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央媒讲述
走向小康生活的“重庆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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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日报评论员

“治国必治边，治边先稳藏”，西藏工作关系党和国家工
作大局。

8月28日至29日，中央第七次西藏工作座谈会在北京召
开，习近平总书记出席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习近平总书记
全面总结中央第六次西藏工作座谈会以来的工作成绩和经
验，深入分析当前西藏工作面临的形势，深刻阐释新时代党
的治藏方略和做好西藏工作的指导思想，明确了当前和今后
一个时期西藏工作的目标任务、方针政策、战略举措，同时对

四川、云南、甘肃、青海四省涉藏工作作出了重要部署。习近
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统揽全局、思想深邃、内涵丰富，具有很
强的政治性、思想性、理论性，闪耀着马克思主义真理光芒，
是指导新时代西藏工作的纲领性文献。

中央第六次西藏工作座谈会以来，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
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在全国人民大力支持下，西藏各族
干部群众团结一心、艰苦奋斗，解决了许多长期想解决而没
有解决的难题，办成了许多过去想办而没有办成的大事，各
项事业取得全方位进步、历史性成就。

（下转2版）

全面贯彻新时代党的治藏方略
——论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第七次西藏工作座谈会上重要讲话

本报讯 （记者 王亚同）8月
27日至29日，连续三天，央视《新
闻联播》开设的《走向我们的小康
生活》专栏，分别报道了重庆三个
村脱贫奔小康的故事。而这只是
央媒近期聚焦重庆的一个缩影。8
月下旬以来，13家中央主要媒体聚
焦重庆，通过报纸、电视大屏等刊
发播报深度报道52篇（条），充分反
映了近年来重庆市委、市政府团结
带领干部群众同心协力奔小康，不
断提升人民群众获得感、幸福感、
安全感。

由中宣部组织的“走向我们的
小康生活”主题采访活动于7月21
日至25日走进重庆。人民日报、新
华社、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等13家中
央主要媒体 48位记者来渝采访。
采访团一行走田间、看工厂、访社
区，深入一线、驻足基层，将笔端镜
头对准重庆，报道奔小康路上的重
庆故事。

央媒记者一路采访一路报道，
新媒体随采随发，期间共推出微博、
微信、短视频等205条，累计点击量
1.26亿次以上，点赞3.2万余次，回
复1.1万余条。13家中央主要媒体
有力有效宣传推介了“行千里 致
广大”的重庆城市新形象，形成了央
媒宣传重庆的新热度。

采访团重点围绕我市智造重镇
和智慧名城、城市提升、乡村振兴、
改善民生、生态环保等五大选题，深
入江北区、九龙坡区、北碚区、渝北
区、垫江县、两江新区等区县蹲点采
访。

此次主题采访报道活动最大的
特点就是让群众当主角。采访团记
者深入基层一线，同智能制造业工
人、智慧小区普通居民、城市坡坎
崖绿化美化和边角地社区公园的
受益人、缙云山和龙溪河生态保护
的参与者和受益人、乡村产业振兴
的带头人和受益人、高校学科调整
受益学生、非遗文化传承人、通过
直播带岗找到工作的社区居民等
面对面访谈，让普通百姓讲述自己
的故事、身边的变化，用接地气的报
道和作品反映了群众的获得感、幸
福感、安全感。

（下转2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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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陈钧

8月21日，“鲲鹏展翅·智耀山城”——
鲲鹏应用创新大赛2020重庆赛区总决赛落
下帷幕。一家名不见经传的小微企业——
重庆格雷西司科技有限公司（简称格雷西司

科技），力压众多大型公司，获得应用创新奖
第一名。

格雷西司科技靠什么折桂？8月30日，
记者来到这家公司一探究竟。

格雷西司科技位于两江数字经济产业
园内的阿里云创新中心，是2016年创办的
小微企业，目前仅有员工20余人。格雷西
司科技负责人告诉记者，这次公司是凭借一
个叫“航司风险预警系统”的应用程序拿下
冠军的。

该负责人介绍，每一个航班从起点机场
起飞至终点机场落地的运行周期中，有很多
个运行流程，比如给飞机加油、清洁、配餐、

给旅客办理登机牌等步骤。每一个步骤都
有其对应的规章制度内容和风险衡量标准，
比如飞机必须在规定时间内完成加油，超时
则可能会导致航班延误；飞机油量必须保持
在满足所飞航线预计耗油的一定比例，不能
过多也不能过少。

“格雷西司科技开发的‘航司风险预警
系统’适用航班运行风险监控管理决策，能
在航班运行周期中，将关键流程串联起来，
并与各个外部系统连通。在各个系统输入
航班相关运行数据后，能在飞行前、中、后三
个状态，以人、机、环三个维度来计算每个航
班的运行风险。”该负责人说，目前国内能开

发这种民航业软件的公司不超过10家，重
庆仅有格雷西司科技这1家，水平处于行业
前五名。

格雷西司科技是一家典型的创新型小
微企业，公司员工除后勤外，全部具备研究
生以上学历。目前，该公司已经是国内外一
线云企业（AWS、阿里云、华为云等）的合作
伙伴，公司拥有超过60多项国内外专业技
术认证，为华夏航空股份有限公司、Sift
Media、重庆小雨点小额贷款有限公司、重
庆誉存大数据科技有限公司、重庆英菲尼塔
斯科技有限公司等企业在数字化转型过程
中提供专业的云计算服务。

格雷西司科技在鲲鹏应用创新大赛上力压众多大型公司，拿下重庆赛区冠军——

这家小微企业靠什么折桂

本报讯 （记者 王翔）8月25日，涪陵高新区发布的信
息显示：华晨鑫源、万达薄板、华通电脑、道道全食品、涪陵榨
菜集团等涪陵的代表性支柱企业，上半年都实现了逆势增
长。而这些企业增长的秘诀之一，就是涪陵区不断加快的制
造业数字化转型。

“我们坚持‘点线面’结合，加快制造业转型升级步
伐。”涪陵高新区一负责人介绍，涪陵是传统的工业大区，
现已形成装备制造、食品医药、新材料、电子信息四大支
柱产业。

为了使这些产业能持续壮大，涪陵区不断引导企业进行
数字化改造。在“点”上抓单台设备改造、推动企业“机器换
人”；在“线”上抓生产线升级、装备成套自动化数字化生产线；
在“面”上抓系统集成、建设智能工厂和数字化车间，提高生产
的标准化、自动化、数字化、智能化水平。

今年，涪陵高新区就新增道道全日产600吨植物油智能
工厂、华通电脑年产600万平方英尺HDI高阶高密度印制电
路板智能工厂，普熙汽车灯具制造数字化车间、华晨鑫源涂装
数字化车间、鑫源动力发动机制作数字化车间。涪陵区智能
工厂和数字化车间数量居全市首位。

（下转2版）

涪陵四大支柱产业逆势增长

制造业数字化转型成效凸显

本报讯 （记者 颜若雯）8月18日，市
人大常委会党组召开理论学习中心组（扩大）
学习会，专题学习《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三
卷。市人大常委会党组书记、主任张轩主持
会议并讲话。

大家认为，《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三
卷是全面系统反映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思想的权威著作，对于持续深化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学
习贯彻具有重大政治意义、理论意义、实践
意义，是思考、谋划、推动人大工作的权威指
南。要提高政治站位，充分认识学好用好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三卷的重大意义，立
足人大职责，在知行合一、学以致用上下更
大功夫，不断推动新时代人大工作与时俱
进、创新发展。

会议强调，学习好宣传好《习近平谈治国
理政》第三卷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重大
政治任务，要全面系统学，坚持原原本本学、

逐段逐篇学，将《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三卷
与第一卷、第二卷作为一个整体，与习近平总
书记最新重要讲话、对重庆的重要指示要
求结合，联系起来学习、贯通起来理解、一
体消化落实；要深入思考学，深入思考理解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三卷中提出的一系
列具有战略性、前瞻性、创造性的思想观点，
深入研究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提出的历史背
景、实践基础和时代意义，做到知其然、更知
其所以然；要联系实际学，紧密联系人大工作
实际，紧密联系岗位职责，不断提高运用党的
创新理论成果指导实践、解决问题、推动工作
的能力，创造性地做好立法、监督等工作，更
好推动中央大政方针以及市委决策部署的贯
彻落实。

市人大常委会党组副书记、副主任刘学
普，市人大常委会党组成员、副主任周旬、张
定宇、夏祖相、王越，市人大常委会党组成员、
秘书长龙华出席会议并分别发言。

市人大常委会党组理论学习中心组
专题学习《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三卷

本报讯 （见习记者 何春阳）近日，
市政协开展“双周学习会”，以专题辅导形
式和视频连线方式，组织市政协和各区县
政协机关干部深入学习《习近平谈治国理
政》第三卷。

市政协主席王炯，市政协副主席宋爱
荣、吴刚、谭家玲、周克勤，秘书长秦敏参加
学习。

市委党史研究室副主任周廷勇在会上
作专题辅导报告。

会议指出，学习好、宣传好、贯彻好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三卷，是当前全市
政协系统的重大政治任务，全市广大政协
委员和政协系统机关干部要按照市委要
求，坚持原原本本学、深入系统学、融会贯
通学、联系实际学，把《习近平谈治国理政》
第三卷当作“案头卷”“口袋书”。

会议要求，全市政协系统要把学习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三卷与第一卷、第

二卷结合起来学习，与学习中共十九大及
十九届二中三中四中全会精神、习近平
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人民政协工作的
重要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视察重庆重要讲
话精神结合起来，与学习中共党史、新中国
史和统一战线历史、人民政协史结合起来，
系统掌握核心要义和实践要求。要坚持理
论联系实际，紧密结合统筹推进常态化疫
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紧密结合人民群
众对美好生活的新期待，结合人民政协新时
代新使命，在知行合一、学以致用上下功
夫。要坚持领导干部带头学，充分发挥表率
作用，力求先学一步、学深一步，注重学习实
效，通过学习提升素质和能力。要充分发挥
人民政协的独特优势作用，通过委员书屋、
委员读书活动等多种方式，引导广大政协
委员深入学习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思想，广泛凝聚把习近平总书记殷殷
嘱托全面落实在重庆大地上的共识合力。

市政协“双周学习会”专题学习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三卷

本报讯 （记者 罗静雯）近日，市政府
党组书记、市长唐良智主持召开市政府党组
（扩大）会议，深入学习《习近平谈治国理政》
第三卷。

会议指出，《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三
卷，生动记录了党的十九大以来以习近平同
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团结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
民推动党和国家各项事业取得新的重大进展
的伟大实践，提出许多具有原创性、时代性、
指导性的重大思想观点，集中展示了马克思
主义中国化的最新成果，是全面系统反映习
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权威著
作，是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人坚持和发展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结晶。抓好《习近平谈
治国理政》第三卷的学习宣传贯彻，对于推动
广大干部群众深学笃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思想，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
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决胜全面建成小

康社会，不断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伟大胜利，具有重要意义。全市政府系统要
从“伟大实践产生伟大思想，伟大思想指导
伟大实践”这一认识与实践相互作用的内在
逻辑出发，充分认识学好用好《习近平谈治
国理政》第三卷的重大意义，进一步增强学
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
想的思想自觉、政治自觉、行动自觉。

会议强调，要把学习贯彻《习近平谈治
国理政》第三卷作为当前党的理论武装工作

的重大战略任务，发扬理论联系实际的马克
思主义学风，在学懂弄通做实习近平新时代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上下功夫，真正学出
忠诚、学出信仰、学出本领、学出责任。一要
在学深悟透上下功夫，坚持读原著、学原文、
悟原理，更加深刻认识中国共产党为什么

“能”、马克思主义为什么“行”、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为什么“好”，更加深刻认识“中国之
治”的历史逻辑、理论逻辑、实践逻辑。二要
在融会贯通上下功夫，把学习《习近平谈治

国理政》第三卷与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视
察重庆重要讲话和近期系列重要讲话结合
起来，与学习贯彻《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一
卷、第二卷结合起来，与统筹推进常态化疫
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结合起来，与“十四
五”规划编制工作结合起来，做到知其然、更
知其所以然。三要在落地落实上下功夫，把
新发展理念贯穿发展全过程和各领域，运用
辩证思维看待新发展阶段的新机遇新挑战，
扎实做好“六稳”工作、全面落实“六保”任
务，抓好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重大战略
落地，着力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
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为“十
四五”时期全市经济社会发展谋好篇、布好
局。全市政府系统各级领导干部要带头学，
先学一步，学深一步，做到学思用贯通、知信
行统一，把学习成效转化为应对风险挑战、
推动事业发展的治理能力和工作水平。

唐良智主持召开市政府党组（扩大）会议

深入学习《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三卷

8月30日，位于北碚区老城区正码头广
场的体育运动公园内，小朋友们扎堆在儿童
游乐区玩耍，市民们则在篮球场、高低杠等处
锻炼身体。这里原本是有着15年历史的北
碚体育场，经过升级改造，过去设施老旧、功
能单一的体育场如今已变身为设施多样、功
能齐全、占地约20亩的体育运动公园。8月
26日建成对外开放后，该体育运动公园成为
市民运动、休闲的好去处。

记者 龙丹梅 通讯员 秦廷富 摄
影报道/视觉重庆

再见，北碚老体育场
你好，体育运动公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