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重庆市民

膳食多样巧搭配 控盐减糖油要少
分餐公筷拒野味 戒烟限酒应做到
早晚刷牙勤洗手 清洁通风很重要
咳嗽喷嚏掩口鼻 社交距离保持好
乱吐乱扔莫要为 科学规范戴口罩

文明如厕讲卫生 垃圾分类助环保
有序就医先预约 定期体检打疫苗
作息规律爱运动 少玩手机多远眺
乐观豁达好心态 和睦家邻常欢笑
健康责任在自己 幸福生活步步高

重庆市卫生健康委员会
重庆市爱国卫生运动委员会办公室
重庆市精神文明建设委员会办公室

□人民日报记者
王斌来 蒋云龙 刘新吾

在重庆莱宝科技有限公司，每天进
厂4万张玻璃，出厂的则是4万片电脑
触控屏。随后，通过向西的中欧班列、
向东的长江水道、向南的陆海新通道，
这些重庆造的电子产品被运送到世界
各地。

新冠肺炎疫情发生后，线上办公学
习迅速升温，全球电子产品需求激增。
莱宝公司抢抓机遇，订单逆势上扬，同
比增幅达50%。

在重庆，莱宝公司不是个例。以电
子产业为代表，重庆外贸危中寻机、形
势向好，5月出口同比增长18.9%。前
5月，集成电路出口96.6亿元，同比增
长52.6%；笔记本电脑出口1963.4万
台，同比增长7.6%。

能抓住危机中的新机遇，既得益于
大数据智能化为重庆电子产业赋能，也
得益于保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的政策支
持，重庆多方协力开拓外贸新局面。

智能化改造提效能
畅通产业链供应链促达产

“再订2万片触控屏……”6月 5
日，莱宝公司销售部工作人员瞿露放下
电话，开心地笑了，“这个月订单超过5
亿元，与往年相比激增，我们有信心如
期完成。”

这样的状态，始于4个月前。当
时，在有关部门指导下，莱宝公司提前
复工，但受疫情影响，工人返岗较少，完
成订单难度大。

“这是挑战，更是机遇。”经过反复
测算筹划，总经理乐卫文说，“这些订单
我们接得了。”

乐卫文的底气，来自电子企业智能
化改造。近两年来，重庆大力推进大数
据智能化战略，积极发展数字经济和智
能产业，为传统产业植入“智能因子”。
仅2019年，重庆就完成了1280个智能
化改造项目。得益于此，重庆电子产业
效能提升，向“芯、屏、器、核、网”全链条发力。

一台笔记本电脑零件有上万个，上游企业供不上货，下游企
业就只能干着急。为打通上下游，畅通产业链，重庆组建电子产
业专项工作组，建立整机企业和配套企业清单，囊括近300家企
业，派遣骨干力量一对一协调，加速推动上下游协同复产。

宇海精密制造公司预计今年全年销售收入同比增长
20%，广达集团重庆公司新增两条生产线……智能化改造，让
订单逆势上扬的重庆电子产业走上发展快车道。（下转2版）

五
月
出
口
同
比
增
长
近
百
分
之
十
九

重
庆

政
策
利
好
多

外
贸
底
气
足

本报地址：重庆市渝北区同茂大道416号 邮政编码：401120 电子信箱：cqrb@cqrb.cn 广告许可证：渝工商广字第9500618号 总编辑：张永才 总值班：张红梅 版面统筹：郑家艳 主编：张珂 美术编辑：王艺军 图片编辑：鲁道新 订报热线：966977 零售价：1.5元

15
星期一

2020年6月

农历庚子年闰四月廿四

国内统一连续出版物号

CN 50-0001

第24773号

代号77-1

今日12版
重庆日报报业集团出版 网址：www.cqrb.cn

CHONGQING DAILY

《人民日报》头版头条刊发文章，
聚焦重庆外贸企业发展

6 月 14 日晚，万盛经开区
国能天街汽车夜市，众多市民
在看车选车。

新冠肺炎疫情发生以来，
汽车产销受到较大影响。随
着疫情防控形势向好，我市陆
续出台系列措施促进汽车消
费，释放汽车消费潜力。汽车
夜市，作为城市夜经济和汽车
消费的一种新业态，受到市民
欢迎。

特约摄影曹永龙/视觉重庆

逛夜市
买汽车

本报讯 （记者 杨帆 张珺）6月14日，
市委常委会会议暨市疫情防控工作领导小
组会议召开。市委书记、领导小组组长陈
敏尔主持会议并讲话。他强调，要深入贯
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疫情防控和安全生产
工作的一系列重要指示精神，坚持人民至
上、生命至上，思想认识再提升，工作措施
再强化，领导责任再压实，深入推进常态化
疫情防控，扎实做好防汛抗旱和安全生产
工作，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安全和身体
健康。

市委副书记、市长、领导小组组长唐良
智，市人大常委会、市政协党组主要负责同
志，有关市领导参加。

会议指出，近日国内连续出现新冠肺炎
确诊病例，境外疫情仍在蔓延，疫情防控工
作决不能有丝毫放松。全市各级各部门要
坚持底线思维，保持清醒头脑，坚决克服麻
痹思想、厌战情绪、侥幸心理、松劲心态，继

续抓紧抓实抓细常态化疫情防控，用更加精
准的防控举措化解不可知的风险，切实巩固
来之不易的疫情防控成果。要持续严格落
实内防反弹防控措施。扎实做好社区、厂
区、校区、景区、商区等公共机构和公共场所
防控，进一步强化农贸市场、宾馆、饭店等重
点场所防控措施，杜绝聚集性疫情发生。切
实加强院感防控管理，抓好医疗机构预检分
诊和发热门诊病例监测，坚持应检尽检、愿
检尽检，提高病例发现的及时性和敏感性。
要持续加强外防输入工作。完善和抓好闭
环管理机制落实，做好境外来渝人员疫情防
控和管理服务工作，紧紧盯住航班等重点环
节，切实防范境外疫情传播风险。要持续引
导群众做好常态化自我防护。加强宣传教
育，普及公共卫生和健康知识，深入开展爱
国卫生运动，倡导文明健康、绿色环保的生
活方式，把良好卫生习惯保持下去。要持续
强化防控责任落实。坚决压实区县属地责

任、部门属事责任、企业主体责任和个人防
护责任，加强疫情监测和信息报告工作，强
化联防联控、群防群治，筑牢疫情防控严密
防线，坚决防止疫情反弹。

会议强调，近期，我市连续出现暴雨天
气过程，部分区县受灾。全市各级各相关部
门要高度重视防汛抗旱，时刻保持警惕，切
不可掉以轻心，扎实做好防灾减灾救灾工
作。要抓好预警预报，加强雨情、水情、汛
情、灾情分析研判，运用大数据智能化等手
段，做好气象变化和灾害风险预警预报，做
到早知情、早防范，把握防灾减灾救灾主动
权。要抓好应急应对，健全完善应急预案，
加强应急力量配备、物资储备和培训演练，
一旦发生险情灾情快速、果断、有效处置，切
实做好受灾群众生活安置。要抓好地灾防
范，强化人防、物防、技防等措施，该转移的
及时转移，该搬迁的及时搬迁，该整治的及
时整治。要抓好值班值守，各级党委政府要

加强领导、压实责任，领导干部要在岗位、在
状态、在现场，靠前指挥、精准调度，相关部
门要各司其职、密切配合，确保工作责任和
措施落实到基层、落实到人头。

会议强调，安全稳定工作宁可百日紧、
不可一日松，必须做到警钟长鸣、责任在肩，
全面防范各类风险，维护社会和谐稳定。要
始终绷紧安全生产这根弦，深入开展安全生
产隐患大排查大整治，坚决消除安全隐患，
堵塞安全漏洞，确保把工作做在前面、做在
平时、做在基层。要强化重点领域安全防
范，紧盯危化品、易燃易爆、交通运输、建设
施工、矿山、消防等重点行业、重点企业、重
点部位，不留死角、不留隐患，强化旅游景
点、交通出行等安全管理，严防重特大事故
发生。要压紧压实安全生产责任，坚持党政
同责、一岗双责、齐抓共管、失职追责，一级
抓一级、层层抓落实。

市有关部门负责人参加。

市委常委会会议暨市疫情防控工作领导小组会议强调

深入推进常态化疫情防控
扎实做好防汛抗旱和安全生产工作

陈敏尔主持会议并讲话

本报讯 （记者 杨帆 张珺）6月14日，
市委常委会召开会议，传达党中央对邓恢林
涉嫌严重违纪违法进行纪律审查和监察调
查的决定。

市委书记陈敏尔主持会议并讲话。市
委副书记、市长唐良智，市委常委出席。市
人大常委会、市政协党组主要负责同志，市
政府、市高法院、市检察院负责同志列席。

与会同志作了表态发言。大家一致表
示，坚决拥护党中央决定，切实增强“四个
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
坚决贯彻党中央坚持党要管党、全面从严
治党的一系列决策部署，抓好班子、带好队
伍、管好自己，始终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
同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保持高度
一致。

会议指出，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对邓恢
林涉嫌严重违纪违法进行纪律审查和监
察调查，充分体现了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
的党中央一以贯之、坚定不移全面从严治
党的坚定决心，充分体现了把“严”的主基
调长期坚持下去、把反腐败斗争进行到底
的鲜明态度，彰显了自我净化、自我完善、
自我提高、自我革新的顽强意志，再次释放
了全面从严治党永远在路上的强烈信号。
全市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特别是领
导干部要提高政治站位，坚决把思想和行
动统一到党中央决定精神上来，汲取教
训、引以为戒、警钟长鸣，始终在重大原则
问题上立场坚定，始终在大是大非面前旗
帜鲜明，确保全市政治生态持续向好，确保
当前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态势持续向

好，确保广大党员干部群众精神状态持续
向好。

会议强调，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习近平
总书记在十九届中央纪委四次全会上的重
要讲话和视察重庆重要讲话精神，坚定稳
妥、稳中求进，巩固发展反腐败斗争压倒性
胜利，不断把全面从严治党引向深入。要始
终把党的政治建设摆在首位，严明政治纪律
和政治规矩，坚决防止“七个有之”。要以永
远在路上的执着和定力正风肃纪反腐，持之
以恒落实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健全“以案四
说”“以案四改”长效机制，强化对权力运行
的制约和监督，一体推进不敢腐、不能腐、不
想腐，坚决反对形式主义、官僚主义。各级
党员领导干部要做廉洁自律的表率，坚持不

懈加强理论修养和党性锤炼，筑牢拒腐防变
思想防线，带头遵守党章党规党纪，时刻自
重自省自警自励，清清白白做人、干干净净
做事。要切实加强党对公安工作的领导，扎
实推进全面从严治警，把理想信念教育作为
育警铸魂、固本培元的战略工程常抓不懈，
坚持严在平时、管在日常，形成知敬畏、存戒
惧、守底线的高度自觉。

会议要求，全市各级各部门要紧密团结
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切实
履行管党治党主体责任和监督责任，一以贯
之、坚定不移全面从严治党，巩固拓展“不忘
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成果，扎实做好改
革发展稳定各项工作，以全面从严治党的新
成效，为夺取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双胜
利提供坚强保障。

市委常委会召开会议

坚决拥护党中央对邓恢林进行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的决定
陈敏尔主持会议并讲话

本报讯 （重报集团三峡分社记者 巨建兵 杨圣泉）扫
二维码启动机械设备，遇到故障拍张照片上传云端，智能“店
小二”会根据工作人员提交的问题和数据，迅速找到出现故障
的地方——6月14日，记者从垫江县获悉，垫江有300余家中
小微工业企业利用工业互联网智能平台实现提质增效，该平
台被企业称之为智能“店小二”。预计到今年底，该县使用工
业互联网平台的中小微企业将达到3000家。

据了解，垫江引进并推广应用的智能“店小二”，是重庆
某互联网科技公司自主研发的工业互联网平台，能够将生
产过程中的要素和环境进行智能化关联，通过对数据的收
集、整理和分析，为企业提供各生产环节的智能化服务，服
务内容包括设备巡检、质量监测、自动报警等，还能针对企
业实际需求提供个性化服务方案，从而帮助企业提升管理
效率，降低管理成本。

此外，该平台还集合了政策服务、金融服务、用工服务等
信息，可及时为企业提供各类信息服务。

重庆捷力轮毂制造有限公司位于垫江县工业园区，车间
内20多条生产线上的600多台数控设备，以前全靠人工巡
检，耗时长、效率低。最近，企业引进了工业互联网平台后，
600多台数控设备实现了智能化管理，工作人员只需通过手
机App，就可以完成所有设备巡检工作，几分钟即可发现故
障设备。公司副总经理谯韧告诉记者，自从有了智能“店小
二”后，公司设备利用率提升了5%以上，产品废品率由4.5%
下降到4%以下，一年质量损失可减少50万元左右。

为让工业互联网更好服务实体经济，近两年，垫江加快推
进普惠型工业互联网平台应用。垫江县委书记蒲彬彬介绍，
截至目前，该县已有300余家中小微企业用上工业互联网，预
计到今年底数量将达到3000家。接下来，垫江将进一步加大
对工业互联网的推广应用力度，并制定出台上云、上平台奖补
政策，采取多种鼓励方式，让更多中小企业连上工业互联网，
迈向数字化智能化。

垫江推动工业互联网服务实体经济

今年3000家中小微企业
将用上智能“店小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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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出台《实施意见》

开展农业种质资源
全面普查建立保护名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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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非遗搭上电商顺风车

非 遗 老 手 艺
脱 贫 新 动 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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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学生加强锻炼又不能聚集

当下中小学体育课
该怎么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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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会议强调

采取坚决果断措施 遏制
北京聚集性疫情扩散蔓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