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记者 赵迎昭 实习生 胡雨彤

87岁的周传勋每天都会上线学习
《漫谈艺术理论与曲艺创作》。他为啥
还要坚持学习？周传勋说，如今市民文
艺素养不断提高，只有持续丰富和更新
自身知识，才能游刃有余地指导市民开
展文艺活动。

周传勋已在北碚区文化馆从事群
众文艺辅导工作60余年。他义务辅导
群众达118万人次，受到社会各界广泛
赞誉。去年，他获得全国“最美志愿者”

称号。
60余年的群众文艺辅导工作，让周

传勋见证了市民文化生活的巨变。
“我最初从事群众文艺辅导工作

时，市民只要学会唱一首歌、跳一支舞，
就相当满足了。”周传勋回忆，而如今，
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唱歌跳舞已深度
融入市民生活，简单的文艺活动已不能
满足市民的需求。越来越多的市民享
受到公共文化服务的甜头，文化生活也
更有滋味了。

1957年，24岁的周传勋花了近两
个月时间，把北碚区的“老大娘合唱团”
训练出来并带领她们参加全市文艺汇
演。“队员们基本都是文盲，开始根本不
敢开口。”周传勋回忆起当年的场景，

“整个文化馆一共15名工作人员，拥有
不到10种乐器。那时，国家没有能力

在文化上投入充足的财物。”
1990年秋，在北京举行的首届中

国煤矿艺术节上，周传勋创作排演的四
川清音《英雄的矿工英雄的山》亮相，获
得曲艺二等奖。

“这是我第一次带队到首都演出，
获奖实属意外。”周传勋说。

“参与演出的4位演员都是北碚区
天府煤矿的工人，当年，教她们唱四川
清音可不是件容易事。”为在全国演出中
脱颖而出，周传勋在天府煤矿和工人同
吃同住3个月，体验生活的同时教授四
川清音。那次获奖，改变了4位参演工
人的人生轨迹。她们有的成为业余文艺
团体的台柱子，有的成为单位文艺骨干。

“改革开放后，群众文化事业有了
大发展。比赛多了，质量也提高了，参
加全国各大比赛时，我们看到了自己的

优势和不足。”周传勋说。
退休后，周传勋仍活跃在文艺舞台上。
2011年，周传勋组建北碚龙凤桥

街道重庆车灯基地代代传艺术团，并常
年在基层开展群众文艺表演。2013
年，周传勋被评为国家级非遗重庆车灯
市级代表性传承人。

重庆车灯、四川清音、四川盘子、四
川金钱板、四川竹琴……周传勋说，市
民对本地非遗和传统文化越来越感兴
趣，针对非遗的专题培训和专业比赛也
越来越多，这是以前不敢想象的。

此外，在文化馆、老年大学等机构
中学习艺术的市民也越来越多，一些课
程“爆满”。数据显示，截至2019年底，
我国群众文化机构44073个，全年共组
织开展文化活动245万场次。“人们的
素养和眼界都提高了，学习文艺更容
易，有的节目教几遍就会。”周传勋说。

周传勋介绍，他编撰的《川渝汉族
民间音乐》有望今年出版，《重庆车灯》
《北泉板凳龙》也在编撰过程中，“希望
为非遗传承留下宝贵的史料，让更多市
民感受到非遗的美妙。”

周传勋从事群众文艺辅导工作60余年

见证市民文化生活巨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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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日报评论员

科技创新是我国发展的新引擎，抓
住了科技创新就抓住了牵动我国发展
全局的牛鼻子。

在日前召开的科学家座谈会上，习
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我国拥有数量众
多的科技工作者、规模庞大的研发投
入，初步具备了在一些领域同国际先进
水平同台竞技的条件，关键是要改善科
技创新生态，激发创新创造活力，给广

大科学家和科技工作者搭建施展才华
的舞台，让科技创新成果源源不断涌现
出来。

党的十八大以来，通过全社会共同
努力，我国科技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
发生历史性变革，科技实力正在从量的
积累迈向质的飞跃，从点的突破迈向系
统能力提升。但也要看到，当前我国经
济社会发展、民生改善、国防建设面临
许多需要解决的现实问题，比过去任何
时候都更加需要科学技术解决方案，都

更加需要增强创新这个第一动力。比
如，农产品种植和加工技术相对落后，
部分关键元器件、零部件、原材料依赖
进口，油气勘探开发、新能源技术发展
不足，生物医药、医疗设备等领域科技
发展滞后问题日益凸显。形势和任务
迫切要求我们，必须坚持面向世界科技
前沿、面向经济主战场、面向国家重大
需求、面向人民生命健康，加快解决制
约科技创新发展的一些关键问题。

（下转2版）

改善科技创新生态 激发创新创造活力
——论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科学家座谈会上重要讲话

□本报记者 白麟 通讯员 李诗韵

9月11日，在2020线上智博会
南岸区、重庆经开区招商引资集中签
约活动上，爆出重磅消息：维沃移动
通信有限公司（vivo）计划投资4.6亿
元，在重庆经开区布局研发生产项
目。

早在2014年，vivo就在重庆布局
了智能手机工厂。而此次，vivo不仅要
在重庆进一步扩大生产规模，更要建立
新的研发支点，加强芯片、5G、AI、屏幕、
影像等核心技术的研发应用。业内普
遍认为，该项目对vivo和重庆均影响
深远。

作为智能手机出货量排名全国
前3的行业巨头，vivo此次为何要在
重庆强化战略布局？这又将怎样牵
动本地的相关产业发展？重庆日报
记者对此进行了采访。

3000名高端研发人员
将齐聚重庆

9月 12日，重庆经开区的vivo
智能工厂，16条国内最先进的贴片线
正在全速运转。

2020年上半年，vivo重庆实现
手机产量1049万台，产值过百亿元，
进出口贸易额达1.9亿美元。vivo相
关人士表示，目前，重庆已经成为该

公司在国内重要的产业基地，这也为
vivo下一步在本地开展研发业务、推
进产业升级打下了坚实基础。

据vivo重庆方面透露，研发项
目建成后，vivo将聚集3000余名国
内外高端研发人员，在重庆经开区开
展智能移动终端产品软硬件研发测
试工作，构建研产销一体化发展的现
代企业体系。预计今年，vivo在重庆
的5G手机产销比重就将超过50%。

从制造向研发延伸，往往被视作
区域实现产业升级的重要标志。在
重庆邮电大学教授唐伦看来，重庆工
业正面临迈向智能制造关键期，国内
手机产业巨头vivo此轮战略布局，
意味着本地在推进下一代移动通信
和智能终端产业发展上，具备了更强
的引领能力和底层支撑。

“vivo新一期项目落地，加快了
我们从传统制造业向电子信息、高端
装备制造、现代服务业转型的步伐。”
重庆经开区主要负责人表示。在他
看来，vivo在渝设立研发机构的背
后，是对重庆经开区产业配套、人才
等要素匹配和行政服务能力的高度
认可。

应对疫情增强在渝发展信心
vivo在重庆布局研发，其实思量

已久。 （下转2版）

投资4.6亿元，在渝布局研发项目——

手机行业巨头vivo为何选择深耕重庆

□本报记者 李星婷

“我落户西部（重庆）科学城已大半
年了，工作和生活各方面都非常好，当
初没有选错地方。”9月13日，在重庆杰
品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称“杰品科
技”）工作的张建生感叹道。

杰品科技是西部（重庆）科学城的
一家高端模具企业。张建生是该企业
博士后工作站引入的第一位博士后。

张建生的“落地生根”，是西部（重
庆）科学城加大培育引进高层次人才力
度，打造聚才“洼地”和用才“高地”，营
造“近悦远来”人才环境的一个缩影。

高标准高起点建设西部（重庆）科
学城，人才是第一资源。西部（重庆）科
学城制定出台了人才专项政策，围绕产
业链布局人才链，在各方面“筑巢引
凤”，为西部（重庆）科学城高质量发展
集聚强大的智力支撑。

博士后站
赋能高新产业发展

今年初，张建生在重庆大学取得材
料学博士学位，便考虑做博士后。“与其

它地方也谈过，最终选择了西部（重庆）
科学城。”

促使张建生做这样的决定，是什么
原因呢？

事实上，为引来人才、留住人才，重
庆高新区先后出台了系列政策，包括《重
庆高新区关于加快新时代博士和博士后
人才创新发展的若干意见》等，宏观系统
制定展开人才引、留、育、培、用工作。

正是在这样的工作思路指导下，今
年6月24日，重庆市博士后创新创业园
在西部（重庆）科学城正式授牌成立。

“目前，西部（重庆）科学城直管园
范围内已建立13个企业博士后科研工

作站，集聚了一大批创新创业人才。”重
庆高新区相关负责人介绍，13个博士后
站分布在不同的企业，研究的领域包括
无线通信、云计算、生态岩土、硅基光、
肿瘤细胞免疫新技术等。

按照相应的资助政策，入驻西部
（重庆）科学城博士后站的博士、博士后
可享受系列利好政策：在站期间，博士、
博士后全部予以日常经费资助两年16
万元；对博士后的研究项目，给予特别资
助最高可达30万元；对获得“重庆市博
士后创新人才支持计划”的博士后，最高
还给予每人两年60万元的培养资助。

在企业保障待遇和科研经费、市里

给予资助政策的基础上，西部（重庆）科
学城还配套了人才专项政策。比如，给
予从事博士后科研工作的博士每人每
年8万元安家、岗位津贴等人才奖励补
贴，资助期限为2年；对于获得市级博
士后日常经费资助的，按照市级资助金
额1:1比例进行经费配套。

目前，张建生带领的团队承担和参
研了多个国家及省部级科研项目。“申
报的科研经费很快就批下来，团队很快
就可以启动工作，可谓‘高新’速度。”张
建生表示，西部（重庆）科学城拥有无限
的潜力，高端产业、创新资源要素聚集；
同时有良好的配套政策和人才环境，“这
里是能帮助自己事业发展的’沃土’，所
以我选择了西部（重庆）科学城。”

多措筑巢
力保“凤凰”栖息

为当好科技创新的“排头兵”，西部
（重庆）科学城在引才聚才方面还不断
“加码”，提升人才管理服务水平，搭建人
才创新创业平台，助推西部（重庆）科学
城的发展。

“这笔奖励，是对专业技术人才的
认可和肯定。”最近，在西部（重庆）科学
城一家智能制造企业工作的黄明很开
心。作为外地引入来渝的高端人才，
他孩子的入学很顺利，针对科研类人才
的奖励也拿到了。 （下转2版）

“筑巢引凤”打造聚才“洼地”
西部（重庆）科学城创新系列人才政策集聚智力支撑

2020线上中国国际智能产业博览会将于9月15
日开幕。相比前两届，本届智博会具有“线、新、特、
精”四大特点。最大的亮点是“线”（线上），线上开幕
式暨峰会、展览、论坛、大赛、发布、签约洽谈等系列活
动精彩纷呈。

本届线上智博会，有哪些重量级嘉宾将发表演
讲？有哪些数字经济企业将发布新产品、展示新技
术？18场赛事中，哪些最吸引你？本报记者兵分几
路、提前打探，对本届智博会的看点、亮点进行了一番
全景式“扫描”。

包括诺贝尔奖、图灵奖获
得者等国际知名专家，30位中
国科学院、工程院院士等重量
级嘉宾，将以线上或线下的方
式参加

中外院士将掀起“头脑风暴”
“2020线上智博会将举办41场论坛，来自政、

商、产、学、研等领域的重量级嘉宾，将聚焦大数据智
能化产业的发展现状与未来趋势，掀起一场又一场

‘头脑风暴’。”9月10日，智博会组委会相关负责人在
接受重庆日报记者采访时说。

据介绍，本届线上智博会，英国皇家学会院士、诺
贝尔物理学奖获得者、石墨烯发现人之一——科斯提
亚·诺沃肖洛夫，美国科学院、工程院、艺术与科学学
院“三院”院士、图灵奖获得者大卫·帕特森等国际知
名科学家，中国科学院院士梅宏及中国工程院院士郑
纬民、张军等30名院士，将通过线上或线下的方式，
分享他们关于大数据智能化发展与未来趋势的真知
灼见。

同时，本届智博会将继续办好数字经济百人会、
5G、区块链、工业互联网等在前两届智博会上广受关
注的论坛主题活动，同时将举办一批如半导体、超高
清视频、智能装配式建筑等涉及多个新兴产业的主题
论坛。

比如，在荣昌区举行的2020线上智博会首个高
峰论坛——大数据·智能化赋能生猪产业高峰论坛
上，来自农业农村部、重庆畜牧科学院、新希望集团等
多位农业领域政、研、企人士，对“智慧养猪”问题进行
了探讨。

“传统生猪养殖的监管、流通、加工都由人工完
成，而数字化养殖将把这些过程转变为智能化操作。”
中国联通研究院数字政府研究室主任饶光说。他在
报告中描绘了智能养殖场景：运用5G及人工智能技
术搭建生猪养殖云平台，猪舍环境监控、精准饲喂、排
污监测等可全部交由智能化“代劳”……让与会者耳
目一新。

在当前加快推动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的背
景下，本届智博会将举行“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国际门户枢纽研讨会暨2020中
欧绿色智慧城市峰会”，以推动川渝两地开展更大范围、更高水平、更深层次的
合作。 （下转2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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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盛丛林镇绿水村，汽车
行驶在乡村公路上。金色的稻
谷、线条优美的梯田，美丽乡村
色彩斑斓。近年来，当地大力推
进“四好农村路”建设，把公路修
到农户家门口，带动沿线乡村旅
游和农村种养业、农产品加工业
的发展，助力乡村振兴。目前，
万盛经开区 57 个行政村实现

“一元公交”客运村村通，发展
农家乐、民宿等 500 余家，7 个国
家级贫困村全部整村脱贫（摄
于9月10日）。

特约摄影 曹永龙/视觉重庆

乡村秋色

重庆交通强国建设
5大任务先行先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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渝北区委书记唐川：

全力打造五个千亿级产业集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