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市长公开电话 12345 税务热线 12366 药监局投诉 68810255 医疗事故纠纷咨询 67706615 市卫生监督所 68810000 市教委 63862151 市疾病控制中心 68809389 环保举报 12369

5版重庆新闻
2017 年 8 月 25 日 星期五
编辑 袁文蕙
美编 李梦妮

CHONGQING
DAILY

8月24日上午，全国工商联发布了
2017中国民企500强榜单，金科、龙湖、
隆鑫、力帆、新鸥鹏、华宇、宗申、中昂投
资、华南物资、小康控股、博赛矿业等11
家重庆民企榜上有名。

值得一提的是，新鸥鹏今年的排名
比上一年提升了89位，显示出创新对民
企发展强劲的推动力。

榜单见证中国民企发展

消费者所熟悉的华为，以 5216 亿
元的年营业收入，位列榜单的第一
名。包括华为在内共计6家民企2016
年营业收入，分别突破3000亿元大关，
显示出过去一年中国民营经济良好的
发展态势。

从规模上看，今年入围的企业，2016
年营业收入总额同比增长19.84%，资产
总额增长35.21%。中国民企500强入
围“门槛”，2012年为65.68亿元，2013年
为 77.72 亿元，2014 年为 91.22 亿元，
2015年为95.09亿元，2016年突破百亿
大关上升为101.75亿元，2017年更是上
升到120.52亿元，榜单见证了这一市场
群体逐步做大的过程。

从效益上看，今年上榜企业税后净
利润总额较上一年增长19.76%，为2011
年以来最高增长率；纳税总额比上一年
增长24.53%，创历史新高。

这份榜单，也从一个侧面显示了中
国经济的新举措和新走向。例如，入围
企业中，进行海外投资的企业数量比上
一年增长 56.22%，海外投资项目增长
24.92%，出口总额增长35.99%。又如，
超过五成的入围企业参与“一带一路”建
设，超过三成企业参与长江经济带建设，
超过两成企业参与PPP。

逆水行舟，稳住尚不容易

入围榜单的重庆民企中，金科以
466亿元的营业收入，首次超过龙湖，位
列第一，排名全国101名。龙湖和隆鑫，
以448亿元和391亿元，分列二三名。

按入围企业数算，今年我市排全国
第11位。资料显示，2014年，我市入围
榜单的企业为10个，排全国第14名，
2015年为12个，排第10名，2016年13
个，排第9名。

和上一年比较，中昂投资在缺席一
年后重返榜单，中科和浙商新业投资则

名落孙山。2015年以来连续3年入围的
重庆民企，除了金科、龙湖、隆鑫、力帆和
宗申，还有新鸥鹏、小康控股、博赛矿业、
华南物资。

“入围名单整体变化不大，看起来都
是老面孔，但激烈的竞争如同逆水行舟，
稳住就很不易”，市工商联秘书长雷文睿
说，重庆民企的“稳”，主要源自以创新为
主要手段的转型升级。

以新鸥鹏为例，这家传统的地产企
业，创新性地提出“教育+”业务模式，不
仅大幅提升地产项目本身的附加值，还
为自己培育出新的增长点。目前，该企
业地产业务已经拓展至欧洲和北美洲，
还打造了教育城、教育MALL、云教育产
业园、美加华出国服务机构、全球教育营
地，以及全国最大的教育产业基金等教
育项目。

与此相对应，新鸥鹏在500强榜单中
的排名，2014年为第392位，2015年为第
356位，2016年为第321位，2017年快速
则提升了89位，跃升至第232位。

和发达省市比有较大差距

不过，和发达省市比较，我市不管

是入围企业的总数，还是入围企业自
身的规模和发展速度，都还有较大的
差距。

近3年，入围中国民企500强榜单
的，浙江分别有138个、134个和120个，
江苏分别为91个、94个和82个。重庆
分别只有12个、12个和11个，只有前两
者的十分之一左右。

从规模上看，今年位列我市入围企
业第一的金科，2016年营业收入，还不
到排名第一的华为的十分之一。这份以
营业收入为主要指标的榜单上，前100
名内都没有重庆企业。

从企业发展速度看，以一度作为重
庆民企代表的龙湖为例，2015年龙湖在
该榜单上的名次为56位，2016年为95
位，2017年则跌至106位。

再从入围企业的结构上看，今年入
围的11家企业都来自传统行业，房地产
有5家，制造业有5家，贸易类有1家。
战略性新兴产业没有企业入围。

“需要在存量和增量两个方面做
文章”，雷文睿认为，重庆民企要想在
这份榜单上更耀眼，需要进一步实施
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存量企业需要加
快转型升级，同时大力培育一批科技
型企业。

11家渝企入围
2017中国民企500强

华为排全国第一 新鸥鹏排名飙升89位
本报记者 吴刚 实习生 蒋雨帆

本报讯 （记者 黄乔）8 月 24
日，以“前沿、合作、跨越——人力资源
产业的创新与突破”为主题的2017首
届西部人力资源服务博览会在悦来国
际会议中心举行。

博览会当天，安排有主题讲座、专
题研讨、品牌展示、产品推介等一系列
活动，吸引了200多家人力资源服务
机构参展，近700家用人企业到现场
观展，现场人数突破3000人。布展企
业中，有47家企业名列大中华地区人
力资源服务机构前100强，6家企业名
列全球人力资源服务机构100强。

本次博览会在主题讲座方面，设
置了“1+5”的会议模式，即1个主会场
和5个分论坛，主题演讲达20多个，其
中包括人力资源服务产业的发展现状
与趋势、产业园与重庆人才经济、重庆
引进紧缺急需人才相关政策解读、人
力资源行业发展趋势与创新等。记者
在现场看到，各个主题论坛全部爆满，
甚至连过道里都站着听众。

除此之外，记者还在品牌展示区
看到，重庆市军转（人力资源开发）培
训中心推出了未来课堂VR体验，通
过虚拟现实技术，让人身临其境感受

未来培训课堂场景，吸引了许多市民
体验观看。

市人社局相关负责人介绍，人力
资源服务业是极具战略价值与发展
潜力的新兴产业。近年来，我市人力
资源服务业以专业化、信息化、智能
化、产业化、国际化为方向，总体呈现
高速增长态势，取得了较好发展成
效。2016年，我市人力资源服务业总
营收达225.4亿元，比上年增长35%，
服务机构数量达1042家、从业人员
2.04万人，年服务人群千万余次，人
力资源服务市场供需两旺，发展潜力

巨大。
“举办此次博览会的主要目的是

建立人力资源服务机构与用人企业
的业务沟通平台，实现供需双方的实
时对话，为我市人力资源服务行业注
入强心剂，进而推动其快速发展。”该
负责人说，目前，上海、杭州、宁波等
人力资源服务产业发展迅速的地区
均定期举办人力资源服务博览会，形
成了自己的行业品牌。未来，西部人
力资源服务博览会也将每年定期举
办，为我市人力资源服务发展搭桥
梁、添动力。

名企精英云集 共话人力资源产业发展之路
2017首届西部人力资源服务博览会在渝举行

本报讯 （记者 黄乔）8月24
日，记者从2017首届西部人力资源
服务博览会上了解到，为推动“鸿雁
计划”落地见效，我市出台了“鸿雁
计划”专项资金管理办法和人才服
务证制度两个配套文件，并开发了
人才需求和供给两个数据库，目前
需求库已收集1000户企业的3200
多人才需求；供给库已收集海外人
才信息 7562 人、项目 1200 多个。

“‘鸿雁计划’正在组织实施兑现过
程当中。”市人社局副局长何振国介
绍，目前，在中国（重庆）人力资源服
务产业园全新打造了“引进人才一
站式服务平台”，其服务软硬件建设
已全面到位，具备启动实施的条
件。同时，相关的海外引才活动也

在积极筹划中。
“我们计划在今年9月9日，召

开重庆国际人才创新创业洽谈会，
组织用人单位与人才对接。”何振国
说，不仅如此，近期还制定了“重庆
市国（境）外高层人才引进活动”，计
划从今年9月中旬到11月底，分4
批次到欧洲、澳洲、北美、港澳等地
进行引才；分7批次赴北京、上海等
高校进行引才。

据了解，为大力引进海内外紧
缺高端人才，今年4月，我市印发了
《重庆市引进海内外英才鸿雁计划
实施办法》，计划在今后5年，每年
引进1000-2000名研发类科技人
才，为全市产业创新发展提供人才
支撑。

“鸿雁计划”将人才分为A、B、C
三类给予相应的资金奖励，A类人
才参照其年缴纳个人所得税额度的
2倍或定额给予奖励，最高不超过
200万元；B类人才参照其年缴纳个
人所得税额度的1.5倍或定额给予
奖励，最高不超过100万元；C类人
才参照其年缴纳个人所得税额度的
1.2倍或定额给予奖励，最高不超过
30万元。奖励资金将分3年发放，
第一年发放40%，第二年发放35%，
第三年发放25%。

同时，为抓紧落实“鸿雁计划”
专项资金，按照1：1配套分担原则，
市级、区县每年共出资4亿元作为引
才专项资金，用于“鸿雁计划”政策
兑现。

我市出台配套文件
积极推动“鸿雁计划”落地见效
已收集7562名海内外人才信息 将于今年9月到海外引才

“重庆人力资源产业园对未来中国西
部地区人才的引进，对重庆经济的发展，会
带来怎样的积极影响？”8月24日，在2017
首届西部人力资源服务博览会上，万宝盛
华集团大中华区副总裁张锦荣以“产业园
与重庆人才经济”为题，作了主题演讲。

“当今各国人才的竞争，根本上就是人
才制度层面的竞争。”张锦荣说，人力资源服
务产业园的建设，就是围绕人才制度的实
现、人才制度的演绎、人才制度的纠正打造
一个“试验基地”，以构建与时代需求相适应
的具有国际竞争力的人力资源服务平台。

他说，重庆需要人才，重庆的经济社会
发展呼唤人才。中国（重庆）人力资源服务
产业园可以把知识产权保护机制、专家生
活服务的环境、专家家属服务、政府为引进
人才搭建的各类服务平台等政策机制融合
在一起，形成一张“人力资源大网”，从而走
出重庆，走出中国，在全球揽才。

“有了人才就有原创技术，有了原创技
术就可以吸纳资本，有了资本和原创技术，
就可以产业化。而这样的产业化可以促进
地方政府对当地人才政策做出制度性的改
变，最终，吸引来国际化的人才。”张锦荣认
为，重庆人力资源构成主要是海外和国内
的行业资深人才、学成的海外留学人员
等。因此，重庆人力资源服务产业园应率
先建成一个能吸引海内外各类人才集聚的

“地球村”，为迎接全球人才资源向重庆转
移做准备。

万宝盛华集团大中华区
副总裁张锦荣：

建立吸引海内外
各类人才集聚的
“地球村”

本报记者 黄乔

本报讯 （记者 杨永芹 见
习记者 崔曜）8月24日，在市政府
新闻办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机场
集团发布了8月29日T3A航站楼
投运旅客办理相关乘机手续信息。
并建议当日凡在新航站楼乘机的朋
友们，提前2小时抵达新航站楼。

29日当天如何办理
登机手续？

8月29日2∶00（不含）前起飞
或落地的旅客，按照以前进出港方
式进出，具体如下：

国内航班：出发在T2航站楼办
理乘机手续，到达在T2航站楼接机；

国际（地区）航班：出发在T1航
站楼办理乘机及出入境手续，到达
在T1航站楼接机。

8月29日6∶00（含）后起飞或
落地的旅客，要仔细看清楚了：

T2航站楼川航、西部航、华夏
航、春秋航4家航空公司的国内出
发航班，依然在T2航站楼办理乘机
手续，国内到达在T2航站楼接机，
相关流程和时间不变。

在T3A航站楼国内出发的旅
客：在T3A航站楼办理乘机手续，
国内到达在T3Ａ航站楼接机。

国际（地区）航班：T1航站楼正式
关闭，所有国际（地区）航班均在T3Ａ
航站楼办理乘机、出入境手续和接机。

29日凌晨如遇航班
延误怎么办？

8 月 29 日，旅客如遇航班延

误，降落或起飞时间超过 8月 29
日凌晨 2∶00 的航班，出港航班
的乘机手续办理将按照 T3A 启
用后的流程执行。到达航班接
站也相应按 T3A 启用后的流程
执行。

29 日 T3A 航站楼
3∶30就可办理

对在 T3A 航站楼乘坐 8 月
29 日早班的旅客来说，建议提
前 2 小时到达 T3A 航站楼办理
乘 机 手 续 。 T3A 航 站 楼 8 月
29 日 6∶00 以 后 起 飞 的 最 早
航 班 ，市 民 可 在 8 月 29 日 凌
晨 3∶30 前往 T3A 航站楼办理
相关手续。

走错航站楼怎么办？

航空公司将通过旅客订票短
信系统发布出行提示。不小心走
错航站楼的旅客，可以在T2航站
楼国内到达4号、7号门和T3A航
站楼L1层 9号门，免费乘坐中转
摆渡车。对因不小心走错航站楼
而延误的旅客，航空公司将尽最
大努力提供免费退票或免费签转
的服务。

新航站楼启用初期，重庆机
场每天将安排近 100 名志愿者，
分别在轨道交通 3 号线江北机
场站出口、航站楼中转摆渡车
候车点，T2、T3 航站楼出发大
厅等旅客密集区域，提供问询
指引服务。

8月29日T3A航站楼投运

旅客如何办理乘机手续

本报讯 （记者 申晓佳）8月
24日，记者从2017年全市农村专
业技术协会（下称：农技协）工作会
上了解到，近5年来，我市共有143
个基层农技协组织获国家级和市级

“科普惠农兴村计划”表彰，奖补资
金达2200万元。

据了解，“科普惠农兴村计划”
自2006年启动，由中国科协和财政
部联合实施。每年在全国及各省市
表彰一批科普工作成绩突出的农技

协、农村科普示范基地及农村科普
带头人，并奖励一定数额的资金，扶
持获奖单位和个人增强科技辐射带
动能力，以此提高广大农民的科学
素质和科技致富的能力。

市科协相关负责人介绍，近年
来，市农技协多管齐下，积极助力农
村脱贫致富。目前，我市基层农技
协科技助力精准扶贫工作已覆盖
14个国家扶贫开发工作重点区县
的493个贫困村。

我市143个基层农技协组织
获“科普惠农兴村计划”表彰

近日，由重庆开往万州的C6402次城际动车上，随着列车开进梁平站，
一名孩子开心地笑了。暑运期间，大量往返三峡库区的旅客选择渝万高铁
动车出行。连日来，每天往返于重庆和万州的20多对高铁、动车日均迎送
客流保持在2.5万人次以上。据介绍，自去年11月28日投入运行以来，渝
万客专城际动车已累计发送旅客达571.07万人次。 记者 崔力 摄

渝万高铁迎暑运高峰

专家访谈>>>

▲8月24日，悦来国际会议中心，参会
嘉宾参加“未来课堂”VR体验。

◀8月24日，悦来国际会议中心，2017
首届西部人力资源服务博览会举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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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栏图片均由记者崔力摄）

本报讯 （记者 廖雪梅）市财
政局8月24日发布消息称，8月25
日，除涉密单位外，重庆175个市级单
位集中公开2016年度决算，向社会

“亮”出全年收支细账。有兴趣的市民
可前往相关单位网站首页明显位置以
及市财政局、市政府网站查询。

市财政局人士透露，与往年相
比，今年部门决算公开在两个方面
实现较大突破：

一是公开范围全覆盖。除涉密
单位以外，其余175个市级单位全部
向社会公开，市福彩中心、体彩中心、
公积金中心等8个部门系首次公开。

二是公开内容有所增加。首次
公开政府采购信息和预算绩效管理信
息，特别是公开预算绩效管理情况、重
点支出绩效评价结果，使公众不仅能
看到部门将钱用到了什么地方，更能
看到取得了多大效益，有助于倒逼部
门增强绩效意识、提高资金绩效。

值得一提的是，我市部门决算
今年公开8张表格，公众从中不仅
可以了解各部门的职能职责、财政

收支、国有资产占用等信息，还可以
看到各单位的机关办公费用、公务
员工资福利等明细支出。比如，各
部门公开资金使用的具体用途。此
外，今年的部门决算还公开了相关
部门联系方式，以便第一时间解答
公众疑问；对专用名词进行了解释，
解决了以前公开的部分信息“专业
性强、看不懂”的问题。

又讯 （记者 廖雪梅）记者8
月24日从市财政局了解到，2016
年市级“三公”经费（指财政拨款支
出安排的出国出境费、车辆购置及
运行费、公务接待费）共支出4.81
亿元，与去年的预算数和2015年的
决算数相比，分别下降 13%和
25%。据悉，今年公开的2016年

“三公”经费信息比往年更加具体，
除细化公开各项支出金额外，还公
开了因公出国（境）团组数和人数、
公务用车购置数及保有量、公务接
待批次及人次、人均费用、车均维护
费等信息，并对出国事由、公车用
途、接待事项等进行了专门说明。

175个市级单位今日集中
公开2016年度决算

（上接１版）
“该项目的投运，对于贯彻落实

习近平总书记对重庆提出的战略定
位，加快我市建设内陆国际物流枢
纽和内陆开放高地具有十分重要的
意义。”市交委副主任汪钦琳表示。

汪钦琳称，未来3年，我市将加
速推进国家规划的重庆机场第四跑

道和T3B航站楼工程的前期工作，
加快我市联通欧美、“一带一路”沿
线国家、周边热点地区国际航线的
开发，构建辐射亚洲，通达全球主要
经济体、政治文化和科技中心的国
际航线网络。到2020年，重庆将全
面建成“一大四小”运输机场体系，
基本建成国际航空枢纽。

8月29日T3A航站楼
和第三跑道正式投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