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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部（重庆）科学城

科学家的家 创业者的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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志智双扶让“口袋”“脑袋”共同富裕
——城口县激发群众内生动力决战脱贫

攻坚的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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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亮双做”给代表履职定“标尺”
——荣昌区四级人大代表“亮身份、亮承

诺，做合格代表、做群众表率”充分发挥代表作
用的生动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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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记者 朱基钗

9月28日，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网站
通报消息，江西省上饶市副市长祝宏根
涉嫌严重违纪违法，主动投案。

根据该网站发布的公开信息，进入
9月以来，主动投案的领导干部还有青

海省副省长、海西蒙古族藏族自治州委
书记、柴达木循环经济试验区党工委书
记文国栋，河北省邯郸市委书记高宏
志，云南省文山壮族苗族自治州政协原
副主席陈晓华，陕西省公安厅二级巡视
员雷雨……

越来越多违纪违法腐败分子，在高
压震慑之下主动投案自首，成为当前反
腐败斗争压倒性胜利巩固发展的鲜活
印证。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
核心的党中央以强烈的历史使命感、深

沉的忧患意识、顽强的意志品质，深入
推进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推动
全面从严治党取得卓著成效。“十三五”
时期，也见证了我国党风廉政建设和反
腐败斗争向纵深推进的波澜壮阔历程。

坚持打虎拍蝇无禁区、全覆盖、零容
忍，这是反腐败力度空前的一段时期。

根据十八届中央纪委工作报告，从
党的十八大至党的十九大5年间，经党
中央批准立案审查的省军级以上党员
干部及其他中管干部440人。

（下转2版）

夺取反腐败斗争压倒性胜利
——“十三五”时期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回眸

本报讯 （记者 罗静
雯）近日，市委副书记、市长唐
良智前往永川区，深入矿井检
查煤矿安全并召开全市煤矿
安全视频调度会议，对煤矿安
全工作进行再动员、再部署、
再落实。他强调，要深入贯彻
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
生产重要论述和党中央、国务
院决策部署，按照市委、市政
府工作安排和陈敏尔书记要
求，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
强化底线思维、忧患意识，统
筹发展和安全两件大事，进一
步拧紧责任链条，狠抓整改落
实，强化风险防控，全力做好
煤矿安全各项工作，切实把确
保人民生命安全放在第一位
落到实处。

市领导吴存荣、郑向东等
参加。

永川区双石镇中心桥煤
矿煤炭储量1279万吨，设计
产能45万吨/年，属于高瓦斯
矿井，9月28日起停产开展安
全隐患排查整治。唐良智来
到煤矿调度室，听取安全生产
情况汇报，察看煤矿调度管理
和安全监控系统运行情况，随
后进入矿井，仔细检查巷道顶
板安全、井下通风、架空人车、
管道维护及供电安全等情况，
询问作业流程和操作规范。
唐良智边走边问，边检查边要
求煤矿负责人，要严格落实煤
矿安全生产制度，加强设施设
备安全检查维护，全面排查整
治风险隐患，深入开展职工安
全教育，从严从细从实抓好安
全管理，确保煤矿安全。

随后，唐良智主持召开全
市煤矿安全视频调度会议，听
取永川区中心桥煤矿、万盛经开区南桐煤矿和永川区、奉节
县、彭水县政府主要负责人的有关情况汇报。唐良智说，安全
无小事、责任大于天。煤矿生产领域是我市安全事故易发多
发领域，安全监管来不得半点马虎、容不得丝毫懈怠。我们要
牢固树立安全发展理念，时刻绷紧安全生产这根弦，深刻吸取
松藻煤矿“9·27”事故教训，从自身做起、从现在抓起，每个人
都负起责任，每个单位都守好“责任田”，抓紧补短板、强弱项、
堵漏洞，全力消除各类安全隐患，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发
生。

唐良智强调，一要拧紧安全生产责任链条，把责任落实到
部门、落实到矿点、落实到岗位、落实到人头，筑牢安全风险防
控严密防线。要健全闭环管理机制，完善全员安全责任清单、
全流程操作规程，健全驻矿安监员制度、有奖举报制度等安全
管理制度，构建人人有责、人人知责、人人尽责的煤矿安全管
理格局。要整合监管力量，加大跨部门联动监管和综合执法
力度，实现“一次检查、全面体检”。要严肃追责问责，压紧压
实属地领导责任、部门属事责任、企业主体责任和职工个人防
护责任，严格执行“一案双查”“三责同追”，建立完善过程中责
任追究制度，精准追责、及时追责，以刚性的追责问责倒逼责
任落地落实。 （下转2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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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 白麟）10月 8日上
午，200台赛力斯3智能电动汽车，在重庆
国际物流枢纽园区发出，它们将通过海运于
一个月后抵达德国。这是重庆首次实现新
能源乘用车出口欧洲。

同时，这也是继今年 4月 15日，100
台东风风光 ix5通过中欧班列（渝新欧）

出口德国后，小康集团旗下品牌再次批
量出口德国。至此，小康集团商用车、乘
用车、电动车三大系列产品全面进入欧
洲市场。

业内人士表示，赛力斯3在国内市场热
销之际进入欧洲市场，彰显了重庆智能制造
实力、汽车产品的高质价比。

“重庆造”新能源乘用车首次出口欧洲

□张燕

当中秋遇上国庆，方舱医院变回了体
育馆，黄鹤楼开放了夜间游览，多部电影火
热上映，火车站里旅客摩肩接踵，高速路上
车辆密密麻麻……经历了艰难时刻的中国
人，终于迎来了新冠肺炎疫情后的重聚、隔
离后的出行、克制后的欢庆。这种充满人
间烟火气的场面，让我们感到如此熟悉，正
如网友感叹，这次国庆节就像“迟来的春
节”一样温暖人心。

犹记得新年伊始，新冠肺炎疫情来袭，
热闹的城市变得空旷冷清、拥堵的道路变
得车少人稀，各行各业都受到了重创。即

使是今天，新冠肺炎仍在世界范围内流
行。然而，此时此刻的中国，却有了让外媒

“嫉妒”的崭新景象。《纽约时报》这样评价
“十一”黄金周：中国以惊人的速度回到接
近正常状态；CNN认为，如此巨大的游客
量，显示出了“中国的自信”；西班牙《国家
报》称，严厉的防疫措施是中国经济复苏的
关键所在。这一次，中国用一个热闹温暖
的长假，向世界释放了最清晰的持续稳定
的复苏信号。

假期的“人山人海”，何尝不是一种
国泰民安。这些令外媒称羡的成绩背
后，是卓有成效的疫情应对策略，是无数
奔赴前线的英雄和 14 亿守望相助的人
民。只有读懂这些主动作为和无私奉
献，才能读懂数亿人深入骨髓的家国大
义，才能读懂中国自信的底气所在，才能
真正理解中华民族为何总能战胜磨难、
屹立不倒。

山河为证，一个活力满满的中国终

于回来了。感到温暖的同时，我们也信
心倍增。2020 年还剩下不到 90 天，决胜
全面小康，决战脱贫攻坚，统筹疫情防控
和经济社会发展，既是一次大战,也是一
次大考。当前，重庆疫情防控向好态势
不断巩固，经济社会秩序不断恢复，“双
节”假期，接待游客 1108.6 万人次，文化
旅游市场繁荣而有序。长假结束，新的
征程又将开始。接下来，我们更要坚定
信心、咬定目标，不麻痹、不厌战、不松
劲，在继续抓好秋冬季疫情防控工作的
同时，扎实做好当前经济工作，加快恢
复性增长，不断开创重庆高质量发展新
局面。

温暖的长假让我们信心倍增

本报讯 （记者 赵迎昭）10月8日，重
庆日报记者从有关部门获悉，2020线上智博
会举办前夕，《解码智能时代》丛书——《解码
智能时代：从中国国际智能产业博览会瞭望全
球智能产业》和《解码智能时代：刷新未来认
知》由重庆大学出版社正式出版，并在本届智
博会线下场馆亮相。

这两本书是在市委宣传部的统筹指导下，
由黄桷树财经和信风智库创作。《解码智能时
代：从中国国际智能产业博览会瞭望全球智能
产业》的写作和出版团队对于2018年、2019年
两届智博会上的产品发布、交流合作、主旨演讲
等方面的重要成果进行了梳理、归类，并以精彩
的图片、富有激情的故事与科普知识相结合的
方式呈现出来，努力让读者以更具有现场感的
方式感受智能时代的脉动。《解码智能时代：刷
新未来认知》一书，通过对大数据、5G、人工智

能、区块链、云计算和物联网等技术内涵及其关
系做系统化、通俗化的解读，让普通读者体会

“智能化：为经济赋能、为生活添彩”的深刻内涵。
两书出版后，第一时间在本届智博会线下

场馆及重庆书城亮相，与参加智博会线下交流
的各位嘉宾及广大市民见面。人民网、华龙网
等主流媒体对此进行了报道。

大数据之父、牛津大学教授维克托·迈
尔-舍恩伯格，大数据领域的著名学者、电子
科技大学教授周涛等对两书给予了高度评
价。维克托·迈尔-舍恩伯格表示，《解码智能
时代》丛书囊括了大数据、人工智能、5G、区块
链等多种前沿技术和案例应用，也对智慧城
市、金融科技和智慧医疗等热门领域做了阐
述，是非常优秀的创新科普读物，学习并了解
这些知识是我们完成自我更新的重要途径。

（相关报道见6版）

献给扑面而来的智能时代

《解码智能时代》丛书出版

出口德国
的 200 台 赛 力
斯 3 智能电动
汽车。

（小康集团
供图）

在刚刚过去的国庆中秋“双节”长假，
重庆消费市场火爆，旅游出行、餐饮购物、
文化娱乐等均呈现繁荣景象。

消费市场稳步增长
市商务委10月8日发布消息称，据监

测，“双节”期间，我市主要商圈和重点监测
商贸企业实现零售额276.2亿元，同比增
长8.3%。

惠民促销，是激发重庆假日消费市场
活力的一个重要原因。据介绍，重庆组织
开展的“爱尚重庆”金秋消费节，为市民和
游客奉上了一场含“商旅文、游购娱、吃住
行”各环节的全域消费盛宴。各大商圈围
绕“节日经济”，开展丰富多彩、形式多样的
活动，营造浓郁的节日气氛，激发消费稳步
增长。

据市商务委监测，“双节”长假期间，主
城区六大核心商圈销售额同比增长
10.4%。其中，观音桥商圈销售额同比增
长 30.6%，九龙坡商圈销售额同比增长
16.4%，解放碑商圈销售额同比增长
9.4%；重点监测的商贸企业，销售额同比
增长8.5%。

大众化餐饮消费人气很旺，使得我市
各大宾馆、酒楼、特色餐饮店生意兴隆。据
市商务委监测，“双节”期间，我市重点监测
的餐饮企业顺风123实现营业收入191.9
万元，同比增长5.1%；肘子火锅营业额同
比上涨16.7%；牛真香美食餐饮营业额同
比上涨13.3%。

此外，景区游、近郊游等旅游业态异彩
纷呈，吸引了众多市民、游客前去打卡，带
动全市住宿餐饮业销售业绩明显增长。数
据显示，“双节”期间，我市重点监测的农家
乐营业额同比增长14.6%。其中，潼南区、
江津区、黔江区的农家乐营业额，同比分别
增长20.3%、21.4%、26.1%。

旅游市场持续回暖
市文化旅游委10月8日发布消息，8

天长假，全市 A 级旅游景区接待游客
1108.6万人次，同比恢复86.3%；过夜住宿
人数189.91万人，同比恢复82.2%。

（下转2版）

数据告诉你 重庆假日经济有多“火”
●主要商圈和重点监测商贸企业实现零售额276.2亿元，同比增长8.3%
●全市253家A级旅游景区接待游客1108.6万人次，同比恢复86.3%

▲10月6日下午,重庆融创文旅城渝乐小镇，市民正乘坐鱼鹰矿山车。 特约摄影 钟志兵/视觉重庆

▲10月5日，渝中区，游客乘坐游轮体验重庆两江游。驴妈妈平
台数据显示，“双节”期间，国内夜间旅游产品预订量同比上涨27%，其
中上海黄浦江夜游、广州珠江夜游、重庆两江夜游等人气最高。

记者 龙帆 摄/视觉重庆

▲10月8日，江北区观音桥街道九街，游客们点亮手机灯光，
为街头歌手“打call”。“双节”期间，九街日均客流达13万人次，总
计接待游客超百万。

首席记者 崔力 摄/视觉重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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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安乡村·智惠农家”服务系统将在全市
所有农村派出所推广

这款App为何这样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