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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史哲》编辑部的同志们：
你们好！来信收悉。《文史哲》创刊 70

年来，在党的领导下，几代编辑人员守正创
新、薪火相传，在弘扬中华文明、繁荣学术研
究等方面做了大量工作，在国内外赢得一定
声誉，你们付出的努力值得肯定。

增强做中国人的骨气和底气，让世界更
好认识中国、了解中国，需要深入理解中华
文明，从历史和现实、理论和实践相结合的
角度深入阐释如何更好坚持中国道路、弘扬
中国精神、凝聚中国力量。回答好这一重大

课题，需要广大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共同努
力，在新的时代条件下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
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高品质的学术
期刊就是要坚守初心、引领创新，展示高水
平研究成果，支持优秀学术人才成长，促进
中外学术交流。希望你们再接再厉，把刊物
办得更好。

习近平
2021年5月9日

（新华社北京5月10日电）

回 信

新华社北京5月10日电 中共中央
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
5月9日给《文史哲》编辑部全体编辑人
员回信，对办好哲学社会科学期刊提出
殷切期望。

习近平在回信中说，《文史哲》创刊
70年来，在党的领导下，几代编辑人员
守正创新、薪火相传，在弘扬中华文明、
繁荣学术研究等方面做了大量工作，在
国内外赢得一定声誉，你们付出的努力
值得肯定。

习近平指出，增强做中国人的骨气
和底气，让世界更好认识中国、了解中
国，需要深入理解中华文明，从历史和现
实、理论和实践相结合的角度深入阐释
如何更好坚持中国道路、弘扬中国精神、

凝聚中国力量。回答好这一重大课题，
需要广大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共同努
力，在新的时代条件下推动中华优秀传
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高品
质的学术期刊就是要坚守初心、引领创
新，展示高水平研究成果，支持优秀学术
人才成长，促进中外学术交流。希望你
们再接再厉，把刊物办得更好。

山东大学《文史哲》杂志创办于
1951年5月，是新中国成立后创刊的首
家高校文科学报，也是我国目前刊龄最
长的综合性人文社科学术期刊。近日，
《文史哲》编辑部全体编辑人员给习近平
总书记写信，汇报了70年来的办刊成
绩，表达了担负起时代使命、发挥好期刊
作用、为民族复兴贡献力量的决心。

习近平给《文史哲》编辑部全体编辑人员回信

本报讯 （记者 颜若雯）5月10日，市
人大常委会办公厅帮扶集团成员单位联席
会议召开，会议明确了下一步助推丰都县及
栗子乡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全面推进乡
村振兴的具体任务。市人大常委会主任张
轩出席会议并讲话。

市人大常委会办公厅帮扶集团由市人
大常委会办公厅、市检察院、市总工会等18
家成员单位组成。会上，丰都县和栗子乡分
别汇报了有关工作情况，帮扶集团成员单位
负责同志和市派驻村第一书记代表作了发
言，巴南区、荣昌区分别与丰都县签订了对
口帮扶协议，市扶贫办有关负责人作了发
言。会后，帮扶集团成员单位派出的42名

驻乡驻村队员将赶赴丰都县。
张轩指出，本次联席会议召开，标志着

帮扶集团正式启动工作。各成员单位、市派
驻乡驻村队员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
记关于乡村振兴工作的系列重要讲话精神，
深刻把握全面推进乡村振兴的重大意义，认
真贯彻党中央的决策部署和市委的工作要
求，发扬伟大的脱贫攻坚精神，坚定必胜信

心，从集中资源支持脱贫攻坚转向巩固拓展
脱贫攻坚成果和全面推进乡村振兴。

张轩强调，要积极稳妥推进丰都县及栗
子乡的乡村振兴工作，5年过渡期内严格落实

“四个不摘”要求，坚决守住“两不愁三保障”
底线，坚决防止发生规模性返贫。要科学编
制乡村振兴规划，坚持问题导向，与“十四五”
规划做好衔接，积极融入发展大局，坚决防止

一刀切，坚决不搞面子工程。要培育壮大优
质特色产业，提高产业市场竞争力和抗风险
能力。要充分发挥基层党组织的引领示范作
用，不断提升乡村社会文明程度，乘势而上、
再接再厉，为乡村振兴事业开新局、立新功。

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市总工会主席夏
祖相，市检察院检察长贺恒扬，市人大常委
会秘书长、办公厅主任周少政出席会议。

市人大常委会办公厅帮扶集团成员单位联席会议召开
张轩出席会议并讲话

□本报上海电 记者 王天翊

“才5分钟，我的肩膀酸痛就好多了！”
5月10日，2021年中国自主品牌博览

会首日，来自杭州的观众吴建国在重庆展厅
体验完海扶医疗的超声关节炎治疗仪后，高
兴地对重庆日报记者说。

吴建国是一名退休教师，被肩周炎困扰
了快十年。

“我是来凑个热闹。”吴建国说，他在逛
展时看到海扶医疗的展台，想起自己一个朋
友就是靠这家公司的产品，不开刀就切除了
胃部肿瘤，就过来瞧瞧。

不只是海扶医疗，博览会首日，重庆展
厅门庭若市。据统计，当天约有1.2万名观
众到重庆展厅参观，十多个来沪“赶场”的品
牌，都无一例外收获了高热度。

重庆日报记者采访发现，重庆展厅大受
欢迎的原因，在于参展品牌释放的三重吸引
力。

第一重
凭硬实力“重庆造”尽显高科技

吴建国提到的“不开刀就可以切肿瘤”
的产品，是近年来蜚声国内外的“重庆造”海
扶刀。

据介绍，这款设备在全球首创聚焦超声
消融手术（FUAS）治疗肿瘤，自1999年问世
以来，已治疗各类实体肿瘤患者超过17万
例，相关设备已出口至28个国家和地区。

带来“硬核”产品的，还有小康工业。
在重庆展厅中央，一台深蓝色赛力斯华

为智选SF5，引来众多汽车爱好者围观。上
个月，这款车才交出一份上市两日内订单突
破3000台的“成绩单”。

“新能源汽车适合平时上班通勤，很划算，
但是我又担心续航问题。”一名观众告诉记者，
他关注这台号称续航1000公里的车已经有一
段时间了，这次特地来到小康工业展台。

“1000公里实实在在，没有水分！”小康
集团战略规划总部副部长张有洪拍着胸脯
介绍，这台车使用的增程技术已经达到世界
领先水平，其原理是当电池电量充足时，由
动力电池驱动电机；当电池电量消耗到一定
程度时，则启动发动机为电池提供能量，对
动力电池进行充电，大大提升续航能力。

第二重
有烟火气 消费品蕴含文化魅力

“来这边！德庄火锅！”重庆展厅门口，

重庆籍大一学生范洁正招呼着舍友，“这个
火锅底料有辣度标准，我们试一下12度和
36度的好不好？”。

范洁说，吃火锅成了宿舍同学过生日的
“保留节目”，但是有的舍友怕吃辣，不同牌
子的底料辣度又不一样，这次正好大家一起
尝试一下德庄的“李氏辣度”。

“我们把辣度分成六个等级，12度适合
儿童老人，36度闺蜜聊天正合适……”德庄
展台工作人员介绍，“李氏辣度”让不同批次
底料的辣度更加稳定和精准。

德庄展台对面，江小白酒业把白葡萄
味、卡曼橘味、蜜桃味等口味的江小白果味
高粱酒摆放成“果立方”，吸引网络主播来做
直播测评。

（下转2版）

2021年中国自主品牌博览会首日

重庆品牌吸引上万观众来捧场

本报讯 （记
者 白麟）5月 10
日，位于两江新区
的长安汽车两江工
厂，一位消费者用
远程遥控的方式，
将一辆新下线的长

安UNI-K，缓缓开上展示台。这是长安汽车生产的第2000
万辆自主品牌汽车。这场特别的下线仪式，也标志着中国首
个“2000万辆级”汽车自主品牌诞生。

据介绍，长安1984年进入汽车领域，2001年第100万辆
汽车下线，2014年累计销量突破1000万辆大关，成为首个跻
身“千万辆俱乐部”的中国品牌车企。如今，长安汽车迎来

2000万辆“里程碑”，20年产销量增长20倍，高质量加速发展
态势显露无疑。

业内人士指出，这背后既来源于长安丰富细分的产品线，
也有多年来所积累的口碑、用户对长安产品的质量和技术的
信任。更重要的是，长安近年来通过强化设计激发出产品魅
力，并依托新能源、智能联网技术，为用户带来了更好体验，在
逆市中杀出一条血路，领跑中国自主汽车品牌。

2021年1—4月，长安汽车交出了整体销售843342辆、
同比增长82.3%的“成绩单”，连续十三个月实现同比增长。
与此同时，长安乘用车品牌产品均价提升了34%。

截至今年4月底，长安汽车已发展为拥有88家分子公
司、产销50余个国家及地区、带动上下游产业链150万个就
业岗位的全球化汽车企业。

长安成为中国首个产量超2000万自主汽车品牌

5月8日，北碚区朝阳街道新房子社区，居民正在小区里休憩。
该社区是老旧小区，改造后路面变得整洁平整，公共设施更加完善，成为信息化、智能化、便利化、

环境优美的新社区。可以在新修的步道上散步，在新增设的座椅上喝茶聊天，在新建的小广场上锻炼、
玩耍，居民们对小区改造赞不绝口。 首席记者 龙帆 摄/视觉重庆

老旧小区改造
居民赞不绝口

□本报记者 王翔

5月7日，重庆日报记者从成渝高速下道，来到永川
高新区凤凰湖组团，走进知名的雅迪摩托和长城汽车，
在这里邂逅了两名来自外地的试车手。

在雅迪电动车生产车间的流水线上，工人们都在熟
练地为摩托安装各种零部件，这里每45秒就有一辆雅迪
摩托下线。在流水线的尾端，来自四川泸州的90后小伙
儿杨华吉，戴着头盔、背着背包、骑着摩托在厂区内“蹿
来蹿去”。

杨华吉前些年在沿海打工，这几年永川产业发展好
就业机会多，他就来应聘成为了一名摩托车“路试员”。

“我这背包里是一套锂电池，有6公斤重，每下线一
辆摩托，我就会接通其电源，进行试车。”杨华吉说，他平
均每天要路试500辆电动摩托。每次，他都要驾着摩托
冲上斜坡，同时要操控各种灯光，远远看去，闪着各种灯
光的摩托很是炫酷，像在进行表演。而在其他工人眼
中，路试员就是在比较狭窄的车间里“演特技”。杨华吉
特别满意这份工作，“收入不错，离家也近，还是我喜欢
的摩托，我准备在这里长期干下去。”

永川地处成渝地区“中轴”线上，1994年成渝高速公
路的贯通，为永川发展带来巨大的人气财气。如今，永
川境内已建成和规划建设的高速公路增至9条。近年
来，永川区利用良好的区位交通优势，大力推动汽摩及
零部件、智能装备、特色消费品、电子信息和先进材料等
五大百亿级产业集群发展。

作为国内电动两轮车的龙头企业，2019年雅迪电动
车签约落户永川高新区凤凰湖组团，投资10亿元建设
百万台（套）电动两轮车、三轮车及核心零部件生产基地
项目。2020年，雅迪电动车靠租用厂房，全年完成电动
摩托车生产40万辆，实现产值17亿元。

“今年，我们自建的生产基地将全面投产，预计将完
成80-100万辆电动摩托车生产，实现产值40亿元。”重
庆雅迪科技总经理助理周华说。 （下转2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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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5月10日电 （记者 刘奕湛）记者10日从
公安部新闻发布会上获悉，2021年6月1日起，优化驾驶证考
试内容和程序。小型自动挡汽车科目二考试取消“坡道定点
停车和起步”项目，考试由5项减少为4项，更加贴近实际驾
车操作要求，减轻考生考试负担。

小型自动挡汽车考试科目三约考间隔时间，由科目一考
试合格后30日调整为20日；对增驾大中型客货车驾驶证的，
科目三约考间隔时间由40日调整为30日，减少群众待考时
间。对申请小型汽车异地分科目考试的，申请变更考试地的
次数由1次调整为不超过3次。据估算，新措施实施后，每年
将惠及新考领驾驶证人员2000多万。

公安部交管局推出“我为群众办实事”公安交管12项便
利措施，包括优化驾驶证考试内容和程序等4项简政放权措
施，便利老年人办理交管业务等3项定制服务措施，试点交通
事故证据材料网上查阅等5项互联网服务措施，进一步提升
交管服务便利化。

据介绍，在缓解城镇老旧小区“停车难”问题上，将充分利
用城镇老旧小区周边的道路资源，选择具备条件的支路，允许
居民在夜间、周末、法定假期等基本停车需求较大的时段临时
停车；便利老年人享受交管服务，60周岁以上老年人可使用
亲友的“交管12123”App账号，由亲友代办网上机动车牌
证、驾驶证等业务，提升老年人享受智能化服务便捷性。该措
施将惠及2000多万驾驶人。 （下转2版）

公安交管推12项便利措施
自动挡汽车科目二考试项目“瘦身”

本报讯 （记者 杨骏）5月10日，重庆
日报记者从市商务委了解到，第三届中国西
部国际投资贸易洽谈会（下称“西洽会”）将
于5月20日至23日在渝举行，目前各项准
备工作正在紧锣密鼓筹备中。

经过了20年的发展，2018年“渝洽会”
更名为“西洽会”，升级成为国家级展会。
2018年、2019年，两届“西洽会”取得圆满成
功，成为内陆地区对外开放“新名片”。

据介绍，广西将作为主宾省（区）组团参
会参展第三届西洽会，并设立特色展区。广
西展区位于重庆国际博览中心N2馆（N2—
3），面积598平方米。展区以“服务陆海新
通道 共促西部大发展”为主题，分为西部
陆海新通道、中国（广西）自由贸易试验区、
北部湾国际门户港、工业高质量发展、中国
—东盟信息港等八大板块。

在西洽会期间，广西将举办“服务陆海
新通道 共促西部大发展”——2021西部
陆海新通道广西专题推介会。

第三届西洽会将于
20日至23日在渝举行
广西将作为主宾省（区）参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