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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西宁8月19日电 在第一届国家
公园论坛开幕之际，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
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发来贺信，向论坛的
召开表示热烈的祝贺，向出席论坛的各国嘉
宾和各界人士表示诚挚的欢迎。

习近平在贺信中指出，生态文明建设对
人类文明发展进步具有十分重大的意义。
近年来，中国坚持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
理念，坚持山水林田湖草系统治理，实行了
国家公园体制。三江源国家公园就是中国
第一个国家公园体制试点。中国实行国家
公园体制，目的是保持自然生态系统的原
真性和完整性，保护生物多样性，保护生态
安全屏障，给子孙后代留下珍贵的自然资
产。这是中国推进自然生态保护、建设美
丽中国、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一项重要
举措。

习近平强调，中国加强生态文明建设，既
要紧密结合中国国情，又要广泛借鉴国外成

功经验。希望本届论坛围绕“建立以国家公
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这一主题，深入
研讨、集思广益，为携手创造世界生态文明的
美好未来、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作出贡
献。

19日上午，第一届国家公园论坛在青海
西宁开幕。开幕式上宣读了习近平的贺信。
全国政协副主席陈晓光出席开幕式。

第一届国家公园论坛由国家林业和草
原局、青海省政府主办，包括主论坛、分论

坛、边会、场外互动和展示活动等环节。中
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国家公园体制试
点省份、相关研究机构负责同志，相关国家
及国际组织代表，专家学者代表等约450
人出席论坛。

习近平致信祝贺第一届国家公园论坛开幕强调

为携手创造世界生态文明美好未来
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作出贡献

值此第一届国家公园论坛开幕之际，
我谨向论坛的召开表示热烈的祝贺！向
出席论坛的各国嘉宾和各界人士表示诚
挚的欢迎！

生态文明建设对人类文明发展进步
具有十分重大的意义。近年来，中国坚持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坚持山水
林田湖草系统治理，实行了国家公园体
制。三江源国家公园就是中国第一个国
家公园体制试点。中国实行国家公园体
制，目的是保持自然生态系统的原真性和

完整性，保护生物多样性，保护生态安全
屏障，给子孙后代留下珍贵的自然资产。
这是中国推进自然生态保护、建设美丽中
国、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一项重要举
措。

中国加强生态文明建设，既要紧密结
合中国国情，又要广泛借鉴国外成功经

验。希望本届论坛围绕“建立以国家公园
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这一主题，深
入研讨、集思广益，为携手创造世界生态
文明的美好未来、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
体作出贡献。

最后，预祝第一届国家公园论坛圆满
成功！

习近平
2019年8月19日

（新华社北京8月19日电）

贺 信

蒋先齐同志遗体送别活动举行
本报讯 原四川省重庆市政协副主席、享受直辖市副

市级待遇退休干部蒋先齐同志遗体送别活动，8月19日上
午在重庆市石桥铺殡仪馆举行。

送别大厅庄严肃穆，哀乐低回。在“沉痛悼念蒋先
齐同志”的黑底白字横幅下，悬挂着蒋先齐同志的遗
像。蒋先齐同志安卧在鲜花翠柏丛中，身上覆盖着鲜红
的中国共产党党旗。

蒋先齐同志逝世后，市委、市人大常委会、市政府、
市政协及其办公厅分别献了花圈。市委书记陈敏尔，最
高人民检察院党组书记、检察长张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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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
政协社会和法制委员会副主任徐敬业，老同志张文彬、
甘宇平、刘志忠、王鸿举、邢元敏、陈光国、黄奇帆、徐松
南等以及有关部门和单位也分别献了花圈。

上午9时，王炯、刘强、徐代银等市领导，市检察院检
察长贺恒扬和老同志代表张文彬等及有关部门负责同
志前往石桥铺殡仪馆为蒋先齐同志送别并向他的亲属
表示慰问。

蒋先齐同志生病住院期间，市委常委、组织部部长
胡文容及市级有关负责同志前往医院看望；蒋先齐同志
逝世后，又分别以不同方式向其亲属表示慰问。

福建省长汀县是红九军团的
长征出发地，那里的一座木质廊
桥上，至今还保留着当年红军征
兵的等高线——“人比枪高当红
军。”长汀县濯田镇，烈士的名单
刻满了纪念馆整整一面墙——在
册烈士917名，大部分参加了红
34师，几乎都长眠在湘江之畔。

长征，书写的是奋斗历史，树
立的是信仰丰碑。“习近平总书记
在重要指示中希望广大党员、干
部牢记党的初心和使命。初心和
使命哪里寻找？就镌刻在那条生
命等高线上，在那面烈士纪念墙
上，在无数生死与共、守望相助的
故事中。”在长汀县采访的人民日
报记者颜珂说。

习近平总书记近日对“记者
再走长征路”主题采访活动作出
重要指示，引发各界强烈反响。

今年是新中国成立 70 周
年，也是红军长征出发 85 周
年。中宣部6月11日至8月18
日组织开展了“壮丽70年·奋斗
新时代——记者再走长征路”主
题采访活动。先后有1300余名
记者追随当年红军长征步伐，深
入实地采访，累计跨越1.6万余公
里，推出万余篇报道。

“伟大长征精神是全党全国
各族人民不断砥砺前行的强大精
神动力。”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
示，让在湖北十堰郧西采访的湖
北广播电视台记者杨慧华感触颇
深。

一路走来，杨慧华都深深感
觉到红军长征所到之处，让农民
做主人、为农民谋幸福的主张。

“这不仅是印在纸上，写在墙上，
更是用实际行动让老百姓记在心
上。”

杨慧华说，长征精神是一批
批红军战士不怕吃苦、不惧牺牲，
无坚不摧、顾全大局的革命英雄
主义，也是牺牲小我为革命、坚定
不移相信党的军民鱼水情，谱写
出的一曲曲动人的篇章。

作为遵义会议纪念馆最年轻
的讲解员，24岁的周平青对长征
故事烂熟于心，信手拈来。她印
象最深刻的长征故事是湘江战
役，印象最深刻的长征人物是“断
肠明志”的红34师师长陈树湘。

“每当讲起这些故事，我经常
是含着泪的，也能看到很多游客
眼中闪动的泪花。”她说。

当讲解员一年多来，周平青下班后常和同事讨论长征，回
到家还会阅读有关长征的书籍。“最重要的是，我对总书记在
重要指示中所说‘红色政权来之不易、新中国来之不易、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来之不易’有了更深刻的理解，会时时提醒自己
要爱惜现在的生活。应该让更多的年轻人了解长征。”

江西省赣州市交通局干部王侃，是红军战士王承登的孙
子，小时候常听爷爷讲起长征的故事：翻越夹金山时，和战友
们冒着高山严寒向上攀登；战友们穿着破旧的单衣，草鞋早就
裹满了冰雪，身旁有的战友跌倒了，就再也没有起来……

“新的征程已经开始。”王侃说，伟大的长征精神是“用生
命和鲜血铸就的”，将长征的故事一代一代传承下去，对阐释
长征精神很有意义。

四川大学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教师王娇说，长征是一次
理想与信念的伟大远征，老一辈革命家的实践告诉我们，艰难
永远夺不走我们的信念。“每一代人都有属于自己时代的长征
路，今天的我们要从长征精神中汲取信心、智慧和力量，才能
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新长征’路上勇往直前。”

（下转2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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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距2019智博会开幕

还有 天6

市民到医院看病，带部手机就能解决许
多琐碎问题；排水管网堵塞了，智能管理系统
能准确找到出毛病的部位……这些曾被认为
是“高大上”的新技术，将出现我们的城市生
活中。

重庆日报记者从市大数据发展局了解
到，我市日前印发《重庆市新型智慧城市建设
方案(2019—2022年)》（以下简称《方案》）。
《方案》提出，到2022年，建成全国大数据智
能化应用示范城市、城乡融合发展的智慧社
会样板，以新型智慧城市创新建设带动重庆
实现新一轮跨越式发展。

一个“善感知、会呼吸、有温度”的城市，
离市民越来越近。

多个方面亮点纷呈，各领域
智能化应用全面铺开

前不久，北碚区亮出了上半年环保成绩
单。截至6月底，该区空气质量优良天数达
163天，比去年同期增加8天，位居主城区第
一。

北碚是怎么做到的？智慧环保建设是一
个重要原因。

去年，北碚在全市率先投用大气污染防
治网格化监测预警体系。该系统投运以来，
全区出动巡查人员比往年减少约50%，发现
处置问题的数量增加30%以上。

北碚区以智能化“千里眼”防治大气污
染，不仅是我市推进智慧环保建设的一大亮
点，也是我市建设新型智慧城市的有力见证。

市大数据发展局相关负责人介绍，近两
年来，我市依托大数据、人工智能、物联网等
技术，积极探索新型智慧城市建设，六个方面
亮点纷呈——

一是信息基础设施日渐完善。重庆在西
部率先建成“全光网城市”，实现城市光纤到
户家庭全覆盖，入围国家首批5G规模组网

示范试点城市，已建成5G基站超1300个。
二是公共服务智能化能力不断增强。我

市建成覆盖全市的市—区（县）两级人口健康
信息平台。全市累计发放社会保障卡3500
万张，基本实现全市全覆盖，并实现与贵州、
海南等6省区医保跨省漫游。

三是城市治理智能化应用不断拓展。全

市所有二级及以上汽车客运站完成联网，在
全国率先实现省域全覆盖。我市基本建成主
城区道路运行监测分析、车辆运行监测分析
系统，在全国第一次实现上百平方公里大范
围网络车辆运行活动分析。

四是政府管理智能化水平不断提升。“渝
快办”政务服务平台上线运行，在线办理事项

超过500项。“多规合一”空间大数据管理平
台整合形成覆盖全市的“一张蓝图”。

五是产业融合智能化程度不断加深。比
如，重庆成为工业互联网标识解析国家顶级节
点5个建设城市之一，中移物联网OneNET平
台、阿里飞象工业互联网平台投用。

（下转4版）

重庆全力打造城市“智慧引擎”
力争2022年建成全国大数据智能化应用示范城市

本报记者 廖雪梅

全科医生 当好基层健康“守门人”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推动医疗卫生工作重心下移、医疗卫生资源下沉，

推动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为群众提供安全有效方便价廉的公共卫生和
基本医疗服务，真正解决好基层群众看病难、看病贵问题。

■“他们做了子女们
都做不到的事情”

■“在镇上也能享受
到市级医院水平的医疗”

■“努力当好群众健
康‘守门人’”

建设1个城市智能中枢1

夯实新一代信息基础设施、标
准评估和网络安全3大支撑
体系

3

发展民生服务、城市治理、政
府管理、产业融合、生态宜居
5类智能化创新应用，全面提
升经济社会各领域大数据智
能化发展水平

5

重大战略落地项目，优先推进智慧口岸物流、智慧环保、精准扶贫大数
据等领域项目

问题导向项目，优先推进智能交通、智能公共安全、“互联网+”监管、智能
应急等领域项目

特色品牌项目，优先推进“渝快办”、“渝快融”、
智慧医疗、智慧城管、智慧文旅、城建大数据等项目

支撑体系项目，优先推进5G网络规模商
用、网络安全技术防护等领域项目

智能中枢项目，优先推进数字重庆云平
台、城市大数据资源中心等项目

“135”总体架构 重点突破

制图/乔宇

总书记关心的百姓身边事

5版刊登“追寻先辈的足迹”

《新华日报》的
“红色管家”熊瑾玎

9版刊登“经济周刊”

这些企业
为何逆势“飘红”

8版刊登

农村贫困人口大病专项
救治新增8个病种

高山纳凉
8 月 19 日，万盛

经开区黑山景区八角
露营基地迎来大批纳
凉的市民。连日高
温，万盛黑山谷、九锅
箐、南天门等高山景
区凭借森林覆盖率
高、空气清新、气候凉
爽，成为市民避暑纳
凉的好地方。

特约摄影 曹永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