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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 张珺）9 月 22
日，第十三届全国美术作品展览油画
展在我市开幕。市委书记陈敏尔，市
委副书记、市长唐良智，市人大常委会
主任张轩与来渝出席有关活动的中国
文联主席、中国作协主席铁凝一行举
行了座谈。

市领导张鸣、王赋、潘毅琴参加有
关活动。

陈敏尔、唐良智、张轩等欢迎铁凝
一行来渝，感谢中国文联、中国作协、
中国美协对重庆发展的关心支持，祝
贺第十三届全国美术作品展览油画
展、雕塑展在渝举行。陈敏尔说，习近
平总书记对文艺事业高度重视，党的十
八大以来发表一系列重要讲话，为新时
代社会主义文艺工作指明了方向。重
庆市深入贯彻总书记关于文艺工作的
重要论述，大力推进文联工作和文艺事
业发展，涌现出一大批优秀艺术家和文

艺作品，为新时代重庆改革发展凝聚起
强大动力。重庆是美丽的山城、江城和
历史文化名城，新时代重庆改革发展正
深入推进，精彩的故事每天都在这片
热土上发生。文艺创作既是艺术家的
个性表达，也需要体现时代特性、服务
时代发展。重庆的好山好水、历史人
文和发展实践，为文艺创作提供了丰
富的源泉和肥沃的土壤。中国文联和
中国作协人才济济、大师荟萃，希望继
续关心支持重庆，欢迎广大文艺家深
入重庆、了解重庆、书写重庆，创作反
映时代精神、展现重庆魅力的精品力
作，助力重庆文艺事业迈上新台阶。

铁凝感谢重庆为第十三届全国美
术作品展览油画展、雕塑展提供的周
到安排。她说，重庆是一座独具魅力
的活力之城，自然生态山清水秀，历史
人文底蕴深厚。在市委、市政府高度
重视下，重庆文艺事业发展保持良好

态势。此次展览既是庆祝新中国成立
70周年的重要活动，也为重庆增添了
一道清新美丽的文化风景。中国文联
和中国作协将积极发挥职能作用，促
进重庆文艺事业发展，为重庆改革发
展助力添彩。

第十三届全国美术作品展览油画展
于22日在四川美术学院美术馆举行，铁
凝、唐良智等出席开幕式。继22日油画
展之后，雕塑展将于25日在重庆当代美
术馆开幕。展览将持续1个月。

全国美术作品展览是国内水平最
高、规模最大、范围最广、种类最多、影
响最强的美术盛会，每五年举办一
次。第十三届全国美术作品展览在全
国10个省区市设立13个分展区，其中
油画、雕塑两大展览在重庆举办，这是
该展70年来第一次走进西部。中国
美协、市有关部门负责人，知名艺术家
代表参加有关活动。

第十三届全国美术作品展览油画展在渝举行

陈敏尔唐良智张轩
与中国文联主席、中国作协主席铁凝一行座谈

9月10日至19日，应新加坡政府、
菲律宾民主人民力量党、斯里兰卡统一
国民党邀请，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重庆
市委书记陈敏尔率中共代表团对三国进
行友好访问。中联部副部长郭业洲，市
委常委、常务副市长吴存荣，市委常委、
秘书长王赋随团访问。

10日上午10时许，代表团从江北
国际机场T3航站楼离港，一路前行，直
奔3000多公里外的访问首站——享有

“花园国家”美誉的新加坡。
10天时间，代表团行程紧凑、内容

丰富，取得丰硕成果。代表团紧紧围绕
服务国家外交大局，积极促进我同三国
双边关系、党际交往，推动地方务实合作
迈上新水平。陈敏尔广泛接触三国领导
人和主要政党领导人，分别会见了新加
坡人民行动党秘书长、政府总理李显龙，

新加坡人民行动党第一助理秘书长、政
府副总理兼财政部长王瑞杰，新加坡国
务资政兼国家安全统筹部长张志贤，新
加坡贸工部长陈振声；菲律宾总统杜特
尔特，菲律宾众议长阿兰·卡耶塔诺，菲
律宾达沃市市长萨拉·杜特尔特，菲律宾
执政联盟主要政党领导人；斯里兰卡总
统西里塞纳，斯里兰卡总理维克勒马辛
哈，斯里兰卡前总统拉贾帕克萨，斯里兰
卡议长卡鲁·贾亚苏里亚等政要，分别就
两党两国关系和共同关心的问题深入交
换意见，取得了深化友好、促进合作、共
谋发展的显著成效。

30余场公务活动、经贸交流合作接
连不断。代表团及重庆经贸工作团队与
当地工商界、企业界、媒体界人士积极互
动，重庆与新加坡、菲律宾等签署近40
项合作协议。在“一带一路”框架下，重
庆与新、菲、斯三国进一步增进了了解、
扩大了共识、深化了合作，在共建“一带
一路”中共享发展机遇、携手互利共赢。

推动重庆与新加坡
合作迈上新台阶——

携手推进中新（重庆）
战略性互联互通示范项
目，打造国际陆海贸易新
通道，拓展大数据智能化
创新合作

志合者，不以山海为远。重庆与新
加坡虽然相隔千里，却有着特殊而紧密
的联系。

重庆是中国西部大开发的重要战略
支点,处在“一带一路”和长江经济带联
结点上；新加坡是国际金融中心和航运
中心，是“一带一路”沿线的重要一站。
蒸蒸日上的中新互联互通项目，把两地
更加紧密联系在一起，为跨越千山万水
的合作打开了更大空间。

推进中新互联互通项目重点领域合
作，是此次访新重点。代表团实地考察
新加坡航空产业发展，近距离了解金融
业创新成果，深入学习港口管理先进理
念，与新方探讨推动两地高校科研机构
互学互鉴——

在樟宜机场，以大数据智能化技术
为支撑的“畅快通行”系统显著提升服务
水平。大家看演示，听介绍，了解运行方

式和特点。“星耀樟宜”项目以别具一格
的景观和服务设施吸引全球旅客，其高
效集约利用空间资源的方法，为旅客创
造休闲时间的做法令人印象深刻。大家
纷纷表示，樟宜机场先进的建设管理理
念值得重庆学习借鉴。

在新加坡交易所，大家边走边听边
议，并与新加坡金融界人士交流互动。
其间，双方就推动重庆与新加坡“点与
点”、中国西部地区与东盟各国“面与
面”、金融与科技、政府和企业及金融机
构等的互联互通深入沟通。

在新加坡港，代表团走进这个亚太
地区最大转口港、世界最大的集装箱港
港区，认真听取介绍，实地考察港口发展
情况，观看国际陆海贸易新通道全球物
流系统可视化演示，与港口和物流企业
负责人一起探讨通道降本增效的办法。

在新加坡国立大学，来自重庆和新加
坡两地的政府、科研单位负责人，就推进大
数据智能化发展、科研机构交流、高端人才
培养、校企互动等方面的合作展开深入讨
论。该校与重庆两江新区合作建设的新加
坡国立大学（重庆）研究院呼之欲出，双方
将在此基础上开展全方位合作……

9月11日，中国（重庆）—新加坡经
贸合作论坛举行。陈敏尔在论坛上致辞
并见证中新（重庆）国际互联网数据专用
通道开通。来自重庆和新加坡两地的政
府、工商界和媒体人士代表在论坛上展
开交流，共商合作之策，共话美好未来。
当日，重庆与新加坡签署近30项合作协
议，包括加强贸易和投资合作，推动资本
市场融合发展、提高金融服务合作水平，
以及促进中新（重庆）国际互联网数据专
用通道运营和应用合作等。

拓展重庆与菲律宾
合作新空间——

共同扩大投资贸易规
模，发展高新技术产业，推
动企业务实合作

重庆是美丽的山水之城，菲律宾是
著名的千岛之国。

作为共建“一带一路”倡议的重要参
与者、推动者，菲律宾正积极参与国际陆
海贸易新通道建设；重庆处在“一带一
路”和长江经济带的联结点上，是国际陆
海贸易新通道的枢纽。 （下转2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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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 罗静雯）近日，市
委副书记、市长唐良智到江津区调研消
费品工业。他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习
近平总书记视察重庆重要讲话精神，按
照市委、市政府部署和陈敏尔书记要
求，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进一
步丰富品种、提升品质、创建品牌、拓展
市场，坚定不移推动消费品工业高质量
发展，努力为消费者创造高品质生活。

重庆江小白酒业公司具备完整产

业链，积极拥抱互联网、大数据、智能
化，建设数字化车间、智能化包装生产
线，实现业务在线、用户在线，产品远销
29个国家和地区。益海嘉里（重庆）粮
油公司是世界500强新加坡丰益国际
在渝投资企业，主要生产金龙鱼等系列
食用油。唐良智走进这两家企业，详细
了解产品种类、市场销售等情况。他
说，企业要优化产品结构，促进产品提
质升级，把好味道、好品牌传播到全世

界。他还前往江津兰家沱港区调研。
唐良智说，消费品工业是我市传统

优势产业，已形成以千亿级食品和百亿级
造纸、纺织服装、塑料、家具、照明等为支
撑，眼镜、钟表等特色轻工加速培育的产
业格局。推动消费品工业高质量发展，是
稳定工业经济基本面、满足人民群众对美
好生活向往的重要举措。要充分发挥市
场机制作用，围绕消费者多样化需求，推
动消费品工业增品种、提品质、创品牌、拓

市场，坚定不移把消费品工业做大做强。
要强化顶层设计，科学制定消费品工业发
展规划。要强化质量意识，弘扬精益求精
的工匠精神，引导企业实施精细化质量管
理，在提高科技含量和性能等方面下大功
夫。要强化品牌建设，着力培育一批具有
深厚文化底蕴和明显地域特色、市场占有
率高、附加值高的区域品牌及企业（产
品）品牌，不断提高知名度和美誉度。要
强化创意设计和市场营销，提升创意设
计水平，引导企业开展互联网营销，助推
更多消费品走向大市场、闯出新天地。
要强化智能制造，持续推进大数据智能化
应用。各有关部门要着力完善产业支持
政策，加大精准服务企业力度，创新监管
方式，严打假冒伪劣，营造公平竞争营商
环境。

市有关部门、江津区负责人参加
调研。

唐良智调研消费品工业时强调

丰富品种 提升品质 创建品牌
坚定不移推动消费品工业高质量发展 本报讯 （记者 颜若雯）9月20

日，市人大常委会召开纪念地方人大设
立常委会40周年座谈会。市人大常委
会主任张轩出席会议并讲话。

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刘学普、杜黎
明、夏祖相、王越，秘书长龙华出席会议。

会上，市人大法制委、市人大常委
会人代工委、万州区人大常委会、黔江
区人大常委会、涪陵区人大常委会、渝
中区人大常委会、石柱土家族自治县人
大常委会负责同志和市三届、四届、五
届人大代表彭德利作了交流发言。全

市各区县人大常委会、市人大各专工委
负责人参会。

张轩指出，在地方人大设立常委会
40周年之际，习近平总书记专门作出
重要指示，为做好新时代人大工作特别
是地方人大工作指明了方向，提供了遵
循。要认真学习、深刻领会、全面落实
好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和栗战书
委员长在全国人大常委会纪念地方人
大设立常委会40周年座谈会上的讲
话，接续奋斗、开拓进取，共同做好新时
代人大工作。 （下转2版）

市人大常委会召开纪念地方人大
设立常委会40周年座谈会

张轩出席

9月11日，中新（重庆）国际互联网数据专用通道开通，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重庆
市委书记陈敏尔和新加坡贸工部长陈振声见证了开通仪式，这是中国与另一个国家
的首条点对点的数据通道。 记者 巨建兵 摄

同心同力共襄伟业
汇聚实现民族复兴的磅礴力量

——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政协工作会议暨庆祝中国人民政治协商
会议成立70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引发社会各界热烈反响

调动一切可以调动的积极因素
——论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政协工作会议暨庆祝中国

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成立70周年大会重要讲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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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8版刊登“关注第十三届全国美展油画展”）
9月22日，四川美术学院美术馆，市民正在观看展览。9月22日，四川美术学院美术馆，两位

小朋友停留在一幅油画作品前仔细欣赏。

9月22日，第十三届全国美术作品展览油画展在四川美术学院美术馆开幕。
本组图片由记者齐岚森、龙帆摄

全国美展油画展开幕首日受热捧全国美展油画展开幕首日受热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