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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王翔

实施“一区两群”协调发展战略，全
面推进主城都市区高质量发展，是成渝
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背景下，重庆立足
市情、打造高质量发展新动力源的战略
举措和科学决策，是服务区域协调发展
大局的长远布局和精心谋划。

在主城都市区座谈会召开之际，记
者从市发展改革委获悉，这一年多来，

主城都市区围绕“产业升级引领区、科
技创新策源地、改革开放试验田、高品
质生活宜居区”的目标定位，深入实施
《重庆主城都市区建设行动方案（2020—
2022年）》，加快中心城区与主城新区同
城化发展，“极核”优势愈发凸显。

今年上半年，主城都市区地区生产
总值超过1万亿元、占全市77.8%，为全
市高质量发展、创造高品质生活注入了
澎湃动能。

大数据智能化引领，产业
加速迈向高端

主机只有名片大小的云电脑，会跳
“太空步”的波士顿机器狗，戴在头上就

可以生发的帽子，被称为“道路医生”的
道路CT探测车，空气成像提词器……
2021中国国际智能产业博览会上，琳
琅满目的智能科技产品让人大开眼界。

依托智博会，重庆主城都市区以大
数据智能化为引领，按照“产业升级引
领区”目标，正加快推进产业基础高级
化、产业链现代化，大力培育“芯屏器核
网”全产业链、生物医药、汽摩等具有国
际竞争力的战略性新兴产业集群和先
进制造业集群。

今年6月，国内知名芯片制造企业
华润微半导体发布公告，旗下的子公司
华微控股，与国家集成电路产业投资基
金二期和重庆西永微电子产业园区开

发公司签订三方协议，将投资75.5亿
元，建设12吋功率半导体晶圆生产线
项目。至此，西永微电园已构建起从
EDA平台、共享IP库、芯片设计、制造
到封装测试的集成电路全新产业链，聚
集起SK海力士、华润微电子、中国电
科、西南集成等一批知名集成电路企
业，年产值超100亿元，占重庆市集成
电路产值的80%以上。

与“芯屏器核网”全产业链一样，生
物医药也是我市重点推进的战新产业
之一。重庆国际生物城是重庆唯一同
时拥有“国家高新区”“国家战略性新兴
产业集群”两张“国家名片”的生物医药
产业排头兵。 （下转4版）

上半年地区生产总值超1万亿元

主城都市区：“极核”优势凸显 喷薄高质量发展澎湃动力

新华社北京9月22日电 受中共
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
习近平委托，教育部负责同志9月22
日到清华大学看望中国科学院院士、著
名物理学家杨振宁，代表习近平赠送花
篮，转达习近平对他百岁生日的祝福，
祝愿他健康长寿。

杨振宁1922年9月22日出生于安

徽合肥，上世纪 40年代赴美留学任
教。1957年，因提出弱相互作用中宇称
不守恒原理与李政道一起获得诺贝尔
物理学奖。他提出的“杨－米尔斯规范
场”论是20世纪物理学最为重要的成就
之一。2003年起，杨振宁回国定居并在
清华大学任教，在培养和延揽人才、促
进中外学术交流等方面作出重要贡献。

习近平委托教育部
负责同志看望杨振宁

新华社北京9月22日电 在第四
个“中国农民丰收节”到来之际，中共
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
习近平代表党中央，向全国广大农民
和工作在“三农”战线上的同志们致以

节日的祝贺和诚挚的慰问。
习近平指出，今年以来，我们克服

新冠肺炎疫情、洪涝自然灾害等困难，
粮食和农业生产喜获丰收，农村和谐
稳定，农民幸福安康，对开新局、应变

局、稳大局发挥了重要作用。
习近平强调，民族要复兴，乡村必

振兴。进入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
标新征程，“三农”工作重心已历史
性转向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各级党

委和政府要贯彻党中央关于“三农”
工作的大政方针和决策部署，坚持农
业农村优先发展，加快农业农村现
代化，让广大农民生活芝麻开花节
节高。

习近平：让广大农民生活芝麻开花节节高
在第四个“中国农民丰收节”到来之际，向全国广大农民和工作在“三农”

战线上的同志们致以节日祝贺和诚挚慰问。强调民族要复兴，乡村必振兴

□本报记者 申晓佳

“抓项目稳投资”专项行动开展两
月有余，效果如何？

9月21日，重庆日报记者从市发展
改革委获悉，在专项行动带动下，1至8
月全市投资同比增长8.9%、赶上全国
平均增速，全国排名较一季度提高14
位，较上半年提高5位；全市投资两年
平均增长 5.4%，高于全国 1.4 个百分
点，较上半年提高1.1个百分点。其中，
垫江、北碚、开州等29个区县和开发区
投资增速超过10%，万州、黔江、綦江、
九龙坡、梁平等5个区和高新区投资增
速达20%以上。1至8月全市新开工项
目4608个、计划总投资7386亿元，在
上半年基础上分别增长40.3%、32.9%。

市综合经济研究院专家分析认为，
数据显示，专项行动开展以来，全社会
稳投资促增长热情得到充分激发，有效
投资带动效应更加明显，多个区县延续
投资增长良好态势，有力推动了我市经
济高质量稳定增长。

“四抓四促”
全市工业投资1至8月同比

增长14.1%

重庆是全国重要的现代制造业基
地，拥有全部41个制造业大类中的39
个行业门类。2020年，工业对重庆经
济增长的贡献率达到46.3%。抓好了
工业，就抓住了全市经济恢复性增长的
牛鼻子。

今年，全市亿元以上重大工业项目
共有1019个。7月以来，各区县按照专
项行动“四抓四促”要求，即投产项目抓
达产、促进新增产能转化为现实产值，竣
工项目抓投产、促进有效投资转化为新
增产能，在建项目抓进度、促进投资计
划转化为可视效果，签约项目抓开工、
促进储备项目转化为现实投资，有针对
性推进工业项目建设，取得明显进展。

北碚区积极营造同台竞技、比学赶
超的工作氛围，促进全区重大项目提速
建设。1 至 8 月完成投资同比增长
19.5%，超全市10.6个百分点。其中工
业投资增长51.9%，高于全市37.8个百
分点，延续了上半年以来超过50%的高
速增长势头。

北碚装配式建筑研发及制造基地
项目总投资5.8亿元，今年计划完成投
资1亿元，是下半年计划完工的重点工
业项目。 （下转9版）

“抓项目稳投资”专项行动成效明显
1至8月全市投资同比增长8.9%，29个区县和开发区增速超10%

□本报首席记者 杨骏

几天前，重庆市市长国际经济顾问
团会议秘书处接到信息——

原定全程参加活动的瑞穗金融集
团执行董事、东亚地区总裁、瑞穗银行
(中国)有限公司董事长菅原正幸，将缺
席本月25日的年会主题会议。

瑞穗金融集团担任重庆市市长国
际经济顾问团顾问的，其实是会长佐藤
康博，因各种原因他无法参会，只能委
托菅原正幸为代表到重庆，却没想到菅
原正幸也遇到临时情况。

但瑞穗金融集团并不打算因此取
消重庆之行。菅原正幸决定在23日抵
渝，完成会见后，24晚离开。如此行程
安排，折射的正是顾问嘉宾及代表对市
长顾问团的重视：哪怕匆忙些，也不想
缺席年会。

市长顾问团提升重庆知
名度与影响力

本届重庆市市长顾问团年会将采
取“线上+线下”结合的形式。

身处境外或在境内疫情中、高风险
地区的顾问，以线上形式参会；身处境

内低风险地区的市长顾问及嘉宾，在确
保安全的前提下可选择线下参会。

本届年会，共有10家企业线下参
会，其中康宁、空气产品、BP集团等7
家企业由顾问本人参加，其余企业顾问
则委派代表前来参会。

考虑到疫情等因素，如此规模实属
难得，也足见顾问嘉宾对重庆市市长顾
问团的重视。

为何重视？重庆的快速发展是重
要原因。

“元老级”顾问，三井住友银行董事
长宫田孝一表示，重庆是中国西部中心
城市，近年来发展迅速，他非常看好重
庆的发展前景，也愿意为重庆发展提出
更多建议；怡和集团执行主席班哲明·
凯瑟克也是“元老级”顾问，他认为重庆
区位优势明显，投资环境良好，他对重
庆未来发展充满信心。

另一方面，重庆市市长顾问团已举
办十五届，不少顾问通过大会了解重
庆，喜欢上重庆。

曹思德曾任康明斯公司全球副总
裁，于2017年起，担任了三届顾问，他
曾明确表示自己喜欢重庆，更喜欢重庆
的饮食；爱立信公司高级副总裁、东北
亚区总裁柯瑞东认为重庆如其招牌美
食火锅一样，热气腾腾，让他很是喜欢；
日立ABB电网首席执行官方秦称，年
会让他更加了解重庆，也刷新了他对重
庆的印象…… （下转6版）

国际智囊团为重庆发展
注入持久动力

——写在重庆市市长国际经济顾问团
会议第十六届年会召开之际

9月22日，重庆高新区政务服务中
心，中国科学院重庆科学中心一期项目
成为重庆首个“交地即开工”项目。得
益于审批流程“瘦身”，项目建设单位在
一天内便拿到《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
和《建筑工程施工登记意见函》，标志着

即日起该项目可正式开建。据了解，以
往建设项目从拿证到开工，常常需要
2-3个月。“交地即开工”是高新区通过
审批流程改革，实现了“交地”和“开工”
无缝对接，可有效减轻企业资金压力。

记者 张亦筑 龙帆 摄影报道

重庆首个！“交地即开工”
中国科学院重庆科学中心一期开建

新华社北京 9 月 22 日电 （记者
张泉 温竞华）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
的《知识产权强国建设纲要（2021-
2035年）》22日发布，为我国加快建设
知识产权强国作出全面部署。

纲要指出，建设中国特色、世界
水平的知识产权强国，对于提升国家
核心竞争力，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
实现更高质量、更有效率、更加公平、
更可持续、更为安全的发展，满足人
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具有重
要意义。

纲要提出，到2025年，知识产权强
国建设取得明显成效，知识产权保护更
加严格，社会满意度达到并保持较高水
平，知识产权市场价值进一步凸显，品
牌竞争力大幅提升。到2035年，我国
知识产权综合竞争力跻身世界前列，中
国特色、世界水平的知识产权强国基本

建成。
纲要从建设面向社会主义现代化

的知识产权制度、建设支撑国际一流营
商环境的知识产权保护体系、建设激励
创新发展的知识产权市场运行机制、建
设便民利民的知识产权公共服务体系、
建设促进知识产权高质量发展的人文
社会环境和深度参与全球知识产权治
理等六个方面部署了知识产权强国建
设的重点任务，提出了加强组织领导、
加强条件保障和加强考核评估等三方
面组织保障要求。

（相关报道见9版）

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知识产权
强国建设纲要（2021-2035年）》

《知 识 产 权
强 国 建 设 纲 要
（2021-2035年）》

扫一扫 就看到

4+4+7+12
大足区“拾谷田园泛金浪、
昌州大地稻飘香”市级层面
重点主场活动
北碚区“好品碚出庆丰收、
乡村小康感党恩”活动
开州区“唱好双城记、共建
示范区、同心促振兴”活动
垫江县“欢度中国农民丰收
节、共谋明月山绿色发展、
助推高质量乡村振兴”活动

4
场
市
级
层
面
主
场
活
动

乡村振兴示范村开园仪式

农民趣味运动会

农耕文化体验

农产品尝新

“说脱贫、话振兴”故事会

农业文化遗产展示展演

丰收成果展览

庆丰收文艺活动

农产品现场展示展销

网络直播带货

特色产业节会

表彰颁奖

类
庆
丰
收
特
色
活
动

12市级有关部门举办4场活动
水果采摘运动会、乡村“村晚”、茶叶技能竞赛、摄影展及巡回演出

●“听党话、感党恩、跟党走”宣讲活动
●长江沿线区县联动庆丰收活动
●成渝地区双城互动庆丰收活动

●云上丰收节在线庆丰收活动
●“双学双比”乐享庆丰收活动
●金秋消费季共享庆丰收活动
●特色优质农产品进机关（进社区、进
园区）同享庆丰收活动

7类庆丰收专项活动

今日秋分 巴渝大地这样庆丰收
9月22日，重庆日报记者从市政府新闻发布会上获悉，9月23日秋分当天，巴渝大地将开展“4+4+7+12”系列活动

庆祝“中国农民丰收节”，主题为“庆丰收·感党恩”。

谱写农业农村改革发展新的华彩乐章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三农”工作重要论述综述

2版刊登人民日报署名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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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 答 时 代 课 题 指 引 前 进 方 向
——王毅谈习近平主席出席第76届联合国大会

一般性辩论并发表重要讲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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