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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会见全国精神文明建设表彰大会代表
王沪宁参加会见并在表彰大会上讲话

据新华社电 全国精神文明建设表彰大
会 20 日在京举行。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
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亲切会见参加大会
的新一届全国文明城市、文明村镇、文明单
位、文明家庭、文明校园以及未成年人思想道
德建设工作先进代表，向他们表示诚挚问候
和热烈祝贺。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文明委主任
王沪宁参加会见并在表彰大会上讲话。
上午 10 时，习近平等来到京西宾馆会议
楼前厅，全场响起热烈掌声。习近平等走到

代表们中间，
同大家亲切交流并合影留念。
王 沪 宁 在 表 彰 大 会 上 讲 话。他 表 示，
习近平总书记亲切会见会议代表，充分体现
了党中央对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高度重
视，
对精神文明建设战线同志们的亲切关怀，
对新时代精神文明建设工作的殷切期望。要
把学懂弄通做实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思想作为首要政治任务，
不断增强
“四个
意识”
、
坚定
“四个自信”
、
做到
“两个维护”
。要
深入开展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精神宣传教
育，
激励干部群众坚定信心、
振奋精神，
团结一

心奋进新征程。要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
领培养时代新人，
推动理想信念教育常态化制
度化，
开展党史、
新中国史、
改革开放史、
社会主
义发展史教育，
引导青少年树立建设社会主义
现代化国家的远大理想。要把以人民为中心
的发展思想贯穿精神文明创建全过程，
提升群
众参与度和满意度，
增强创建工作实效，
反对形
式主义、
官僚主义。要加强党的全面领导，
形成
齐抓共管、
协同推进的工作合力。
丁薛祥参加会见，孙春兰参加会见并在
会上宣读表彰决定，黄坤明参加会见并主持

大会。
大会为受表彰代表颁奖。第六届全国文
明城市、文明村镇、文明单位代表，第二届全
国文明家庭、文明校园代表，新一届全国未成
年人思想道德建设工作先进代表分别在大会
上发言。

重庆渝北区、南岸区、江北区，经
中央文明委复查确认继续保留“全国
文明城市”
荣誉称号。

陈敏尔唐良智会见招商局集团董事长缪建民一行
据重庆日报消息 11 月 20 日，市委书
记陈敏尔，市委副书记、市长唐良智会见了来
渝深化合作的招商局集团董事长、党委书记
缪建民一行。
招商局集团副总经理邓仁杰，市领导王
赋、李波参加。
陈敏尔、唐良智代表市委、市政府欢迎缪
建民一行来渝，感谢招商局集团长期以来对
重庆发展的大力支持。陈敏尔说，我们正深

入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精神和习近平
总书记重要指示要求，统筹常态化疫情防控
和经济社会发展，坚定不移走高质量发展之
路，
巩固提升经济恢复性增长势头。面向
“十
四五”
，
我们切实找准自身在国内大循环和国
内国际双循环中的位置和比较优势，积极探
索融入新发展格局的有效路径，大力推动产
业链供应链优化升级、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
建设、改革开放新高地建设、
“一区两群”
协调

发展，努力在构建新发展格局中展现新作
为。招商局集团是中国民族工商业的先驱，
业务领域广，
综合实力强，
与重庆具有深厚历
史渊源和坚实合作基础，是重庆的重要战略
合作伙伴。希望进一步加强在渝发展统筹规
划，
把重庆作为未来发展布局的重点，
不断拓
展合作领域，开启合作新篇章。我们将为企
业在渝发展提供优质服务。
缪建民感谢重庆对招商局集团在渝发

展的关心支持。他说，重庆区位优势突出、
战略地位重要，近年来高质量发展势头强
劲、成效显著。招商局集团把重庆作为在西
部地区投资的重要目的地，在渝企业发展良
好。将进一步加强战略对接，加大投资力
度，在交通物流、金融服务、城市与园区开发
运营等方面深化合作，为重庆经济社会发展
贡献更大力量。
招商局集团，
市有关部门负责人参加。

重庆
“英才杯”创新创业创造项目大赛决赛圆满落幕

创意十足 25 个项目同台终极 PK
这款机械外骨骼
让你秒变
“钢铁侠”

昨天，2020 重庆“英才杯”创新创业创造项目大赛
决赛在重庆悦来国际会议中心举行，25 个进入决赛的
项目上演终极 PK。
决赛现场，各参赛选手通过路演答辩充分展示自身
项目优势，由技术专家及专业创投机构组成的评委团根
据参赛项目的团队构成、技术水平、成长空间、产业匹配
等情况，进行综合评定并现场打分。最终，
“基于无人末
端物流的 5G 混合智能驾驶平台”项目获得一等奖；
“医
疗智能眼镜及核心微显示芯片”、
“ 天湖超级智算平台
——非结构化大数据智能治理平台”获得二等奖；
“新能
源动力交通牵引电驱动系统”
、
“运输设备的新能源化和
智能化无人化整体解决方案”项目、
“引磁创新——只做
无人机中的
‘大力士’
项目”
获三等奖。
据了解，决赛自 9 月启动以来，分别在上海、成都、
深圳、北京（线上）四个赛区举行了四场复赛，共计收到
全国 330 个项目报名，其中 86 个项目进入复赛，筛选出
25 个项目进入决赛。参赛项目涵盖大数据、智能化、新
材料、新能源等前沿创新领域，90%以上项目团队负责
人拥有硕士、博士学位，其中更有来自国内外顶尖高校
的教授、博士团队。
比赛现场，大赛组委会还设置了洽谈区，供选手和
创投机构对接交流，同时推荐到部分创业氛围良好的区
县重点园区，由当地进行全方位创业扶持，助推项目落
地生根、发展壮大。
“今天看到的这些项目都非常有创意，给我们制造
业带来了新的构想和思维。本次活动的举办既碰撞了
创新思维，又搭建了专业人才交流的平台。”决赛评委、
重庆中光电公司总经理陈瑞玺说，制造业需求的人才会
越来越多，相信这样的活动能够吸引越来越多的优秀人
才来重庆工作和生活。
南京光蓝物联网科技公司带来的参赛项目获得二
等奖。
“我们的项目是把常见的通讯光缆通过技术和系
统开发成传感器，这一根光纤的距离可以拉得很长，服
务特殊的安防领域。”公司联合创始人钟坤介绍，
“目前，
我们正在逐步扩展产品线，如光纤本身的安全探测、天
然气管道等的安全探测，正在选择中心城市布局。”在钟
坤看来，重庆有实实在在的人才政策，能够留住人才和
创业团队。

昨天，2020 重庆英才大会重要活动之一——创新
创业创造项目路演活动在悦来国际会议中心喜悦厅
举行。来自全国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产业、制造业、
信息传输、金融业、电力等 10 余个重点行业领域的 24
名项目团队齐聚山城，各种“黑科技”轮番登场，让人
大开眼界。
在路演现场，出现了一件类似《钢铁侠》中“钢铁盔
甲”的产品——普力负重外骨骼。项目路演负责人重庆
牛迪科技发展有限公司创始人袁博介绍，这一套外骨骼
是一种高分子材料制作的机械式装置，人们穿上这种装
置，
可以通过机械蓄能装置和力学传导原理，使人体的力
量和耐力获得大幅提升，
从而提升人的工作效率，保护人
体肌肉和关节免受劳损伤害。
袁博透露，公司研发生产的“普力负重外骨骼”已实
现量产，
在军民融合领域运用广泛，
“相对专业的应用场景包括消防、救援、工程建造
等。同时公司也会陆续推出医疗康复、母婴、户外等日常
生活场景专用的外骨骼产品。
”

这些大学生创业创新
真是
“脑洞大开”

普力负重外骨骼。

参赛项目展演现场。上游新闻记者 李化 胡杰 摄

5 年时间，他们为 1 万多听障儿童免费进行语言治
疗；4 个月时间，他们把一个抖音短视频号营运到粉丝 10
万+……昨天，第三届“大创慧谷”大学生创业创新大赛
决赛在悦来国际会议中心举行，现场多个项目获得好评，
正可谓
“脑洞大开”
。
经过一天的激烈角逐，最终来自四川赛场的团队、
黔江分赛场的团队凭借《引磁创新无人机》项目、
《扶
“苏”YU（渝）黔——红色引领脱贫致富，紫苏助农持续
增收》项目分别摘得大学生双创项目大赛创意组及初
创组桂冠，
《因果》、
《寻味百年技艺，守护传承初心》分
别获得大学生（青年）微电影创作大赛微电影类及短视
频类的一等奖。
“参赛项目的质量特别高，
项目不仅仅局限于创意领
域，
还围绕产业链的上下游以及软件、硬件提供了解决方
案。
”
比赛评委、八戒资本总经理孙伟说，
参赛项目涉及公
益、扶贫等领域，
特点鲜明，
项目不仅有技术能力，还有商
业价值。
“未来这些项目都有潜力，成为重庆数字经济领
域的独角兽。
”
重庆晨报·上游新闻记者 王倩 王淳 陈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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