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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 杨帆 张珺）
11 月4日，市委书记陈敏尔，市委副书
记、市长唐良智会见了出席2019中新
（重庆）战略性互联互通示范项目金融
峰会的中外重要嘉宾。

新加坡教育部长兼金融管理局董
事会成员王乙康，新加坡金融管理局
行长孟文能，柬埔寨国家银行（央行）
副行长妮占塔娜，老挝人民民主共和
国银行（央行）副行长达洛伊，中国进
出口银行党委书记、董事长胡晓炼，中
国人民银行副行长、国家外汇管理局
局长潘功胜，中国银保监会副主席黄
洪，中国证监会副主席阎庆民，国家开
发银行党委副书记欧阳卫民，中国农
业银行行长张青松，中国建设银行监
事长王永庆，广西壮族自治区政府常
务副主席秦如培、四川省政协副主席
欧阳泽华、云南省副省长董华等省区

负责人，市领导王赋、潘毅琴、李波参
加。

陈敏尔、唐良智代表市委、市政府
对各位中外嘉宾来渝出席中新金融峰
会表示欢迎和感谢。陈敏尔说，今年4
月，习近平主席亲临重庆视察指导，要
求重庆努力发挥“三个作用”，这是重
庆发展的重大机遇，也是重庆必须肩
负起的重大责任。发挥好“三个作
用”，离不开金融的有力支撑。我们着
力加大金融服务实体经济力度，加强
金融改革创新，推进金融对外开放，切
实防控金融风险，大力营造良好金融
生态，推动金融业持续健康发展。中
新互联互通项目以重庆为运营中心，
通过重庆与新加坡点与点的合作，带
动中国西部与东盟国家和地区面与面
的合作。在中新互联互通项目四大合
作领域中，金融服务具有重要基础性、

保障性作用，能够为交通物流、航空产
业、信息通信等三个领域合作“赋
能”。前不久召开的中新双边合作机
制会议，为推进各领域合作带来新机
遇。中新金融峰会已成为深化中新双
方合作、推动共建“一带一路”走深走
实的重要平台，参与度越来越高，影响
力越来越大。希望各位嘉宾围绕峰会

“金融互联互通·服务‘一带一路’——
金融开放创新助推陆海新通道”的主
题深入交流，贡献真知灼见。我们将
认真落实中新两国领导人达成的重要
共识，用足用好会议成果，深化金融领
域务实合作，携手推进国际陆海贸易
新通道建设，将中新互联互通项目合
作提高到新的水平，实现共赢发展。

中外嘉宾感谢重庆的热情接待，预
祝峰会取得圆满成功。王乙康、孟文能
说，东盟是中国重要的贸易伙伴，当前

双方贸易增长势头强劲、合作潜力巨
大。国际陆海贸易新通道将中国西部
与东盟国家和地区紧紧连接起来，愿进
一步加强与重庆的战略对接，在基础设
施互联互通、绿色金融、金融科技等领
域加强合作，充分发挥通道带物流、物
流带经贸、经贸带产业的作用，将国际
陆海贸易新通道打造成数字化的贸易
示范通道。潘功胜说，重庆市委、市政
府高度重视金融业创新发展，绿色金
融、普惠金融发展良好，内陆国际金融
中心建设稳步推进。中国人民银行将
充分发挥职能作用，全力服务和推动以
重庆为重要战略支点的新一轮西部开
发开放，进一步加强与东盟各国的国际
金融合作。

国家有关部委负责人，东南亚地区
有关国家嘉宾，市相关部门负责人等参
加。

陈敏尔唐良智会见出席中新金融峰会中外重要嘉宾

本报讯 （记者 杨骏 实习生
何春阳）11月5日，第二届中国国际进
口博览会（以下简称进博会）正式开
幕。重庆日报记者从市商务委了解到，
重庆共组织32个交易团赴上海参会。

市商务委介绍，32个交易团分别
由市级行业主管部门、区县、国家级开
放平台和大型经贸集团等单位牵头组
建，相关部门和区县政府负责人担任
交易团团长。各交易团分别对行业和
辖区内重点企业、机构开展调查摸底，
精心筛选出重点采购商名录，积极组

织企业参加进博会。
比如，两江新区组织重庆保税港

区开发管理集团有限公司、重庆两江
鱼复工业园建设投资有限公司、重庆
悦来投资集团有限公司等多家企业或
单位参会；渝中区推动重庆繁盛机电
技术进出口有限公司与境外参展商日
本伊藤忠、韩国SK集团达成采购合
作意向，还在中国国家馆布置渝中区
展台，展示其内外贸高质量发展成果。

此外，市商务委还协助组织部分
注册采购商参加进口博览局、中国银
行、工商银行等举办的供需对接会，进
一步提高采购对接成功率。

本届进博会期间，重庆将举行投
资贸易合作恳谈会，届时，数十家世界
五百强企业、知名跨国公司及外国商
协会将参会。

重庆32个交易团参加进博会

11月2日下午，正在上海考察的习近平总书记来到杨浦区滨江公共空间杨树
浦水厂滨江段，沿滨江栈桥察看黄浦江两岸风貌。习近平指出，城市是人民的城
市，人民城市为人民。无论是城市规划还是城市建设，无论是新城区建设还是老
城区改造，都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聚焦人民群众的需求，合理安排生产、生活、生
态空间，走内涵式、集约型、绿色化的高质量发展路子，努力创造宜业、宜居、宜乐、
宜游的良好环境，让人民有更多获得感，为人民创造更加幸福的美好生活。

上海将工业遗存、历史建筑、公共设施、休闲空间串起一江两岸的成功经验，
无疑对我市“两江四岸”规划建设有着极大的借鉴意义。日前，本报派出采访组
赴申城进行了为期一周的主题采访，探寻上海以人为本塑造滨水空间的答案。
敬请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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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上海如何让“工业锈带”变“生活秀带”

本报讯 （记者 罗静雯）11月4日，
2019中新（重庆）战略性互联互通示范
项目金融峰会在重庆悦来国际会议中
心开幕。本次峰会主题为“金融互联互
通·服务‘一带一路’——金融开放创新
助推陆海新通道”，来自中新两国和东
盟地区的金融界嘉宾齐聚山城，共同探
讨金融互联互通实现路径，共同描绘金
融合作美好蓝图，共同推动金融服务

“一带一路”走深走实。
市委副书记、市长唐良智在峰会开

幕式上致辞。唐良智代表市委、市政府，
代表陈敏尔书记，对各位嘉宾表示欢迎
和感谢。他说，重庆正深入贯彻落实习
近平主席视察重庆重要讲话精神，用好

“四大优势”，发挥“三个作用”，全面融入
共建“一带一路”和长江经济带发展，努
力在中国西部地区带头开放、带动开
放。中新互联互通项目是中新两国政府

从战略高度和长远角度推进的重大合作
项目，累计签约项目199个，总金额达
270亿美元，合作成效明显。前不久，中
新双边合作机制会议在重庆召开，中新
自贸协定升级版正式生效，西部陆海新
通道上升为中国国家战略。金融服务
是中新互联互通项目的重点合作领域，
当前，我们正深化拓展重庆与新加坡

“点对点”的金融合作，持续推进中国西
部地区与东盟各国“面对面”的互联互
通，谋划建设立足西部、面向东盟的内
陆国际金融中心。我们将充分发挥重
庆作为中新互联互通项目运营中心的
作用，积极推进中国西部地区与东盟各
国在金融政策创新、金融资源合作、金融
监管协作、金融服务交流等领域深化合
作，努力推动共建“一带一路”走深走实，
实现互利共赢、共同发展。

新加坡教育部长兼金融管理局董

事会成员王乙康在开幕式致辞中说，
多边主义和自由贸易是不可逆转的趋
势，重庆在中国西部大开发等战略中，
将为推进中国西部地区与东盟各国互
联互通发挥尤为关键的作用。东盟各
国已经成为中国加强经济合作和自由
贸易的重要合作伙伴，当前正大力开
展共建陆海新通道等合作。金融的互
联互通是互联互通的关键方面，优质
的金融服务可以支撑区域间的跨境贸
易和投资流动，中国与东盟在基础设
施融资、绿色金融等方面有很多合作
机会。希望以本次峰会为契机，推进
各方在金融互联互通领域深化合作，
提高金融服务质量，支撑区域实体经
济持续健康发展。

新加坡金融管理局行长孟文能，中
国人民银行副行长潘功胜，中国银保监
会副主席黄洪，中国证监会副主席阎庆

民，商务部财务司副司长袁晓明，中国
进出口银行董事长胡晓炼先后致辞。

柬埔寨国家银行副行长妮占塔娜，
老挝人民民主共和国银行副行长达洛
伊，中国国家开发银行党委副书记欧阳
卫民，中国农业银行行长张青松，中国
建设银行监事长王永庆，丝路基金公司
董事长谢多，美国科学院院士、诺贝尔
经济学奖获得者默顿先后作主题演讲。

开幕式前举行了重大项目签约活
动。此次签约项目 56 个，签约金额
1945.4亿元，包括：市政府分别与上海
黄金交易所、渣打（中国）银行签订协
议，中国银行间市场交易商协会、中国
人民银行重庆营业管理部、重庆市地方
金融监督管理局签订三方合作协议，南
向通道公司、丝路基金、北部湾港务集
团、新加坡PSA等企业签订合作协议
等。 （下转5版）

以高水平金融服务推动共建“一带一路”走深走实

2019 中 新 金 融 峰 会 在 渝 开 幕

上海市徐汇区滨江路段，市民正在江边跑步。 记者 齐岚森 摄

习近平分别会见牙买加希腊塞尔维亚总理
习近平会见林郑月娥

新华社北京11月4日电 近日，中央“不忘初心、牢记使
命”主题教育领导小组印发《关于对第一批主题教育单位整改
落实情况进行“回头看”的通知》，要求对第一批主题教育单位
持续推动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往深

里走、往心里走、往实里走情况，整改方案落实情况，专项整治
进展情况，上下联动整改情况进行“回头看”，认真开展自查、深
入分析研判、持续深化整改，不断增强人民群众的满意度、获得
感。 （下转5版）

中央“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领导小组印发《通知》

对第一批主题教育单位整改落实情况进行“回头看”

11月4日晚，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在上海和平饭店举行宴会，欢迎出席第二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
会的各国贵宾。这是习近平发表致辞。

新华社记者 王晔 摄

11月4日晚，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在上海和平饭店举行宴会，欢迎出席第二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的各国贵宾。这是宴会前，习近平
和彭丽媛同法国总统马克龙夫妇、牙买加总理霍尔尼斯夫妇、希腊总理米佐塔基斯夫妇、塞尔维亚总理布尔纳比奇等外方贵宾合影留念。

新华社记者 鞠鹏 摄

新华社上海11月4日电 （记者 季明 孙奕）国家主席
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4日晚在上海和平饭店举行宴会，欢迎
出席第二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的各国贵宾。

金秋时节，十里外滩，浦江两岸，广厦林立，流光溢彩，一
派繁荣景象。拥有近百年历史的和平饭店与不到30年间拔
地而起的陆家嘴金融中心交相辉映，共同见证申城的发展变
迁和中国的开放历程。

晚6时许，法国总统马克龙夫妇、牙买加总理霍尔尼斯夫妇、

希腊总理米佐塔基斯夫妇、塞尔维亚总理布尔纳比奇等外方贵
宾陆续抵达。习近平和彭丽媛同他们亲切交流并合影留念。

晚7时许，宴会开始。习近平发表致辞，代表中国政府和
中国人民热烈欢迎各国领导人和嘉宾的到来。

习近平指出，近代以来，上海就有“江海之通津，东南之都会”
的美誉，引领中国开放风气之先，近几十年来更成长为一座国际
化大都市。新中国成立70年特别是改革开放40多年来，中国取
得举世瞩目成就，中华大地发生了沧桑巨变。从中国的发展历程

中，我们深刻体会到，世界好，中国才能好；中国好，世界才更好。
习近平强调，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在短时间内，从无到

有，迅速吸引了世界各国和企业广泛参与，成为全球贸易发展
史上的一大创举，成为新时代国际合作的又一重要平台。中
国举办国际进口博览会，主动扩大进口，是着眼于推动新一轮
高水平对外开放、深化共建“一带一路”国际合作、共同构建开
放型世界经济的主动作为。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交易的是商
品和服务，交流的是文化和理念，迎的是五洲客，计的是天下

利，顺应的是各国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潮平两岸阔，风正
一帆悬。”让我们共同扬起合作之帆，乘着时代发展的东风，推
动世界经济之船扬帆远航，驶向生机盎然的春天。

宴会在欢乐祥和的气氛中进行。大家共同举杯，预祝第
二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圆满成功，祝愿各国发展繁荣、人民
幸福安康。

丁薛祥、李强、杨洁篪、胡春华、黄坤明、王毅、赵克志、何
立峰等参加上述活动。

习近平和彭丽媛设宴欢迎出席第二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的各国贵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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