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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 李星婷）8月9日，
市教委、市卫生健康委印发《关于做好
2021年秋季学期开学有关工作的通知》
（以下简称《通知》）。我市中小学（含中
职）按校历9月1日开学行课，高校原则
上按既定时间8月27日至9月6日陆续
错峰开学。在高、中风险地区的师生，需
待滞留地区降为低风险地区后再安排返
校。

按《通知》要求，我市中小学（含中
职）按校历9月1日开学行课，幼儿园和
特殊教育学校参照执行。高校原则上按
既定时间8月27日至9月6日陆续错峰
开学，个别高校可根据实际情况调整。
2021级新生按照学校录取通知书通知
的报到时间报到。

不过，若全国、全市疫情发生重大变
化，将根据疫情形势、上级要求、专家研
判及时做出调整并进行全市统一调度。

为做好师生健康管理，按《通知》要
求，在市外的渝籍师生应在开学前14天
返渝，抵渝后第一时间就近做1次核酸
检测；在市外低风险地区的非渝籍师生，
在学校规定的开学时间，持48小时内核
酸阴性证明和健康码、行程码绿码来
（返）渝，抵渝后由学校集中组织1次核
酸检测，核酸检测结果无异常可正常入
学。

在高、中风险地区的师生，暂缓来
（返）渝、返校，待滞留地区降为低风险地
区后再安排返校，并按规定做好健康管

理。境外师生经学校批准后方可返校，
入境后按属地防疫要求做好健康管理。

此外，为做好疫苗接种，各区县教
育、卫生健康部门根据最新要求，将《重
庆市12—17岁学生新冠疫苗接种工作
方案》原定接种时间节点提前：

8月同步推进12—14岁初中学生、
15—17岁高中学生新冠疫苗接种；

8月31日前完成15—17岁高中学
生和12—14岁初中学生第一剂次疫苗
接种；

9月30日前完成15—17岁高中学

生和12—14岁初中学生第二剂次疫苗
接种，并组织应接未接学生的查漏补种。

《通知》还要求，各高校要引导、提醒
大一新生暑假期间尽早在属地接种疫
苗。各区县教育、卫生健康部门要密切
协作，按照《重庆市12—17岁学生新冠
病毒疫苗接种工作方案》组织实施和工
作保障的相关要求，继续加强学生及家
长宣传引导，做实做细安全保障工作，确
保安全、有序推进12—17岁学生疫苗接
种工作，按时完成接种任务，尽快建立师
生免疫屏障。

本报讯 （记者 杨永芹）8月
10日，重庆日报记者从市交通局获
悉，重庆市获国家公交都市建设示范
城市称号。

8月9日，交通运输部政府网站
公布了《交通运输部关于命名太原市
等7个城市国家公交都市建设示范
城市的通报》。经技术组评估、专家
组实地验收、向社会公示、专项整改
等程序和整改综合评议，包括重庆市
在内的7个城市达到国家公交都市
创建预期目标，通过验收。

市交通局表示，2013年起，重庆

着手创建中心城区公交都市，创建工
作包括政策规划引领、基础设施支
撑、智能低碳引导、运营管理提升、安
全应急保障、发展环境营造等6项工
程，共32项创建指标。

截至2020年底，主城区公交优
先道达到217公里，创新开行小巷
公交6条、穿梭巴士186条，公交线
路达到800余条；轨道交通运营里
程达到 370公里，轨道出入口 100
米范围内基本实现公交换乘设施全
覆盖；公共汽车、轨道交通实现全国
一卡通。

重庆获国家公交都市
建设示范城市称号

本报讯 （记者 向菊梅）已连
续举办三届的智博会，为重庆园区经
济发展搭建沟通“桥梁”。8月 10
日，重庆日报记者从市大数据发展局
获悉，截至目前，重庆重要数字经济
园区产业规模超8000亿元。

“通过举办智博会，我市各大园
区经济发展从中受益。”市大数据发
展局相关负责人介绍。

比如招商引资方面，两江数字经
济产业园借智博会引进了腾讯、中软
国际、华为等大型企业，促进了大数
据、软件等产业发展；中国智谷（重
庆）科技园借智博会引进树根互联、
京东、去哪儿网等大型企业，加速了
工业互联网、电商、文旅等产业发
展。数据显示，今年1-6月，仅两江
数字经济产业园，就新增注册数字经
济企业550家，同比增长30%。

再比如招才引智方面，我市各大
园区借智博会举办“互联网引才”网

络专场活动，引进人才。两江数字经
济产业园更是聚集创新创业人才5
万余名，拥有市级以上高层次人才
170余名。

又如科技创新方面，西部（重
庆）科学城借智博会引进百度、小
米，分别建设百度阿波罗重庆研发
中心、小米金融科技实验室，加强自
动驾驶及金融科技等领域技术研
发。截至2020年，西部（重庆）科学
城核心区已集聚市级以上研发机构
271个。重庆云谷·永川大数据产
业园借智博会引进百度，打造西部
自动驾驶开放测试基地。该基地成
功获批重庆国家新一代人工智能创
新发展试验区十大应用场景，并全
球首发L4级自动驾驶巴士。重庆
市数字经济（区块链）产业园借智博
会引进IBM、趣链科技，分别打造重
庆市区块链创新联合实验室、重庆
市先进区块链研究院。而两江数字
经济产业园借智博会引进新加坡国
立大学、北京理工大学等国内外知
名高校，截至2020年，其拥有市级
以上科研平台160余个，市级以上
重点实验室10余个，市级以上博士
后科研工作站30余个。

智博会为园区经济发展搭建沟通“桥梁”

重庆重要数字经济园区
产业规模超8000亿元

□本报首席记者 龙丹梅

重庆高新技术产业研究院、重庆创
新燃料电池技术产业研究院、重庆康佳
光电技术研究院、重庆平创半导体研究
院……近年来，一批研究院在西部小城
璧山“扎堆”出现，由此带动当地氢燃料
电池、新型显示屏等一批前沿科技产业
发展。

一座“小城”为何聚集了这么多研究
院？近年来，璧山区大力发展研究院经
济，积极为高校、科研院所和企业搭建科
技转化、孵化平台，鼓励有想法、有能力
的企业创建企业研究院，让更多科技成
果加速从“实验室”走向“生产线”，以市
场化方式实现产学研一体化发展，助力
重庆成为更多重大科技成果诞生地和全
国重要的创新策源地。

截至目前，璧山区已累计培育企业

新型独立研发机构28个，科技型企业
1235家，有效期内高新技术企业239家，
47%以上的规上工业企业建立了研发机
构，全区R&D占比（科学研究与试验发
展投入经费占GDP的比重）达2.95%，已
有180家企业单独设立研究院。

一家研究院专门培育
高新技术企业

2020年3月，璧山与新加坡淡马锡
理工学院签约共建重庆创新燃料电池技
术产业研究院，以轻型高功率密度氢燃
料电池系统及其关键部件和材料的研发
与国产化为突破重点，开展技术攻关。

氢能与燃料电池产业，是我国乃至
全世界布局的热点，也是未来科技发展
的方向之一。短短一年多时间，这个研
究院自主研究开发的波纹板成本降低
50%，并实现出口。

“我们是专门研究‘高新技术产业’
的研究院。”培育出这家燃料电池研究院
的，正是重庆高新技术产业研究院有限
责任公司（以下简称“研究院公司”）。董
事长陈锦告诉重庆日报记者，“公司成立
的目的，就是为了解决科技成果转化面
临的‘最后一公里’难题，推动高新技术
产业化。”

与传统孵化机构普遍存在“只给资
金、不管技术”“重前期孵化、轻后期成
长”等问题不同，研究院公司创新科技成
果转化模式，以科技成果全链条（即价值
链、利益链、科技链、金融链、人才链）运
作为抓手，集风投、孵化器、经理人等职
能于一身。

在这里，专利持有人及科创团队以
知识产权评估值入股，研究院、风投机
构注资参股，项目经理团队跟投，共同
成立混合所有制企业，实现利益捆绑。

同时，研究院公司为孵化公司提供商业
模式构建、法律咨询、全程代办工商注
册、政策申请、金融支持、市场营销、财
务管理等全方位服务项目，实现把专利
变成产业。

引进重庆大学璧山先进技术研究
院，成立中科院知识产权与成果产业化
创新中心，成立西部（重庆）科学城智能
制造专利池，即将引进一批前沿科技项
目……短短两年多时间，研究院公司便
与全国20多所高校，30多个实验室，50
多家单位组织达成合作关系，基本建成
科技成果上游供应链。

目前，结合国家经济发展命脉和行
业发展方向，研究院公司已孵化出13家
企业，在孵项目达到40多个，已取得意
向性订单上亿元，100多项科研成果正
加快落地。

一批“研究院公司”为
创新赋能

8月10日，记者走进重庆平创半导
体研究院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平创
研究院”），展示区里，一个个无人机无线
充电机库，汽车无线充电桩等新型充电
设备引人注目。 （下转6版）

研究院为何扎堆“小城”璧山
本报讯 近日，中共重庆市委、重庆市人民政府收到中国体育代表团

《感谢信》，全文如下：

中国体育代表团
向重庆市委市政府致感谢信

8月10日，渝中区大溪沟街道双钢
路小区，外墙修补二期工程，工人正在加
固建筑外墙。

近年来，该社区持续推进环境改造，
不断完善公共设施。先后对外墙、楼道、
路面等进行了改造，还在社区增设了老
年食堂、文化长廊、智能消防系统等配套
设施，使居民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不断提升。

首席记者 龙帆 摄/视觉重庆

老旧小区
外墙加固

●高校8月27日至9月6日陆续错峰开学
●在高、中风险地区的师生暂缓返校
●8月同步推进12—17岁学生新冠疫苗接种

重庆中小学
9月1日开学

□本报评论员

信仰、信念、信心，任何时候都至关
重要。学史增信，就是要增强对马克思
主义、共产主义的信仰，增强对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的信念，增强对实现中华民族
伟大复兴的信心。这是我们战胜一切强
敌、克服一切困难、夺取一切胜利的强大
精神力量。

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七一”
重要讲话精神，是当前党史学习教育的
首要任务。学史增信，最重要的是在实
际工作中体现信仰、信念和信心。当前，
我市统筹推进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
展，亮点纷呈，但也面临不少问题和挑
战。从用力抓好有效投资，到充分挖掘
消费潜力；从毫不放松抓好实体经济，到
高水平办好中国—上海合作组织数字经
济产业论坛、2021 智博会；从慎终如始

抓好常态化疫情防控，到切实做好防汛
抗旱工作……每一项任务，都要把信仰、
信念、信心转化为实际行动。

以信仰的力量推进奋斗实践。对马
克思主义的信仰，对社会主义和共产主
义的信念，是共产党人的政治灵魂，是共
产党人经受住任何考验的精神支柱。学
史增信，就要感悟信仰的力量，让心灵得
到滋养、思想得到净化、境界得到提升，
始终保持对远大理想和奋斗目标的清醒
认识和执着追求，激扬奋勇向前的精神
力量。

以信念的力量照亮前进方向。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是党和人民历尽千辛万苦、
付出巨大代价取得的根本成就，是实现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正确道路。在新时
代，坚定信仰信念，最重要的就是要坚定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理论自信、
制度自信、文化自信。学史增信，就要进
一步增强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政治认
同、思想认同、情感认同，脚踏实地为实现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而不懈努力。

以必胜信心创造新的业绩。学史增
信，就要切实增强对实现中华民族伟大
复兴的坚定信心。把握新发展阶段，贯
彻新发展理念，融入新发展格局，推动高

质量发展，我们面临许多新的挑战。我
们要牢记初心使命、增强必胜信心，传承
红色基因、赓续红岩精神，持续巩固恢复
性增长好势头，深入推进大数据智能化
创新，加快建设内陆开放高地，不断开创
高质量发展新局面。

今天的巴渝大地，正焕发出新的勃
勃生机，展现出更加光明灿烂的发展前
景。坚定信仰信念信心，化精神为动力，
把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七一”重要讲
话精神的成果转化为实际行动和工作成
效，我们就一定能在“增信”中创造新的
业绩，谱写新时代重庆发展新篇章。

在“增信”中创造新的业绩
——论把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七一”重要讲话精神引向深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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