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重庆提前 16 天
实现 300 天
“重庆蓝”

重庆第一都市报

本报讯 （重庆晨报·上游新闻记者 王倩）昨天，记者从市生态环境局
获悉，截至 11 月 20 日，重庆空气质量优良天数达到 300 天，同比增加 16 天，
比 2019 年提前 16 天达到 300 天。其中优的天数 123 天，同比增加 16 天，已
超过去年全年水平。PM2.5 浓度 31 微克/立方米，同比下降 13.9%。
同时，全市有 26 个区县空气质量优良天数超过 300 天，较去年同比增
加 11 个。空气质量评价六项指标首次实现有监测记录以来全部达标，为历
史最好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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积极推动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
深入贯彻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精神

王晨在重庆调研时强调

据重庆日报消息 中共
中央政治局委员、全国人大
常委会副委员长王晨 18 日
至 20 日在重庆调研时强调，
要深入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届
五中全会精神，从把握新发
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
建新发展格局的高度，积极
推动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
设，努力把成渝地区建成具
有全国影响力的重要经济中
心、科技创新中心、改革开放
新高地、高品质生活宜居地，
打造带动全国高质量发展的
重要增长极和新的动力源。
市委书记陈敏尔，市委副书
记、市长唐良智，市人大常委
会主任张轩等分别参加有关
活动。
调研期间，王晨来到渝
北区、南岸区、永川区和两江
新区等地考察。在东方红卫
星移动通信公司，听取全球
低轨卫星移动通信与空间互
联网项目介绍，强调要大力
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在长
安汽车全球研发中心和长城
汽车重庆智慧工厂，察看汽
车产业数字化智能化转型升
级情况；在永川大数据产业
园和礼嘉智慧公园，充分肯
定发展数字经济、重视职业
教育、带动周边地区发展的
成效；在果园港，调研建设国
际多式联运综合交通枢纽情
况，强调要深化改革开放、加
快建设西部陆海新通道；在
广阳岛，对生态环境保护和
地方立法予以积极评价；在
两江新区人民法院和西南政
法大学，鼓励法学法律工作
者为地方经济社会发展提供
高质量法治服务、培养高素
质法治人才。
王晨指出，建设成渝地
区双城经济圈，是以习近平
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作出的
重大决策部署，是党中央“十
四五”规划建议中“优化国土
空间布局、推进区域协调发
展和新型城镇化”的一项重
要举措。重庆深入贯彻落实
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
神，加强区域协同互动，在唱
好“双城记”、共建经济圈上
迈出了坚实步伐。
王晨强调，要紧紧围绕
党中央关于推动成渝地区双
城经济圈建设的总体要求和
重点任务，坚持创新驱动发
展，做实做强做优实体经济，
协同建设现代产业体系，营
造一流法治营商环境，更好
服务“一带一路”建设和西部
大开发等重大战略。要坚持
绿色发展，共筑长江上游生
态屏障，不断满足人民群众
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
调研期间，王晨来到重
庆市人大机关，强调要加强
区域协同立法，为建设成渝
地区双城经济圈提供有力法
治保障。

诺奖得主、院士专家
齐聚山城建言献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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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敏尔唐良智张轩王炯会见
出席 2020 重庆英才大会的重要嘉宾
据重庆日报消息 11 月 21 日，市委书记
全局谋划一域、以一域服务全局，立
陈敏尔，市委副书记、市长唐良智，市人大常
足 发 挥“ 三 个 作 用 ”，找 准 自 身 在 新
委会主任张轩，市政协主席王炯会见了来渝
发展格局中的战略定位和比较优
出席 2020 重庆英才大会的重要嘉宾。
势 ，大 力 推 动 成 渝 地 区 双 城 经 济 圈
中国科协党组书记、常务副主席怀进鹏，
建 设 ，积 极 探 索 融 入 新 发 展 格 局的
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副部长汤涛，中国工
有效路径，奋力谱写高质量发展新篇
程院副院长钟志华，四川省委常委、组织部部
章，
开启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征程。
长王正谱，中国科学院院士张平文、李应红、
陈敏尔说，功以才成，业由才广。
汤涛，中国工程院院士陈薇、丛斌、林忠钦、李
习近平总书记视察重庆时要求我们实
言荣、江欢成、董石麟、雷清泉、王天然、陈鲸、
施更加积极、更加开放的人才政策，聚
于俊崇、郑静晨、张福锁，西北工业大学校长
天下英才而用之。党的十九届五中全
汪劲松，市领导吴存荣、张鸣、王赋、胡文容、
会对深入实施人才强国战略、激发人
段成刚、屈谦、熊雪参加会见。
才创新活力作出重要部署。我们坚持
陈敏尔、唐良智、张轩、王炯代表市委、市
把人才作为支撑发展的第一资源，深
人大常委会、市政府、市政协向出席 2020 重
入实施科教兴市和人才强市行动计
庆英才大会的嘉宾表示欢迎，感谢大家长期
划，积极搭建创新创业事业平台，营造
以来对重庆发展的关心支持。陈敏尔说，重 “近者悦、远者来”的良好环境，加快培
庆是西部大开发的重要战略支点，处在“一带
育引进智能人才、技能人才，让各类英
一路”和长江经济带的联结点上，在国家区
才在重庆安心工作、舒心生活。重庆
域发展和对外开放格局中具有独特而重要的
英才大会是集思想交流、项目合作、人
作用。习近平总书记对重庆发展高度重视、
才对接于一体的国际化合作平台。希
寄予厚望。我们深入贯彻党的十九届五中
望嘉宾们开展深入交流、分享真知灼
全 会 精 神 和 总 书 记 重 要 指 示 要 求 ，坚 持 从
见、深化务实合作，为重庆高质量发展

聚智汇力，共享机遇、共谋发展、共创未
来。我们将积极用好大会成果，抓好跟踪
落实，推动重庆人才事业发展迈上新台
阶。
怀进鹏等 15 名嘉宾先后发言，向大
会的召开表示祝贺，积极对重庆人才工作
建言献策。他们说，重庆区位优势突出、
战略地位重要，近年来经济社会发展取得
明显成效，城乡面貌发生巨大变化，政治
生态、营商环境持续向好。市委、市政府
高度重视人才工作，在鼓励创新、引进人
才方面政策举措实、力度大，为各类人才
创新创业提供了良好环境，重庆日益成
为各类英才的向往之地、集聚之地、创业
之地。重庆英才大会为天下英才交流思
想、分 享 智 慧、探 讨 合 作 提 供 了 良 好 契
机。愿积极融入重庆发展，服务推动成渝
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为重庆推动高质量
发展、创造高品质生活贡献智慧和力量。
衷心祝愿重庆未来更加美好。
部分央企负责人、知名企业家代表，
四川省有关部门负责人，重庆市有关部门
负责人参加。

近者悦·远者来
2020 重庆英才大会隆重开幕
陈敏尔出席开幕式并为获奖人才代表颁奖
唐良智怀进鹏致辞 张轩王炯出席
据重庆日报消息 锦绣巴渝，群英荟
萃。11 月 21 日，2020 重庆英才大会在悦
来国际会议中心隆重开幕。
市委书记陈敏尔出席开幕式，并为
“重庆市杰出英才奖”获奖者代表、
“ 重庆
英才计划”入选者代表颁奖。市委副书
记、市长唐良智，中国科协党组书记、常务
副主席怀进鹏，
四川省委常委、
组织部部长
王正谱在开幕式上致辞。市人大常委会主
任张轩，
市政协主席王炯，
人力资源和社会
保障部副部长汤涛，中国工程院副院长钟
志华，
市领导吴存荣、张鸣、王赋、胡文容、
段成刚、屈谦、熊雪等出席相关活动。
唐良智在致辞中代表重庆市委、市政
府向出席 2020 重庆英才大会的各位领
导、各位嘉宾表示欢迎，感谢大家长期以
来对重庆发展的关心支持。他说，重庆认
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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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坚持把人才工作摆
在更加突出的位置，深入实施科教兴市和
人才强市行动计划，以高层次的平台聚
才，以灵活的体制机制用才，以优质的服
务环境留才，高标准规划建设西部（重庆）
科学城，努力打造“科学家的家、创业者的
城”，持续营造“近悦远来”的人才环境，让
各 类 人 才 敢 于 有 梦、勇 于 追 梦、勤 于 圆
梦。去年以来，全市新引进高层次人才
703 名、各类紧缺人才 1.2 万名，新增高技
能人才 4.3 万名，重庆已成为各类人才的
向往之地、集聚之地、创业之地。事业因
人才而兴，人才因事业而聚。今天的重
庆，更加渴求人才，更能成就人才。我们
真诚期待海内外优秀人才以重庆英才大
会为平台，走进重庆、融入重庆、扎根重
庆，与我们共同绘就人才引领创新、创新
驱动发展的美好蓝图，携手开创个人成长
与城市发展共兴共荣的美好未来。
怀进鹏说，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人才
是第一资源，国家科技创新力的根本源泉
在于人。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擘画未来
发展宏伟蓝图，坚持创新的核心地位，把
科技自立自强作为国家发展的战略支
撑。这是一个呼唤英才和英才辈出的时
代。重庆承载着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
“一带一路”、西部大开发等国家战略，是
各类英才的聚集高地、用武之地。重庆市

2020
重庆英才
大会开幕
式现场。
委、市政府高度重视，务实引才聚才，深耕
优质平台，营造“近者悦、远者来”的生态，
抒写天下英才聚渝州、万类霜天竞自由的
时代画卷。面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和中
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我们需要谋划
准确识变之道、科学应变之策、主动求变
之举，服务新发展格局，锻造英才强磁场，
构建科技合作平台。中国科协将坚持弘
扬科学家精神，坚定创新自信，推动科技
经济深度融合发展，砥砺科技人才创新创
业创造。我们愿与重庆共同探索汇智聚
力、产学协同、科普惠民、开放合作新机
制，
服务成渝地区高质量发展。
王正谱说，今年 1 月，习近平总书记
主持召开中央财经委员会第六次会议，作
出推动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的重大
战略部署。10 月，中央政治局审议通过
《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规划纲要》。
这必将为广大海内外优秀人才在巴蜀大
地施展才华提供广阔舞台。四川是西部
地区的经济大省、人口大省、科教大省，近
年来不断加强川渝人才合作，签订了成渝
地区双城经济圈人才协同发展战略合作
框架协议，细化了合作事项，推动与重庆
全方位、多层次、跨领域人才合作。我们
真诚希望海内外优秀人才把目光聚焦川
渝，把创新资源投向川渝，把科技成果转
化在川渝，为建设具有全国影响力的科技
创新中心贡献更大力量，携手开创合作共
赢新局面。
开幕式上还举行了“城市化与区域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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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极发展研究中心”和“重庆人才发展研
究院”
揭牌活动。
开幕式后，诺贝尔化学奖获得者瓦谢
勒视频演讲，
中国工程院院士、
“人民英雄”
国家荣誉称号获得者陈薇，紫光股份有限
公司董事长于英涛，
上海交通大学校长、
中
国工程院院士林忠钦，
重庆杰出人才代表、
华东师范大学重庆研究院院长曾和平，华
润（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王祥明围绕新冠
疫苗和药物研发、
人才引进培养、
激发人才
创新活力等先后作了主题演讲。
参加大会有关活动的还有：人力资源
和社会保障部、中国工程院、中国科协等
有关负责人；四川省有关部门负责人；两
院院士、国内知名高校校长、知名企业家、
独角兽企业家、国家人才计划专家、科研
院所负责人、
“重庆市杰出英才奖”获奖人
才、
“ 重庆英才计划”入选人才代表、邀请
来渝人才代表；重庆市各区县、有关部门、
高校、医院、科研院所、企业负责人等。
本届英才大会以“近者悦·远者来”为
主题，由重庆市委、市政府主办，四川省人
才工作领导小组协办，采取线上与线下相
结合的方式举行，举办“会、展、赛、论、演”
等 47 项活动，广邀诺贝尔奖获得者、两院
院士、知名高校校长、知名企业家和行业
领军人物参会，同时还邀请了 4 万余名国
内外高端人才、高校毕业生、项目团队代
表等人才“云上”参会，这必将为海内外英
才创新创业开拓新空间，为重庆高质量发
展增添新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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