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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川日报全媒体讯（记者 涂 燕）创新驱动发展，人

才造就未来。12月26日，由永川区委、区政府主办，以

“平台·催化·融合”为主题的重庆市大数据产业人才联

盟成立大会在重庆雾都宾馆举行。重庆市人民政府副

市长屈谦出席大会并为重庆市大数据产业人才联盟授

牌。

重庆市委组织部副部长、重庆市委老干部局局长陈

全出席并为永川区、重庆大学授牌重庆市大数据产业人

才基地。重庆市大数据发展局党组书记、局长罗清泉，

永川区委书记滕宏伟，永川区委副书记、区长张果等出

席活动。永川区委常委、永川区新城建管委党工委书记

邓文代表永川区与重庆大学、西南大学、电子科技大学

等50多所市内外高校代表现场签订政校合作协议。

罗清泉代表重庆市大数据发展局，对大数据产业人

才联盟的成立表示热烈祝贺。他说，近两年来，按照中

央的要求，重庆市委、重庆市政府坚定不移把大数据智

能化发展作为战略选择，聚焦“芯屏器核网”产业链条建

设“智造重镇”，聚焦“云联数算用”支撑要素建设“智慧

名城”，智能化为经济赋能、为生活添彩的效果正日益显

现。

罗清泉指出，重庆大数据智能化发展，离不开人

才的支撑。重庆大数据产业人才联盟成立，立足重

庆、覆盖川渝、辐射全国、服务“一带一路”，汇聚各界

精英，必将对重庆大数据智能化人才培育引进发挥重

要的纽带作用。重庆市大数据产业人才基地落户重

庆大学和永川区，可以依托重庆大学城和永川职教城

各自优势，分别培养引进大数据智能化高精尖人才和

应用型人才，逐步构建重庆梯队式人才生态，实现“塔

尖”和“塔基”人才的协调发展。希望联盟成立后，紧

盯大数据、人工智能、物联网、虚拟现实等新兴产业发

展趋势，以大数据产业人才培养为重点，深化“政——

园——校——企”合作，推动企业与入盟院校开展精

准量化对接，加快形成大数据产业人才培育和输送体

系，助推重庆大数据智能化创新发展再上新台阶。

滕宏伟代表永川区委、区政府，对联盟成立表示热

烈祝贺。他说，近年来，永川区深入落实以大数据智能

化为引领的创新驱动发展战略行动计划，着力构建以服

务外包、软件信息、数据处理、数字内容、电子商务为主

导的大数据产业生态圈，先后出台大数据发展“20条”、

职教发展“24条”等政策，成功吸引百度、阿里巴巴、腾

讯、华为等300余家大数据企业云集。今年，永川大数

据产业年产值突破120亿元，相关从业人员达1.4万人，

建成全市单体规模最大的大数据产业园。

滕宏伟说，当前，随着移动互联网、物联网、云计

算产业的深入发展，大数据国家战略的加速落地，大

数据体量呈现爆发式增长态势。与此同时，全国大数

据核心人才缺口高达60万人，仅永川每年大数据产

业人才缺口就高达1万人，大数据产业发展亟需突破

人才瓶颈。为此，在重庆市委、重庆市政府的大力支

持下，在重庆市大数据局、重庆市教委的关心指导下，

在各高校、企业的积极参与下，我们创新成立重庆市

大数据产业人才联盟，构建高校与企业联盟、与行业

联合、与园区联结的产教融合新模式。可以说是正当

其时、恰逢其势，必将为大数据产业发展提供有力的

人才保障。

滕宏伟表示，前不久召开的中央和全市经济工作会

议，分别提出“要大力发展数字经济”“要抓好大数据智

能化创新”，可以预见，大数据产业迎来了加快发展的又

一个“春天”。下一步，永川将深入贯彻落实中央、全市

经济工作会议精神，紧紧依托大数据产业人才联盟，加

强与各院校、企业、专家的交流合作，进一步推动大数据

产业集群发展，为加快建设高质量发展先行区、高品质

生活示范区注入新活力。

近年来，重庆高度重视大数据智能化产业发展，着

力构建服务大数据产业发展的“政产研学用”一体化体

系，推动产教融合由粗放式向精准化发展。此次成立

的重庆市大数据产业人才联盟，由永川区人民政府、重

庆大学、西南大学、重庆文理学院、重庆电子工程职业

学院、重庆城市管理职业学院、重庆工商职业学院、重

庆科创职业学院、百度、阿里、腾讯、科大讯飞、浪潮大

数据共同发起，旨在通过搭建大数据人才联盟平台，整

合高校、园区、企业等各类要素资源，形成大数据人才

培养、技术研发、成果转化、推广应用的全链条产业生

态，立足重庆、辐射西南、服务全国，为重庆乃至全国大

数据产业发展提供源源不断的人才动力。

值得一提的是，重庆成立全国首个大数据产业人才

联盟并非偶然，作为此次联盟发起方的永川区，早在

2012年，首创的“城校互动”模式就被誉为中国职业教

育发展的“第四种模式”。永川在落实以大数据智能化

为引领的创新驱动发展战略行动计划中见势早、谋划

准、行动快，先后出台大数据发展“20条”、职教发展“24

条”、优化营商环境“22条”等政策，成功吸引了百度、阿

里巴巴、腾讯、航天科工、达瓦等300余家大数据企业落

户永川，已初步构建起以服务外包、软件信息、数据处

理、数字内容、电子商务为主导的大数据产业生态圈。

在推动产教融合发展中，永川区紧跟大数据产业发展趋

势，依托永川职教优势，在人才培养上先行先试，深入推

动“政园校企”合作，此次重庆市大数据产业人才联盟的

成立，必将为永川乃至重庆大数据产业发展注入强劲动

力。

搭建平台智引发展 共育英才渝见未来

全国首个大数据产业人才联盟在重庆成立
屈谦出席并授牌

永川日报全媒体讯（记者 钟

梅）寒冬送温暖，真情暖人心。12

月26日，市总工会党组书记、副主

席姚红率队来永，深入永川困难

企业和困难农民工、互助会重疾

会员、重庆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

非公企业基层工会干部、全国级

建档困难职工家中，给他们送去

新春的祝福，送去工会“娘家人”

的关怀和温暖。

永川区箕山电煤有限责任公

司原是国有企业，后改制为股份

合作公司，现有原国企职工436

名，临时用工（一年制合同工）400

余名。姚红说，企业的困难是暂

时的，相信企业一定能克服困难

度过难关。他希望企业工会要确

保职工劳有所得、老有所养、病有

所医，保障职工基本的合法权益。

姜胜才是一名农民工，现在重

庆渝永建设（集团）有限公司工地

从事电工，每月4500元工资是全

家唯一的经济来源。妻子无业，三

个子女上学，父亲下肢瘫痪，家庭

经济负担较重。姚红详细询问了

姜胜才的家庭情况，希望他增强克

服困难的信心和决心，相信在党委

政府以及工会组织的关心和帮助

下，日子会一天天好起来。

随后，姚红一行还先后看望

慰问了互助会重疾会员、重庆五

一劳动奖章获得者、非公企业基

层工会干部、全国级建档困难职

工。每到一处，姚红一行都把工

会“娘家人”的关怀与温暖送到了

他们的心坎上，鼓励他们树立信

心、克服困难，以乐观的心态积极

面对工作和生活。

区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区总

工会主席王建华陪同慰问。

市总工会领导来永送温暖
姚红率队

永川日报全媒体讯（记者 陈

仕川 通讯员 张 超）12月24日下

午，重庆水利电力职业技术学院开

展重庆市领导干部进高校上讲台

专题党课活动，重庆市水利局党

组书记、局长吴盛海为该学院师生

上了以“爱国”为主题的专题党

课。该学院500余名师生听课。

党课围绕“为什么爱国”“爱

国爱什么”“怎样爱国”三个方面

进行。吴盛海深刻阐述了爱国的

具体意义，并通过爱国就是爱大

好河山、骨肉同胞、祖国灿烂文

化、自己的国家制度四个层面，解

读了爱国的具体内涵。吴盛海还

结合鲜活的现实案例和自身经

历，将党课讲活、讲深入、讲具体，

具有很强的针对性、时效性。

该学院党委负责人表示，将

结合自身工作、学习实际，进一步

深刻领会，自觉将爱国情、强国

志、报国行融入教育教学，融入日

常生活，自觉把党课主要精神转

化为加强改进学院党建和思想政

治教育工作的强大动力，以高度

的政治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抢

抓机遇，攻坚克难，全面推动学院

发展再上新的台阶。

重庆市领导干部进高校上讲台专题党课活动走进永川
吴盛海上爱国主题专题党课

永川日报全媒体讯（记者 张

玲）栉风沐雨80载，砥砺前行谱华

章。12月26日下午，重庆医科大

学附属永川医院建院80周年庆典

大会在重医附属永川医院学术厅

举行。重庆医科大学校长黄爱龙，

重庆市卫健委党委副书记夏沛，永

川区委常委、宣传部部长赵德明，

永川区人大常委会副主任王晓英、

永川区政协副主席钟代华参加庆

典大会并观看文艺演出。

黄爱龙在庆典大会上指出，80

年来，重庆医科大学附属永川医院

几经易址、几经转隶，把握不同时

代脉搏、承担不同时代责任，始终

坚守发展医学的初心使命，矢志不

渝守护人民健康，为渝西地区医疗

卫生事业和百姓健康福祉做出了

重要贡献。经过一代代人的不懈

努力、持续奋斗，实现了从最初的

大学实习基地到大学附属医院的

“质的飞跃”。依托学校学科优势

和综合实力，医院的人才培养能力

持续提升、科研水平快速进步、医

疗服务质量与社会美誉度不断增

强，已发展成为一所集医疗、急救、

预防保健、康复、教学和科研为一

体的医科大学附属医院。希望在

下一步工作中，把守“人民健康卫

士”职责，把稳“医教研”协同发展

主线，把握新时代带来的新机遇，

不断传承创新、持续锐意进取，为

全市卫生健康和医学教育事业发

展发挥更大作用。

在庆典大会上，该医院为8名

突出贡献专家颁发了“建院80周

年突出贡献奖”。

在随后的文艺演出中，该医

院员工自编自导自演的诗朗诵、

舞蹈、工装秀、情景剧、合唱等节

目，悉数登台亮相，展现了重医附

属永川医院干部职工扎实苦干、

默默奉献、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

的精神风貌。

重医附属永川医院举行建院80周年庆典
黄爱龙等参加庆典活动

12月26日，由永川区委、区政府主办，以“平台·催化·融合”为主题的重庆市大数据产业人才联盟成立大会在重

庆雾都宾馆举行。重庆市人民政府副市长屈谦出席大会并为重庆市大数据产业人才联盟授牌。重庆市委组织部副

部长、重庆市委老干部局局长陈全出席并为永川区、重庆大学授牌重庆市大数据产业人才基地。重庆市大数据发展

局党组书记、局长罗清泉，永川区委书记滕宏伟，永川区委副书记、区长张果等出席活动。 记者 陈科儒 摄

永川日报全媒体讯（记者 涂 燕）12月26日，

重庆市第六届运动会举行新闻发布会，通报本届

运动会筹备工作进展情况，并现场揭晓主题口号、

会徽、吉祥物。经重庆市人民政府同意，本届运动

会将于2020年4月17日至9月28日在永川举

行，本届运动会共设田径、游泳、跳水、艺术体操等

41个大项，890个小项。届时各区县、万盛经开

区、两江新区、各行业系统及单位、驻渝部队均将

组团参赛，预计运动员总人数将达1万人以上。

永川区委副书记、区长张果做新闻主发布。

发布会上，张果对重庆市第六届运动会的

主题口号、会徽、吉祥物进行了详细介绍。重

庆市第六届运动会的主题口号是“六运好

运”。寓意市六运会必将为重庆带来全新机

遇，广大市民必将迎来更加幸福美满的生活。

会徽是篆体“永”字的变形，意为在永川举办，

也形似重庆的“庆”字；会徽的红色部分由凤凰

图形组成，是数字“6”的变形，代表重庆市第六

届运动会，也寓意永川打造高质量发展先行区、

创造高品质生活示范区红红火火，必将浴火重

生、“凤凰涅槃”；整个会徽形似一名向前的奔跑

者和激情的舞蹈者，代表重庆和永川“产城景”

融合发展饱满四溢的活力。吉祥物名为“好运

娃娃”，它可爱生动、向前奔跑、双手点赞，并佩

戴印有“2020永川”字样的金牌，在赋予吉祥物

“可爱、阳光、运动”特征的同时，也代表重庆体

育健儿“意气风发、斗志昂扬”的精神状态和市

六运会“拼搏向上、勇攀高峰”的体育精神。

记者在发布会现场获悉，本届运动会在项

目设置上，既增加了群众性项目，如气排球、太

极拳、健美操等，又增加了攀岩、橄榄球等新兴

项目，同时还设置了花样滑冰、单板滑雪、冰球

等冰雪项目。

据悉，为确保本届运动会取得圆满成功，

永川区于2017年6月正式成立了市六运会筹

备委员会，全面启动了市六运会各项筹备工

作，将为赛事打造最舒适的环境、提供最优质

的服务、营造最浓厚的氛围。目前，永川已投

入3.78亿元，重点实施了比赛场馆摸底、新改

建方案制定、按步聚实施翻新装修；对竞赛所

需器材进行了统计汇总，即将开展采购；建成

了市六运会官方网站，征集并确定市六运会主

题口号、会徽和吉祥物，制发了市六运会宣传

画册、专题片、公益广告等宣传资料；开闭幕式

方案及创作导演团队初步明确；对赛场周边宾

馆及餐饮资源进行了详细调查，对服务人员开

展了规范培训等一系列工作。

重庆市体育局副局长张欣，永川区人民政

府副区长任伯平等出席发布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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