
合作，推动智能制造和智慧城市建设，让智
能化为经济赋能、为生活添彩。

市领导吴存荣、王赋、段成刚参加调研。
距2019智博会开幕只有不到2个月，

筹备工作已进入关键阶段。陈敏尔、唐良
智十分关心智博会筹备工作，实地考察展
会有关设施建设，了解布展、观展准备等情
况。仙桃国际大数据谷已初步形成完善的
大数据产业链、价值链和生态系统。陈敏
尔详细了解园区功能规划、区位特点和入
驻企业情况，同“伏特猫”科技、物奇科技等
企业人员交谈。来到重庆经济社会发展大
数据决策支持平台前，陈敏尔察看我市外
贸、人才等数据分析情况，希望平台为重庆
发展提供精准数据服务。位于园区的全国

首个5G自动驾驶公共服务平台，将在智博
会期间为参观者提供全新驾驶体验，陈敏
尔饶有兴趣地观看驾驶演示。他说，仙桃
国际大数据谷要加强产城融合，注重内容
建设，积极引进战略合作者，培育发展新产
业、新业态、新模式，加快建设国内领先的
大数据产业生态谷。

去年，首届智博会取得圆满成功，一系
列签约项目落地实施。位于仙桃国际大数
据谷的华为（重庆）软开云创新中心，去年以
来已为265家企业、3000多位软件开发人员
提供服务。陈敏尔、唐良智同企业管理和科
研人员交谈，鼓励中心加快发展、做大做强，
努力成为全国领先的云服务平台。乘着智
博会东风，两江数字经济产业园人工智能、
大数据、物联网等产业加速集聚。阿里巴巴
智能重庆中心进驻以来，业务已涵盖金融、
跨境电商、菜鸟物流、阿里云等板块。陈敏
尔听取项目落地情况介绍，与企业负责人就
进一步拓展合作领域深入交流。在两江新
区涉外商务区，面向未来智慧互联的腾讯西
南总部大楼即将投用。腾讯负责人告诉陈
敏尔，腾讯主要核心业务均已布局重庆，形
成多业务发展格局。走进紫光集团创新体

验中心，陈敏尔询问合作项目推进情况。得
知在新项目牵引下，企业在渝发展势头强
劲，陈敏尔十分高兴。他说，重庆将全力为
广大企业在渝发展提供服务，希望进一步深
化战略合作，共同推动重庆大数据智能化创
新发展。

未来智慧生活体验园位于嘉陵江畔的
礼嘉半岛，是两江新区智慧生态城的重点项
目，园区绿草茵茵、树木葱郁，美丽的江湾彰
显着山水之城的独特魅力。体验园以生态、
绿色、智能为本底，将人工智能、大数据、物
联网等现代信息技术贯穿于生产生活生态
空间，打造智能化生活场景体验平台，所有
设施和服务实现智能化运营。体验园将在
今年智博会期间精彩亮相，为公众带来一场
智慧盛宴。陈敏尔、唐良智察看5G综合体
验馆、未来智家、云尚体验中心等建设情况，
体验全球首款L4级自动驾驶巴士，对园区
规划建设给予充分肯定。陈敏尔说，要坚持

“绿色+智能化”的理念，保护好生态本底，运
用好智能化要素，高质量高水平打造一座智
慧之城、未来之城。

调研中，陈敏尔说，习近平总书记在视
察重庆时对我市培育壮大智能产业的思路

和工作给予肯定，要求我们深入抓下去，并
强调要继续高标准办好智博会，深度参与数
字经济国际合作。全市上下要深入学习贯
彻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坚定不移把大数据
智能化创新作为重庆发展的战略选择，一手
抓研发创新、一手抓补链成群，着力构建“芯
屏器核网”全产业链，促进数字经济和实体
经济深度融合，培育经济发展新动能。要把
智能制造作为产业创新的主攻方向，大力推
进传统产业智能化升级，做大做强人工智
能、集成电路、软件服务、智能机器人等智能
产业，打造智能制造优势产业集群。要把智
慧城市作为智能化应用服务的主要抓手，加
快信息基础设施建设，增强数据采集分析利
用能力，提升城市管理服务智能化水平。智
博会是我市大数据智能化发展的重要平台
和抓手。要加强统筹协调，创造最优条件，
高质量抓好首届智博会签约项目落地落实，
把智博会成果转化运用好，让“智慧树”在重
庆落地生根、开花结果。要按照细致、精致、
极致的要求，扎实做好今年智博会招展布
展、活动谋划等各项筹备工作，确保智博会
成功、圆满、精彩。

市有关部门负责人参加调研。

陈敏尔唐良智在检查2018智博会项目落地
2019智博会筹备情况并调研大数据智能化发展时强调

高质量抓好项目落地 高标准搞好筹备工作
让智能化为经济赋能为生活添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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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道春34年坚守云阳环保一线

守护绿水青山的“老黄牛”

人民日报评论员文章

坚决支持特区政府
对严重违法行为追究到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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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版刊登“先锋的力量”

7月2日，黔张常铁路重庆段全线
贯通，为今年底通车打下了基础。这是
当天航拍的黔张常铁路黔江铁炉堡特
大桥。

黔张常铁路全长336.3公里，为客
货共线国家一级双线电气化铁路，设计
时速200公里，其中重庆境内约23公里。

特约摄影 杨敏

黔张常铁路
重庆段全线贯通

6版刊登“丰碑 重走成渝铁路” 9版刊登

60个车站 55997吨钢轨 128万多根枕木

就地取材 巧建铁路
做有家国情怀的精神富翁

——记继承父志的卢国纪

香港特区行政长官、国务院港澳办、
香港中联办、外交部驻港公署

强烈谴责暴力冲击
破坏立法会行为

重庆
火车西站

凤中立交
（不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