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庆 祝 改 革 开 放 40 年

壮阔东方潮
奋进新时代

时间

22日

5月22日

24日

15：00—17：00

25日

10：18—10：38

11：00—14：00

11：00—11：30

13：30—15：00

14：00—14：15

14：00—15：00

15：00—17：00

15：30—17：00

17：00—20：00

26日

09：30—11：30

10：00-12：00

11：40—11：50

全天

13：30—17：30

15：00—17：00

28号

10：00—11：00

地点

融汇丽笙酒店

拉斐皇廷大酒店

国博中心N8馆

温德姆酒店2楼宴会厅B

国博中心N8意大利馆

悦来国际会议中心
1楼欣悦厅

国博中心N1馆

温德姆酒店宴会A厅

世纪金源酒店

君豪酒店二楼大宴会厅

富力凯悦酒店

悦来国际会议中心
1楼喜悦厅

国博中心N1馆活动中心

悦来国际会议中心
1楼欣悦厅

参会央企分组赴部分
区县和开发区考察

悦来国际会议中心
1楼欢悦厅

维景酒店

市政府新闻发布中心

活动内容

沙坪坝区项目集中签约仪式

中国-阿拉伯国家博览会品牌推介会

开幕式暨重大项目集中签约仪式

“渝新携手 互联互通”投资合作圆桌会议

意大利驻重庆总领事馆召开媒体见面会

主旨论坛

南充名优特色农产品推介会

甘肃省推介会

贵州重庆招商恳谈会

川渝合作示范区（广安）优势产业推介会
暨项目签约仪式

渝澳会展业合作推介及交流晚宴

央地座谈

中国（重庆）智慧城市发展大会
暨智慧城市应用产品体验

央企重庆行启动仪式暨央地合作部分项目签约

央企重庆行——央企考察活动

中国（重庆）汽车、智能制造产业高峰论坛及科技
园发布会

合川推介会

成果发布会

主要活动安排表

重庆晚报讯 （都市传媒记者 唐中
明）重庆市为加快建设内陆开放高地，全力
打造内陆国际会展名城再传利好消息：经国
家批准，即将开幕的第21届中国（重庆）国
际投资暨全球采购会（简称渝洽会），正式更
名为中国西部国际投资贸易洽谈会（简称西
洽会）。

渝洽会由重庆市人民政府和国家商务
部、原国务院三峡办、中国贸促会联合主办，
迄今已成功举办20届，在展览规模、参会客
商、经贸活动质量等各方面居于西部领先地
位，多次获得中国十大品牌展会、新世纪十
年·中国十大政府主导型展会、中国十大影
响力展会等殊荣，成为国内一流综合性大型
国际展会。

升级后的西洽会仍由重庆市人民政府和
国家商务部、水利部、中国贸促会共同主办，
同时延续渝洽会的届数。主题为“互联互通
新时代，内陆开放新格局”的第21届西洽会5
月25日—28日在重庆国际博览中心举行。
本届西洽会展览面积11万平方米，设开幕式

及国际展、“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展、中国品牌
展、新时代中国经济展、西部合作展和渝博展
等8个馆6大主题展，其中特装展位面积占
比96%，是国内特装面积最大展会之一。截
至目前，已有来自俄罗斯、英国、意大利、日
本、匈牙利、马来西亚、泰国、越南、老挝等
67个国家（地区）的7300余家企业（机构）、
120余家境内外商协会确认参展参会，其中
包括291家世界500强、66家央企和2000
多家跨国公司。北京、天津、四川、贵州等
29个省（区、市），香港、澳门特别行政区，广
州、武汉、西安、哈尔滨、厦门、深圳等副省级
城市，27个环渝城市以及我市38个区县将
组团参展参会。会展期间将举办“建设内陆
开放高地·共享全球发展机遇”主旨论坛、央
企重庆行、“渝新携手 互联互通”投资合作
圆桌会议、中国（重庆）智慧城市发展大会等
一系列主题经贸推介交流活动。

大视野打开大格局 大开放推动大发展

渝洽会更名西洽会

重庆晚报讯 （都市传媒记者 李卓
然 钱波）昨日，动作喜剧电影《幸福马上
来》在重庆举行首映礼。这部反映调解员
工作的正能量电影全程在重庆拍摄，山城
秀美的风光和百姓乐观的生活态度，给主
创们留下了深刻印象。

导演冯巩在片中扮演的马尚来是一位
基层人民调解员。为了深入了解这一角
色，他和编剧王宏坤在影片筹备期多次到
重庆进行前期采访。选择来重庆，正是因
为《幸福马上来》是以重庆市江北区的全国
时代楷模马善祥等千千万万的广大基层调
解员为故事原型创作的。马善祥扎根基层
30年，成功调解矛盾纠纷2000多起，撰写

了160余本、500多万字工作笔记，他的66
种群众工作方法，成为许多地区党政干部
的学习教材。

冯巩说：“之前我并不了解调解员，
但在接触了这一群体之后，我认识到调
解员是家庭关系的粘合剂，邻里之间的
润滑剂，社会纠纷的阻燃剂和美好生活
的添加剂。我是带着崇敬的心来塑造老
马这个角色。”

在旁人看来，调解员是一个枯燥的职

业，但为什么这是一部喜剧片？王宏坤告
诉记者，剧组综合了很多调解员的故事，
形成了一个立体形象。冯巩说：“调解员
跟我以前塑造的人物以及说相声很像，都
是用语言解决矛盾，他要跟被调解人成为
朋友，肯定不会是一个枯燥的人。”当然，
艺术化的调解员跟生活中的调解员还是
有很多不同。“生活中的调解员要尽量最
快地化解矛盾，而电影艺术则需要矛盾，
所以会把矛盾放大，最后来化解。在我看

来，调解员身上有忠于人民、勤于学习、甘
于奉献和勇于创新的品质，所以调解员的
工作非常不容易，值得我们尊重，需要我
们全社会去关注。”

据悉，将于6月8日全国公映的电影
《幸福马上来》由重庆电影集团有限公司主
投主控，黄建新监制，冯巩、崔俊杰执导，冯
巩、毛俊杰、刘昊然、牛莉、贾玲、张小斐、岳
云鹏、姜宏波、白凯南、潘斌龙、涂松岩、宋
宁、夏凡、梁超等知名演员联合出演。

电影《幸福马上来》昨日在渝举行首映礼

小岗、深圳、海南、浦东、雄安……一个
个“地标”，串联起中华民族近代以来最辉
煌灿烂的40年，成为世界观察“中国奇迹”
的最好窗口。

改革地标变迁——折射伟大跨越
40年前，小岗村18位村民将鲜红的手

印，按在了分田到户的一纸契约上，揭开了
中国农村改革的大幕。

如今，时光流转，发展现代农业，开拓乡
村旅游，鼓励农村电商，唤醒沉睡的集体资产
……小岗村又一次站在了农村改革的前沿。

“小岗村发生的翻天覆地的变化，是我
国改革开放的一个缩影，看了让人感慨万
千。实践证明，唯改革才有出路，改革要常
讲常新。”习近平总书记2016年在小岗村
考察时这样感慨。

就在小岗村按下“大包干”红手印的第
二年，党中央决定在深圳、珠海、汕头、厦门
创办经济特区，“杀出一条血路来”。当年
喊出“效率就是生命”“三天建一层楼”的深
圳速度，让人真切感受到中国大踏步追赶
时代的激情与动力。

如今的深圳，已从当年一个边陲渔村
发展成为闻名国际的创新大都市，GDP规
模已与香港相当。

从皖北乡村到深圳湾畔，从南海之涯
到黄浦江边，从渤海之滨到冀中平原……
当年这些籍籍无名之地因为勇于探索走到
历史前台，撬动改革开放这场“新的伟大革
命”，在960多万平方公里的辽阔大地，以
雷霆万钧之势恢弘展开。

这是镌刻在40年奋斗征程上的一个
个“改革印记”——

小岗“包干到户”、深圳“先行探路”、海
南“最大特区”、浦东“开发开放”、雄安“未
来之城”……这些地标串联在一起，勾勒出
中国40年改革开放从农村开始，向城市推
进，从沿海到内地，从经济到各领域不断深
化的坚实足印，展示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的强大生命力。

改革地标闪耀——展示制度优势
40年改革开放，40年沧桑巨变。“中国

奇迹”的背后蕴含的是中国“密码”。
小岗、深圳、海南、浦东等地翻天覆地

的变化，在中华大地接连上演，成为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生动实践的精彩样本，带给人
们深刻启示。

——改革开放，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人
民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

在改革开放这场前无古人的伟大事业
中，每当来到重要关头，正是因为中国共产
党高瞻远瞩、坚强有力，改革开放的事业才

能坚定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才能
不断开拓。40年来，党中央的坚强领导是
中国改革开放乘风破浪的根本保证。

在改革进入攻坚期和深水区的关键时
刻，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实践发展永无止
境，解放思想永无止境，改革开放也永无止
境，停顿和倒退没有出路。

——改革开放，重在发挥群众首创精
神，通过改革给人民群众带来更多获得感
幸福感安全感。

从当初的大包干，到如今农民既能享
受到土地流转收入又能拿到村集体经济分
红，小岗村的历史与今天，是中国依靠人民
推动改革、改革成果惠及人民的生动写照。

——改革开放，贵在坚持解放思想、实
事求是，以新发展理念为指引，打造中国经
济新的核心竞争力。

1990年，党中央从改革开放全局出发，
作出开发开放上海浦东的重大决策。

2013年，习近平总书记在参加十二届
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上海代表团审议时强
调，更加自觉地把工作着力点放到加大创
新驱动力度上来，不断为创新发展注入新
的动力和活力。

率先推进营改增改革，上海自贸区率
先运营并把经验复制到全国自贸区，持续
推进科技创新中心建设……党的十八大以
来，上海以新发展理念为引领，在不断深化

改革开放中迎来新发展。

改革地标奋进——不断续写辉煌
一个多月前，习近平总书记在博鳌亚

洲论坛2018年年会上发出坚定改革开放
的有力声音：

“在新时代，中国人民将继续自强不
息、自我革新，坚定不移全面深化改革。”

这是面向世界的宣示，这是面向未来
的进发！

今天的中国，仍处于大有可为的重要战
略机遇期，也面临转型关键期的诸多挑战。
唯有将改革开放进行到底，才能实现“两个一
百年”奋斗目标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

不断扩大对外开放，提高对外开放水
平，以开放促改革、促发展，是中国不断取
得新成就的重要法宝。

40年后再出发，中国改革开放又到了
新的历史关头。

“中国开放的大门不会关闭，只会越开
越大！”习近平总书记发出了新时代中国坚
定深化改革开放的最强音。

5月28日，一场主题为“新时代的中国：
雄安 探索人类发展的未来之城”的全球推
介活动将要举行。世界，将通过观察雄安这
个改革新地标，触摸中国未来的改革方向。

小岗、深圳、海南、浦东、雄安……改革地
标连通中国的昨天、今天、明天。 据新华社

从改革地标看中国改革开放40年

5月23日，“在希望的田野上”乡村振
兴报告团来到丰都县开展巡回报告。该县
各界人士600余人现场聆听了报告。

“听了报告会，我内心非常激动，报告
人所说的‘年轻人在农村大有可为’这句话
让我更加坚定了在基层工作的信念！”选调
生蒲涵修说。

蒲涵修大学期间参加“三下乡”活动，
在北碚一个农村呆了半个月，看到当地生
产生活条件落后，留守老人和儿童生活艰

苦，就下定了毕业后到农村工作的决心。
2016年毕业后，她如愿考上了选调生，在
丰都县保和镇文家边村担任村主任助理。

“本月初我又被派到金盘村担任驻村工作
队队员，开始做扶贫工作。”蒲涵修说，目前
已对该村村情有了一定了解，接下来要尽
快熟悉扶贫政策，帮助贫困户制定脱贫规

划。
西部志愿者陶秋蓉称，大学期间她就

在丰都县青龙乡政府实习，期间对留守
儿童的教育、农村生活环境方面存在的
问题很关注。2015年毕业后，她成为了
一名西部志愿者，回到青龙乡龙井村。

“几位报告人都很了不起，他们都通过自

己的努力干出了一番成绩，我们要学习
他们的精神，更要将之付诸行动。”虹存
人力资源开发有限公司负责人董平表
示，听了报告会很受鼓舞，下一步将继续
做好青年创业就业服务工作，通过宣传，
让更多大学生愿意返回家乡就业创业，

“我们今年将着力挖掘大学生创办的优
秀企业，将他们引进丰都，发挥示范、带
头作用。”

据重庆日报

“在希望的田野上”乡村振兴报告会走进丰都

重报集团都市传媒出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