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记者 申晓佳

5月19日，祝融号传回首张
火星照片。人们纷纷感叹，科技
创新正在让人类见证更为广阔
的星辰大海。

5月17日召开的市委五届十
次全会提出，把科技创新作为高质
量发展的主动力。重庆日报记者
走访发现，科技创新不仅是对宇宙
的探索，也深植于我们的日常生
活。消费品工业就是一个例子。

消费品工业覆盖轻工、纺织、
食品、家电等门类，一向给人“小
打小闹、低技术含量、低附加值”
的印象。但在江津，“小东西”做
出了大价值——1-4月，消费品
工业实现规模产值142.8亿元，
同比增长38%，成为该区第一大
支柱产业。让“小东西”产出大价
值的奥秘，正是科技创新。

手握 63 项专
利，“江津产”宠物洁
齿骨闯入欧洲市场

5月19日，记者走进位于江
津德感工业园“西部食谷”的重
庆博力生物科技有限公司（下
称：博力生物），看到一尘不染的
车间里，排列着一大批麋鹿形状
的宠物洁齿骨。

“我们正在生产计划12月
推出的‘爆款’产品。”博力生物总经理王陈介绍，每年
12月的圣诞节是欧洲宠物市场的旺季，而麋鹿是极
具代表性的圣诞节元素。乘节日热潮，产品不愁销。

一家江津企业，如何把宠物洁齿骨卖到了欧洲？
何况现在才5月，为啥要生产12月才投放的产品呢？

王陈的回答很直白：“打入欧洲市场，靠的是自主
研发的技术。今年，博力生物的订单量较去年同期翻
倍，生产计划排得很满，为了满足节日订单能够上架
销售，我们要求客户提早做计划提早下单。”

一般人认为，宠物用品的服务对象是猫狗，并不
需要多高的技术含量。博力生物却反其道而行之，在
产品中融入生物化学、分子生物学、食品科学等领域
的技术。公司从2017年创立至今，已申请63项专
利，其中欧美专利就有17项。年研发投入为5%—
7%。 （下转2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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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首席记者 杨骏）5月
23日，第三届中国西部国际投资贸易
洽谈会（下称“西洽会”）圆满闭幕。

3天时间里，重庆悦来会展城11万
平方米的展览区亮点纷呈、百余场主题
活动丰富多彩，向世人呈现了一场主题
鲜明、特色突出的国际化盛会。

“本届西洽会，办出了西部特色，展
示了西部成就，促进了西部开放，分
享了西部机遇。”本届西洽会执委会
办公室主任张智奎表示，本届西洽
会，意义重大、成果丰硕，展现西部的
蓬勃生机，推进新时代西部大开发形成
新格局。

开放的国际盛会凸显影响力
全网总阅读量超过4亿人次

作为国家级、国际化、开放性展会，
西洽会一直备受瞩目。

40余个国家（地区）、26个省区市、1
个特别行政区、6个副省级城市、37家领
事机构、超过4100家企业（机构）参展参
会，进一步证明了西洽会的影响力。

本届西洽会也得到了各界人士的
高度评价——

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郝明金
表示，举办西洽会是服务国家战略、推
进新时代西部大开发形成新格局的具
体实践，为西部各省区市深化开放合作
提供了重要平台和机遇；

商务部副部长王炳南说，西洽会已
成为西部地区和世界经贸合作的桥梁
纽带；

四川省人民政府省长黄强说，西洽
会将全面提升西部地区经济承载力、辐
射带动力、发展支撑力；

哥伦比亚贸易、工业和旅游部代理
部长劳拉·巴尔迪维索说，本届西洽会
将推动中国与哥伦比亚制定共同战略，
进一步挖掘双方在贸易、投资方面的潜
力，共享发展机遇；

越南工业和贸易部副部长杜胜海
称，西洽会将成为越南工商界寻求投资
贸易合作机会的良好平台；

中国韩国商会会长、斗山集团总裁
李浩哲表示，韩国企业普遍看好中国西
部地区发展前景，借力西洽会，韩国企
业将积极加快在中国西部地区投资布
局……

不只是嘉宾，来自全球的媒体也
对本届西洽会给予高度关注。据统
计，大会期间，共有103家中外媒体、
721名记者参与西洽会报道，刊发报
道2350余篇，全网总阅读量超过4亿
人次。

“思想盛宴”助西部地区
融入世界

仅一个论坛就提出高含
金量建议35条

本届西洽会吸引了众多专家、学者
来渝，为重庆乃至西部地区的发展建言
献策。

其中，在 2021 陆海新通道国际
合作论坛上，21名嘉宾发表致辞或主
旨演讲，共提出含金量高的观点 46
条、建议 35条，主要围绕抢抓RCEP
机遇、加强区域产业合作、提速数字
化建设、加强与中欧班列对接四个方
面展开。

这些观点和建议，很多与重庆未来
发展规划不谋而合。

比如，重庆明确提出，将推动陆海

新通道和中欧班列联动发展，实现“一
带一路”和长江经济带无缝衔接。今年
一季度，两大开放通道联运标箱超过
1000个。

在2021年重庆开放暨商务工作电
视电话会议上，重庆也明确提出将在

“十四五”时期，借力陆海新通道等载
体，启动RCEP（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
系协定）先行示范区建设，谋划实施重
庆与东盟、日韩等经贸合作规划。

此外，本届西洽会还举办了2021
亚洲企业大会·重庆、中国（重庆）开放
型经济发展国际合作论坛等7个专业
论坛，与会嘉宾围绕深化西部地区高水
平开放、推进产业高质量发展进行深入
探讨，积极建言献策。

张智奎称，本届西洽会堪称一场
“思想盛宴”，这些观点和建议，能够进
一步提升重庆乃至西部地区的开放型
经济水平，加快构建现代产业体系，助
力西部地区加速融入世界。

一批项目为产业链供应
链补强

促成签约项目359个，签
约总额3578.2亿元

本届西洽会充分发挥贸易合作平
台、投资促进平台作用，促成签约项目
359个，签约总额3578.2亿元。

项目不仅数量多，且规模大、含金
量足。据统计，项目平均投资额达22.4
亿元，投资额超过50亿元的项目达17
个。签约项目投资方主要来自于东方
电气、麦格纳、惠科等大型央企、世界
500强外企和知名民营企业。

作为东道主，重庆在本届西洽会上
可谓收获颇丰。

比如，两江新区签约秒秒测智能制
造总部基地项目等多个项目，总投资金
额超过33亿元；

（下转5版）

第三届西洽会圆满闭幕

签约项目359个总金额3578.2亿元

本报讯 （记者 颜若雯）受全国
人大常委会委托，5月18日至21日，市
人大常委会组成执法检查组，对重庆市
贯彻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固体废物污
染环境防治法》（以下简称“固废法”）情
况开展执法检查，同时，结合全国人大
常委会今年工作重点，组织在渝全国人
大代表对此开展了专题调研。市人大
常委会主任张轩参加执法检查和专题
调研。

期间，执法检查组和在渝全国人
大代表兵分两路，前往巴南区、渝北
区、长寿区、万州区、江津区、大足区，
详细了解生活污水与污泥协同处置、
固体废物原料替代、铅蓄电池回收利
用、报废汽车拆解处理、废弃电子产品
拆解、长江流域清漂截污及船舶垃圾
管理等工作，此外还进行了暗访，随机

前往小区、超市、垃圾填埋场、医院、酒
店、养殖基地等地进行了暗访，并召开
座谈会，听取了部分区政府关于固废
法贯彻实施情况的汇报，以及人大代
表、专家学者、企业、基层执法人员的
意见建议。

代表们围绕提高基层执法人员执
法能力水平、加强法律宣传力度、增加
固废污染防治经费投入、推动垃圾分类
从知晓到落实、更加精细化变废为宝等
主题，提出了意见建议。

针对发现的问题和有关意见建议，
执法检查组将认真梳理，深入分析，形
成高质量的执法检查报告，及时报送全
国人大环资委。

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陈元春、秘
书长周少政参加执法检查和专题调
研。

市人大常委会组织开展固废法执法检查
暨在渝全国人大代表专题调研

□新华社记者 苏晓洲 高敬 崔俊杰

湖南，中国革命的重要红色沃土，孕育了丰厚的先
进文化，涌现出无数救国救民的仁人志士。

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到湖南考察调研，重温革命历
史，感悟红色文化，擘画发展蓝图，勉励大家从光辉历
史中汲取实事求是、砥砺奋进的精神力量，走好新时代
的长征路。三湘儿女牢记殷殷嘱托，不断开拓创新，锐
意进取，在实现高质量发展道路上步伐坚定。

实事求是，精神一脉相承
【红色足迹】
2020年9月17日下午，细雨飘飞。习近平总书记

走进千年学府岳麓书院。在书院中心讲堂前，总书记
望着檐上的“实事求是”匾额，久久凝思。

“毛主席当年就是在这里熏陶出来的，实事求是就
来源于这里。共产党怎么能成功呢？当年在石库门，
在南湖上那么一条船，那么十几个人，到今天这一步。
这里面的道路一定要搞清楚，一定要把真理本土化。”

为谋划“十四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问计于民，是
习近平总书记此次湖南之行的一个重点。村支书、乡
村教师、扶贫干部、农民工、种粮大户、快递小哥、餐馆
店主……30 名基层代表齐聚一堂，10 名代表先后发
言。习近平总书记在长沙主持召开基层代表座谈会，
同基层干部群众代表深入交流，言传身教的就是实事
求是的工作作风。

【思想脉络】
1916年至1919年期间，毛泽东在岳麓书院半学

斋住了一年多光景。从宿舍打开窗户，就能看到书院
大讲堂“实事求是”匾额，“低头不见抬头见”的朝夕相
处，“实事求是”深深刻在毛泽东的心中。

站在岳麓书院一棵参天古树下，湖南大学马克思
主义学院院长唐珍名说：“岳麓书院的主办者们，反对
埋头故纸堆、脱离实际的空谈学风，倡导务实学风和

‘经世致用’，继而把‘实事求是’作为校训。后世经过
不断发展，含义拓展为从实际情况出发，正确认知和解
决问题。”

一百年来，中国共产党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
与时俱进、求真务实，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
具体实际相结合，创造出彪炳史册的伟大奇迹。

红色基因，守护传承焕新生
【红色足迹】
2011年3月，江南大地草长莺飞，生机勃勃。习近

平在湖南调研期间专程来到韶山，向毛泽东同志铜像
敬献花篮，瞻仰毛泽东同志故居，参观中共韶山特别支
部展室，与韶山村党员群众代表座谈。

习近平深情地说，革命传统资源是我们党的宝贵
精神财富，每一个红色旅游景点都是一个常学常新的

生动课堂，蕴含着丰富的政治智慧和道德滋养。
“惟楚有才，于斯为盛”。岳麓书院大门两侧，这副白底黑字的对联分外醒目。
2020年9月17日，岳麓书院里，习近平同正在开展思政课现场教学的师生们

亲切交流。他强调，要把课堂教学和实践教学有机结合起来，充分运用丰富的历史
文化资源，紧密联系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的奋斗历程，深刻领悟马克思主义中国
化的内在道理，深刻领悟为什么历史和人民选择了中国共产党和社会主义，进一步
坚定“四个自信”。他勉励年轻学子，一定要不负时代重托，不负青春韶华，为建设
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贡献智慧和力量。

【弘扬赓续】
山青水碧，特色历史建筑比比皆是。
湖南大学在岳麓书院基础上发展而来，是国家“211工程”“985工程”和“双一

流”重点建设的高校。
“1938年4月10日，27架日本战机轰炸湖南大学和岳麓书院，校园特别是文

化典籍损毁严重！”湖南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龙兵讲授的“移动思政课”，结合
时事、历史和身边风物，引导学生修身崇德、明辨是非。

总结相关教学经验，湖南大学正在建设思政课程优秀案例库、教学中心，开展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文化探源研究，举办“致敬国学全球华人国学大典”和“岳麓书院
讲坛”等活动。

湖南大学教育科学研究院硕士研究生徐淼说，我们一定牢记总书记嘱托，接过
历史的接力棒，踏踏实实将论文写在祖国大地上，以谦和的心态、奋斗的姿态努力
成为新时代的栋梁。

红色基因，代代相传。 （下转2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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众多市民到西洽会现场“打卡”。（摄于5月22日） 记者 张锦辉 摄/视觉重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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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农业科技进步
贡献率超60%

“铭记袁老精神，
继续前行”

今年中国共产党迎来百年华诞。百年奋
斗历程中，我们党领导人民取得了举世瞩目
的辉煌成就，书写了波澜壮阔的历史画卷。
今日起，本报在“奋斗百年路 启航新征程”
专栏下开设“庆祝建党百年成就巡礼”子栏
目，全面反映我市上下全面贯彻落实习近平
总书记对重庆提出的营造良好政治生态，坚
持“两点”定位、“两地”“两高”目标，发挥“三
个作用”和推动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等

重要指示要求，尤其是党的十九大以来，我市
经济社会发展各项事业取得的历史性成就，
发生的历史性变革；充分展现各区县各领域
扎实开展党史学习教育，不忘初心、牢记使
命、开拓奋进、攻坚克难，奋力谱写重庆高质
量发展、高品质生活新篇章的生动实践，展示
全市广大干部群众团结一心创造美好生活的
精神风貌，凝聚立足新阶段、奋进新征程的强
大力量。敬请关注。

【
开
栏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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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详见6—7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