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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务简报
●4月29日，由市商务委、中国银联重庆分公司主办的

“爱尚重庆 惠享渝味”活动在解放碑步行街正式启幕，市
政协副主席周克勤出席启动仪式。 （记者 黄光红）

●4月29日，副市长李波在渝中区、南岸区检
查“五一”节日商务领域防疫、市场保供和安全生
产工作。 （记者 申晓佳）

要闻 2CHONGQING DAI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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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编 陈龙华 美编 何洪

据新华社北京4月29日电 政协第十三届全国委员会第
三十五次主席会议日前在京召开，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重
要讲话精神，研究部署相关工作。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
政协主席汪洋主持会议并讲话。

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召开政协第十三届全国委员会第三
次会议的决定（草案）、全国政协十三届三次会议议程（草案）
和日程（草案）、全国政协十三届常委会第十次会议议程（草
案）和日程，听取了全国政协十三届三次会议筹备工作情况的
汇报。会议建议全国政协十三届三次会议于5月21日在北京
召开。

汪洋指出，一年一度的全国“两会”，是我国政治生活中的
一件大事。在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常态化的特殊背景下召开全
国“两会”，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作出的重大决
定。我们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精神，把
思想和行动统一到中共中央决策部署上来，增强“四个意识”，
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把中共中央关于召开全国

“两会”的各项部署和要求落到实处。
汪洋强调，全国政协十三届三次会议是中央政协工作会

议后召开的第一次政协全体会议，是对政协贯彻落实中央政
协工作会议精神成效的直接检验。要提高建言资政质量，聚
焦党和国家中心任务深入协商议政，在重大疫情防控、全面
建成小康社会、脱贫攻坚、编制“十四五”规划等方面建真言、
谋良策。要广泛凝聚共识，通过多种方式展示抗击疫情中展
现出来的中国力量、中国智慧、中国精神，进一步增进各族各
界人士对中国共产党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政治认同、
思想认同、理论认同、情感认同，把“抗疫精神”转化为推动经
济社会发展的动力。要将大会筹备和疫情防控工作一同谋
划、一体推进，周密考虑、做足预案，抓细抓实各项工作，把会
议开成提振信心、鼓舞士气的大会，把各方面智慧和力量凝聚
到确保完成决战决胜脱贫攻坚目标任务和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上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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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七次会议
29 日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闭
幕。会议经表决，通过了新修订的
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决定免
去傅政华的司法部部长职务，任命
唐一军为司法部部长，免去李干杰
的生态环境部部长职务，任命黄润
秋为生态环境部部长。国家主席
习近平分别签署第 43、44 号主席
令予以公布。栗战书委员长主持

会议。
会议表决通过了全国人大常委

会关于授权国务院在中国（海南）自
由贸易试验区暂时调整适用有关法
律规定的决定。

会议表决通过了全国人大常委
会关于十三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召
开时间的决定。根据决定，十三届全
国人大三次会议于2020年 5月 22
日在北京召开。

会议表决通过了全国人大常委

会关于批准《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巴基
斯坦伊斯兰共和国关于移管被判刑
人的条约》的决定。

会议表决通过了全国人大常委
会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关于个别代
表的代表资格的报告。

会议表决通过了全国人大常委
会批准任命中国人民解放军选举委
员会部分委员的名单。

会议经表决，任命程立峰为十
三届全国人大环境与资源保护委员

会副主任委员；任命贺荣为最高人
民法院副院长、审判委员会委员、审
判员，免去江必新的最高人民法院
副院长、审判委员会委员、审判员职
务。

会议还表决通过了其他任免案。
闭幕会后，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

会举行第十六讲专题讲座，栗战书委
员长主持。中国工程院院士李松作
了题为《生物技术与生物安全》的讲
座。

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七次会议在京闭幕
表决通过新修订的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

决定任命唐一军为司法部部长、黄润秋为生态环境部部长

习近平签署主席令予以公布
决定十三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2020年5月22日在北京召开

本报讯 （记者 罗静雯）4月
29日，鲲鹏计算产业生态重庆中心
揭牌暨签约活动在重庆举行。市委
副书记、市长唐良智，华为公司轮值
董事长郭平共同为中心揭牌，并见
证市政府、华为公司、中国普天信息
产业集团有限公司签署战略合作协
议。

中国普天总经理陶雄强，中软国
际董事局主席陈宇红，华为公司中国
区总裁鲁勇、计算产品线总裁邓泰
华、中国区副总裁雷战奎，市领导熊
雪、郑向东等参加活动。

据了解，鲲鹏计算产业是基于鲲
鹏处理器构建的全栈IT基础设施、
行业应用及服务。华为是鲲鹏计算
产业的成员，致力发展鲲鹏处理器的
核心能力，满足高性能、低功耗、低延
时的绿色计算要求。PC、服务器、系
统软件、行业应用等上下游厂商，基
于鲲鹏处理器共同打造有竞争力的
解决方案。活动现场，西永综保区、
中软国际、华为公司三方签署了鲲鹏
计算产业生态重庆中心运营合同，将
建设鲲鹏计算产业园、实验室、应用
系统转化平台、行业解决方案孵化平

台、全国性产业认证机构、行业协会、
计算展示平台、产业创新基金和开源
社区等，实施鲲鹏人才培养计划，引
进培育软硬件企业，推动鲲鹏计算产
业生态建设。

按照协议，市政府、华为公司、
中国普天将在渝布局基于鲲鹏架构
的服务器、PC等智能硬件制造基
地，围绕鲲鹏计算产业生态重庆中
心，集聚鲲鹏软件企业，支持鲲鹏计
算产业生态示范应用建设，打造安
全可靠的鲲鹏计算产业生态体系，
加强在政务云、智慧城市、智慧园区

等领域合作，加快推进重庆大数据
智能化创新，携手打造“智造重镇”

“智慧名城”。
活动现场，市有关部门发布了

《重庆市促进鲲鹏计算产业生态发展
行动方案》，市大数据发展局、市人力
社保局、市农业农村委、市医保局、市
政府口岸物流办、渝北区政府、重庆
交通开投集团、重庆高速集团分别与
华为公司签署合作协议，进一步深化
相关领域务实合作。

市有关部门、区县、园区、企业负
责人参加。

鲲鹏计算产业生态重庆中心揭牌
唐良智郭平出席揭牌活动并见证签约

□本报记者 夏元

4月 29日，随着市政府与华为
技术有限公司达成全面深化战略合
作框架协议，华为鲲鹏计算产业生态
重庆中心揭牌，以及市政府与华为、
中国普天信息产业集团有限公司共
同签订三方战略合作协议，再加上鲲
鹏计算产业生态重庆中心运营、鲲鹏
信息技术应用创新平台和首批鲲鹏
生态示范试点等一揽子项目完成签
约，在渝“展翅”的华为鲲鹏计算产业
项目，正推动重庆大数据智能化发展
步入“快车道”。

“此次华为与重庆市政府达成的
全面深化战略合作框架协议，是对
2018年5月双方签署全面战略合作
框架协议的深化。”华为公司重庆云
与计算业务部部长曾玉峰介绍，双方
将以大数据智能化创新、新型基础设
施建设、鲲鹏计算产业生态为重点，
进一步拓展在智能终端、智能计算、
5G网络等多个重点产业领域的合
作，加快推进重庆大数据智能化创

新，助力建设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
国家数字经济创新发展试验区，携手
建设“智造重镇”“智慧名城”。

曾玉峰表示，合作框架协议主要
内容包括，华为将深度参与重庆数字
经济创新发展，完善新型基础设施，
协助建设交通强国示范区、智慧医
疗、智慧生态、面向未来的创新研究
所和教育示范区；加快推进华为（重
庆）人工智能创新中心建设，支持重
庆新一代人工智能创新发展；双方共
建位于两江新区的重庆未来智能汽
车科技城；华为将持续加大在渝智能
终端制造布局，建设运营华为智能超
算中心，双方还将共同开展信息技术
应用创新。

在当日达成的其他签约项目中，
市政府、华为和中国普天签订的战略
合作协议，涉及鲲鹏服务器生产基地
项目建设。中国普天重庆鲲鹏产业
负责人王文奎介绍，该项目为中国普
天在渝布局的先进制造基地，主要从
事智能硬件产品的研发、生产及销
售，将由华为在技术服务、市场拓展、

品牌推广等方面提供支持，以此推动
重庆及中西部地区信息通信产业发
展，助力重庆产业转型升级。

由西永微电园、华为和中软国际
三方签署的鲲鹏计算产业生态重庆
中心运营合同项目，将加快和细化鲲
鹏计算产业生态重庆中心项目落地
运营。届时，将由华为提供技术支
持，中软国际在西永微电园注册成立
具有独立法人资格的运营公司，组建
专业化运营团队，负责鲲鹏计算产业
生态重庆中心日常运营。

鲲鹏信息技术应用创新平台项
目由市大数据发展局与华为公司签
订，双方将共同建立鲲鹏信息技术应
用创新平台，开展智能化产业赋能合
作。

此外，在首批鲲鹏生态试点应用
项目中，我市7家单位与华为公司达
成战略合作协议，包括重庆交通开投
集团与华为联合建设基于鲲鹏底座
的交通行业应用创新中心；重庆高速
集团与华为合作开展信息通信技术
人才培养、创新技术研究开发；市医

保局与华为合作共建智慧医保实验
室；市人社局与华为合作开展重庆鲲
鹏人才培养、共建共享实训基地；市
农业农村委与华为合作发展数字农
业及数字经济产业；市政府口岸物流
办与华为合作建设口岸物流行业大
数据平台；渝北区政府与华为合作建
设新型智慧城市等。

“此次我市与华为公司达成一揽
子合作签约，将进一步推动全市大数
据智能化高质量发展。”市经信委软
件处处长傅晓表示，双方将围绕我市
大数据智能化创新驱动发展战略行动
计划，构建鲲鹏计算产业生态体系，
通过建立鲲鹏计算产业园、鲲鹏实验
室、鲲鹏应用系统技术转化平台、行
业解决方案孵化平台等，集聚一批鲲
鹏产业链上下游软件企业，促进我市
软件产业转型升级和高质量发展。

接下来，我市还将进一步加大服
务器、手机等智能终端订单落户，通
过引进培育产业链核心部件、专用设
备等配套企业，进一步完善“芯屏器
核网”全产业链。

一揽子项目签约 华为在渝“鲲鹏展翅”

□本报记者 夏元

此次华为公司与市政府签订深
化战略合作协议，以及围绕鲲鹏计算
产业生态项目所达成的一揽子合作，
将对我市大数据智能化发展有怎样
的推动作用？4月29日，重庆日报
记者采访了华为公司重庆云与计算

业务部部长曾玉峰。

两届智博会华为签约
项目均落地发展

重庆日报：目前华为在渝已有的
合作项目有哪些，进展情况如何？

曾玉峰：在2018智博会上，华为
与重庆方面签订了重庆软开云创新
中心项目，主要帮助渝企降低软件开
发门槛和提高开发效率。截至今年
3月，该项目已为重庆376家企业提
供软件开发“上云”服务。

在2019智博会上，华为与重庆
两江新区签订华为（重庆）人工智能
创新中心项目，结合两江新区人工智
能产业发展需求，推动重庆建设数字
经济产业新高地。截至今年3月，华
为已走访涉及人工智能软件开发的
渝企454家，并与40家企业达成合
作意向，有2家企业已率先用上“华
为云”人工智能服务。

在后续合作中，华为将秉承“聚
焦技术、开放使能、伙伴优先”理念，
赋能传统产业，推动产业转型升级，

引领新兴产业，推动重庆数字经济高
质量发展。

积极参与“智造重镇”
“智慧名城”建设

重庆日报：此次鲲鹏计算产业生
态重庆中心揭牌，以及围绕鲲鹏计算
产业生态项目进行的多个签约活动，
将为推动重庆大数据智能化发展带
来哪些助力？

曾玉峰：重庆是长江上游地区的
经济、金融、科创、航运和商贸物流中
心，有着丰富资源和很好的产业基
础。为充分发挥重庆区位、产业及政
策资源优势，华为将持续整合科技、
生态及创新资源优势，携手重庆方面
推动一系列深化战略合作协议签署
及落地。

此次签约表明，双方将继续携
手共建繁荣的鲲鹏计算产业生态，
培养鲲鹏技术专业人才，为重庆大
数据智能化发展打下坚实基础并
提供源源不断活力，同时华为将积
极参与重庆“智造重镇”“智慧名

城”建设。

将尽快在渝推出鲲鹏
计算应用项目及解决方案

重庆日报：接下来，华为在渝还
将开展哪些合作计划，如何助力重庆
大数据智能化发展？

曾玉峰：华为将积极携手重庆
市政府、各市级委办局、区县政府和
企事业单位等，基于华为鲲鹏和昇
腾算力底座，加快推动重庆市鲲鹏
示范应用项目实施，推进可持续供
应的信息通信基础设施建设，加快
推动鲲鹏技术在政务、公共安全、交
通、电力、金融、教育、医疗等领域的
应用，力争半年至一年时间内，尽快
在渝推出一批在全国乃至全球都具
有影响力的鲲鹏示范应用项目及解
决方案。

此外，华为还将联合合作伙伴在
渝举办鲲鹏技术论坛、开发者大赛、
优秀成果展示等活动，促进行业交
流、项目合作和成果转化，助力重庆
大数据智能化飞跃发展。

华为将助力重庆大数据智能化飞跃发展
——对话华为公司重庆云与计算业务部部长曾玉峰

本报讯 （记者 杨铌紫）4月29日，
市委常委、政法委书记刘强赴渝中区调研时
指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统
筹推进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
工作重要讲话精神及党中央决策部署，按照
市委工作要求，坚持更高标准、落实更严举
措，抓紧抓实抓细常态化疫情防控工作，严
格落实维护平安稳定各项工作举措，确保

“五一”期间全市社会大局平稳。
刘强先后来到洪崖洞民俗风貌区、来福

士广场等地，实地调研景区疫情防控、复市
复消安全工作和维护社会稳定情况，详细了
解渝中区“五一”期间疫情防控和重要部位
安保维稳准备情况。

刘强指出，要紧紧围绕“外防输入、内防
反弹”防控策略，严格按照常态化防控要求，
扎实抓好“五一”假期群众出行、旅游、商贸
等方面疫情防控，强化景点、中心商圈、车站
码头、酒店、民宿等场所流量管控，把住重点
环节，突出分类指导，落实群防群治，准备足
够应急备勤力量，严防疫情聚集蔓延风险。

刘强强调，要时刻绷紧维护平安稳定这
根弦，坚持底线思维，进一步提高对各类风
险隐患的预测预警预防能力，深入开展涉疫
情矛盾纠纷排查化解，从严落实重点时段、
重点部位、重点区域的安保维稳举措，严格
工作责任，加强应急值守，确保节日期间群
众安全出行、社会大局稳定。

刘强赴渝中区调研时强调
从严抓好节日期间疫情防控
从实做好平安稳定各项工作

本报讯 （记者 周尤）按照市委部
署，4月29日，市委常委、市纪委书记、市
监委主任穆红玉主持召开市纪委监委领
导班子脱贫攻坚专项巡视“回头看”整改
专题民主生活会，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
书记关于扶贫工作、巡视工作重要论述和
在决战决胜脱贫攻坚座谈会上的重要讲
话精神，认真对照反馈意见，对整改工作
再盘点、再反思、再研究、再动员，为高质
量完成决战决胜脱贫攻坚任务提供坚强
保障。

会议通报了市纪委监委前期整改落实
进展情况。穆红玉代表领导班子作对照检
查，班子成员逐一作个人对照检查，开展批
评和自我批评。大家紧密联系思想和工作

实际，主动认领问题，深入剖析根源，达到了
预期目的。

穆红玉强调，抓好巡视整改，必须深学
笃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把旗帜鲜明讲政治贯穿始终。进一步提高
政治站位，强化政治担当，聚焦反馈问题整
改持续用力。加强各类问题统筹、工作力量
统筹、工作任务统筹，一体整改落实，在“以
下看上”、工作措施、长效机制上举一反三，
确保由点及面、由浅入深，在更大范围、更深
层次上解决问题。压紧压实整改责任，下沉
攻坚、靠前指挥，挂图作战、对账销号，督促
基层纪检监察机构履职尽责，把各项工作抓
到底、抓到位。

市委督导组有关同志列席会议。

市纪委监委召开领导班子脱贫攻坚专项巡视“回头看”整改专题民主生活会

聚 焦 问 题 举 一 反 三 压 实 责 任
为决战决胜脱贫攻坚提供坚强保障

穆红玉主持会议并讲话

本报讯 （记者 陈国栋）4月29日，共
青团重庆市委五届五次全会召开。市委常
委、组织部部长胡文容出席会议并讲话，强
调全市各级团组织和广大青年要深入学习
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认真落实市委五届八次全会精神，团结奋
进、开拓创新，只争朝夕、不负韶华，为加快
推动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决胜全面建
成小康社会、决战脱贫攻坚贡献青春力量。

胡文容强调，全市各级团组织要认真履
行共青团职责使命，教育引导广大青年坚定
不移听党话、跟党走，做“两个维护”的忠诚
捍卫者、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
想的坚定信仰者、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自

觉践行者。要坚持围绕中心、服务大局，组
织动员青年在推动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
设中建功立业，在决战决胜脱贫攻坚中勇于
担当，在夺取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双胜
利中冲锋在前，充分发挥生力军作用。要坚
持全面从严治团，对标对表新时代党的建设
总要求，纵深推进共青团改革，加强团组织、
团干部队伍、团员队伍管理，不断提升组织
力和战斗力。

全会听取了团市委常委会工作报告，审
议通过了《共青团重庆市委关于发挥生力军
和突击队作用为加快建设“两中心两地”推
动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高质量发展贡献青
春力量的决议（草案）》。

共青团重庆市委五届五次全会召开
胡文容出席会议并讲话

本报讯 （记者 陈钧 实习生 王天
翊）4月29日，市委常委，两江新区党工委
书记、管委会主任段成刚在两江新区检查调
研商贸业发展时强调，“五一”小长假临近，
疫情防控和安全生产不能有丝毫放松，要盯
紧盯牢关键环节，落实落细常态化疫情防控
举措，确保各项工作安全平稳有序。

段成刚先后前往砂之船（重庆）奥莱、重
庆苏宁易购广场，检查调研节前商贸企业营
业准备情况。他希望商贸企业在做好疫情
防控的前提下，抓住小长假机遇，运用好互
联网思维，将线上线下有效结合，不断提升

消费购物体验，推动消费提质增效。
段成刚强调，假期人流物流加大，给疫

情防控和安全生产带来较大挑战。要坚持
外防输入、内防反弹，完善应急预案，盯紧盯
牢关键环节，做好体温检测、疏导限流等工
作，降低人员聚集造成的疫情风险。要强化
安全隐患排查整治，统筹抓好生产、食品、消
防、交通、治安等各项安全工作，坚决防止各
类事故发生。要强化应急管理，做到在岗位
在状态，加强分析研判，强化监测预警，及时
果断处置突发情况，维护好安全稳定的政治
社会环境。

段成刚在两江新区检查调研商贸业发展时强调

毫不放松抓紧抓细抓好疫情防控和安全生产
曾玉峰 （华为公司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