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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 杨永芹）11月
30日，重庆日报记者从中建股份重庆
轨道交通9号线总包指挥部获悉，在
建的轨道交通9号线一期（沙坪坝高
滩岩至渝北回兴）工程总体进展顺利，
全线工点共47个，已开工点41个，预
计全线2021年建成通车。

重庆轨道交通九号线一期工程是
重庆市重点工程，为全国首个落地的
城市轨道交通PPP项目，总投资额超
200亿元，由重庆市交通开发投资（集
团）有限公司及中国建筑共同出资。

9号线一期于去年开建，全线设有
24座车站，其中地下站22座，高架站2
座。线路全长约32公里，全线贯通沙
坪坝区、渝中区、江北区和渝北区。9
号线一期所设的24个车站分别是：高

滩岩、天梨路、沙坪坝、小龙坎、土湾、
红岩村、富华路、华村、李家坪、蚂蝗
梁、观音桥、鲤鱼池、刘家台、江北城、
五里店、溉澜溪、头塘、保税港、何家
梁、石盘河、上湾路、服装城大道、宝桐
路、回兴。

按照规划，9号线一期全线将与我
市轨道交通其它8条线（在建和已建
成）相联并换乘：沙坪坝站与1号线、环
线换乘，红岩村站与5号线换乘，富华

路站与5号线支线换乘，观音桥站与3
号线换乘，鲤鱼池站与10号线换乘，江
北城站与6号线换乘，五里店站与环
线、6号线换乘，头塘站、何家梁站与4
号线换乘，上湾路站与10号线换乘。

值得一提的是，轨道交通9号线
一期运营列车全部采用As车型，与在
建的5号线、10号线和环线车型一样，
载客量较1号线、6号线都明显增加。
2021年建成通车后，乘坐轨道交通9

号线一期，从高滩岩至回兴，全程运行
时间不到1小时。

“目前，全线车站建设正在加快推
进。”中建股份重庆轨道交通9号线总
包指挥部相关负责人表示，小龙坎至土
湾等7个暗挖区间已进入正线施工，李
家坪站、鲤鱼池站、石盘河站3个施工
通道已转入暗挖车站主体施工阶段。
与此同时，明挖车站、高架区间、嘉华轨
道专用桥等工程也在积极推进。

轨道9号线一期预计2021年建成
从高滩岩至回兴，全程不到1小时

“ 喝更好 的牛 奶 ，做更好的自
己”——今年10月，重庆农投集团所属
天友乳业旗下高端品牌百特高优质奶以
新包装、新形象、新诉求亮相上市，立刻
受到市场好评。

这只是重庆农投集团转型升级的冰
山一角。

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我国社会主要
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
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
重庆农投集团董事长何勇表示，农投集团
所从事的产业，与人民生活息息相关。如
何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对
农投集团而言，既是机遇，也是挑战。

抓住机遇
确立新时期发展战略体系

“肉、奶、蛋、鱼以及冷链物流业等，
与人们的生活密不可分。我们要做的，
就是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提高供给
体系质量和能力，扩大优质增量供给。”
何勇说。

为实现这一目标，2016年以来，何
勇率领重庆农投集团班子成员深入所属
企业及相关项目现场，对每个产业板块
扎实开展了“管控模式、财务状况、产品
研发、营销能力、投资项目、创新工作、保

障措施、党的建设、人才建设和企业文
化”等十个方面的专题调研。

“通过调研，我们全面、系统、真实地
摸清了集团家底，对集团新形势下面临
的重要瓶颈和主要短板、宏观形势和发
展机遇有了科学系统、深入透彻的分
析。”何勇说。

基于此，重庆农投集团提出了一系列
新理念、新定位、新目标、新路径、新方法、
新举措，最终形成了集团新时期发展战略
体系，提出“到2021年末，集团资产总额达
到200亿元，营业收入200亿元，带动30
万农户增收致富，利润总额超过10亿元”。

提供安全食品
掌握全产业链，实现全过程可追溯

“人们对美好生活的需求，排名第一
的，就是食品安全。”何勇称，重庆农投集
团坚持食品安全主线，注重源头把控，打
造全产业链，实现产品安全可追溯。

为了市民吃上放心猪肉，重庆农投
集团所属农投肉品从饲料与兽药生产、
生猪育种研发、扩繁与合作养殖、屠宰与
肉类食品加工等方面推进全产业链发
展，成为农业产业化国家重点龙头企业。

据介绍，农投肉品拥有新《畜牧法》
实施以来全国第一个通过国家审定的
CRP生猪品种核心基因技术，成功合作
培育重庆第一个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生
猪品种“渝荣1号”，该品种具有世界八
大优良种猪、全国三大地方优良种猪之

一的基因；已建成3个年出栏10万头的
生态商品猪示范养殖场和1个年出栏规
模超过60万头的渝垦生猪专业合作社；
建有2条现代化生猪屠宰线，年屠宰量
超过150万头，保障主城40%以上生鲜
猪肉供应。

此外，农投肉品还在生产过程中控
制实施了GMP、GAP、ISO9001、HAC-
CP等质量管理，实施农产品质量追溯管
理，努力打造产品质量零缺陷。

为了让市民喝上放心奶，重庆农投集
团所属天友乳业全面加强奶源建设，除在
宁夏沙坡头旁和陕西华山脚下建成两个
万头牧场，也在重庆周边建立了19个自
有奶牧场基地，从源头保障品质。同时，
牧场还引进以色列全球最先进的养殖技
术，采用国外最先进生产线。2017年4
月，天友乳业获得国家奶业科技创新联盟
优质乳工程认证，成为全国农垦系统第一
家通过优质乳工程验收的企业。

源头掌控了，加工掌控了，运输过程
中如何确保食品不会变坏？关键就在于
冷链物流。重庆农投集团所属农投物流
现有冷链运输车350辆，在我市冷链运
输市场所占份额排名第一。

提供优质食品
满足人们更高品质生活需要

对很多本地的80后、90后而言，天友
酸奶是童年最熟悉的味道，也是市民最信
赖的乳业品牌。但当前，大众化的产品已

难以满足人们更高品质生活需要。为改
变这一局面，天友乳业开始创新。

2015 年，淳源品牌高端发酵乳诞
生。

在原料选择上，淳源高端发酵乳采
用最本真的高品质牛奶，每100g产品中
活菌数达到100亿个，满足消费者对肠
道的健康需求；在制作工艺上，天友乳业
采用了特殊的加工工艺，使产品既具有
流动性，口感清爽；在产品包装上，包装
采用38毫米大直径，宽大的开口，使得
浓稠产品更易倾倒饮用。

上市当年，淳源饮用型酸奶实现日
均销量约2.3万瓶；2016年实现日均销
量约2.7万瓶；截至2017年8月，今年已
实现日均销量约3.6万瓶，市场销量呈现
出较快的增长趋势。

此外，在牛奶市场，天友乳业还推出
百特系列优质奶。截至目前，百特已抢
下本土高端液态奶约四成份额。

在渔业市场，农投集团所属三峡渔
业公司，是市政府指定的长江三峡生态
渔业第一实施平台。三峡渔业引入“放
牧式”养殖模式，应用不投饲料、肥料、鱼
药的“零投喂”天然生态养殖技术，打造
了“三峡鱼”品牌，保障重庆江河优质有
机鱼90%以上的供给。

“每条上市的‘三峡鱼’在背鳍上都
会被打上一个激光防伪标签。”何勇称，
这种标签上有编码和电话号码，消费者
可以查询到每条鱼的源产地。

在种业方面，重庆农投集团所属农
投种业将科研作为企业核心竞争力，朝
着中国种业10强不断迈进。目前，农投
种业已拥有完全自主知识产权的品种超
过90个，涵盖两系、三系杂交水稻，杂交
玉米、糯玉米和油菜，其中，两系超级稻
已取得国际领先水平。

农投集团：

打造现代农业产业链 满足大众美好生活需要
本报记者 曾立 见习记者 崔曜

本报讯 （记者 杨艺）12月7
日-10日，第五届中国（重庆）商品
展示交易会（简称“渝交会”）将在重
庆国际博览中心举办。本届“渝交
会”以“市民盛宴·城市节日”为主
题，旨在展示零售领域的新技术、新
产品、新应用等，让消费者不仅能

“买买买”，还能好吃好玩。
本届“渝交会”展览面积达13

万平方米，设置了地方特色馆、汽车
生活馆、时尚生活馆、造物空间馆、
进口商品馆，邀请到英国、匈牙利、
日本等国家及中国台湾，山东省、四
川省等兄弟省市以及市内各区县逾
两千家企业参展，展品涵盖国际国
内名品、电商、优质粮油、家居建材、
智能家电、智能穿戴、汽车、亲子游

乐、VR科技、游戏互动、美食小吃
等。

除了体验“新零售”，本届“渝交
会”还将有一大波“耍事”。如匈牙
利驻重庆总领事馆将同期举办“第
二届中国西部布达佩斯之秋电影
节”，轮番播放《布达佩斯的回忆》、
《粉红奶酪》等匈牙利著名影片。

重庆“嘻哈城市”音乐节除将在
展会现场上演今年最流行的嘻哈表
演外，还将于12月9日下午举行重庆

“嘻哈城市”音乐节暨歌神盛典演出。
为方便市民前往观展，组委会

将在12月7日—10日每天9∶00-
17∶15安排接驳车从解放碑国泰广
场旁、红旗河沟渝通宾馆、渝北犀牛
桥往返国博中心。

第五届“渝交会”7日国博开展

本报讯 （记者 杨艺）12月5
日，贵州省仁怀市茅合酿酒（集团）
有限责任公司与重庆日报报业集团
正式签订战略合作协议，双方将共
同研发酒类文化产品、设立酒类产
品包装印刷基地等，实现资源共享、
优势互补，探索传媒行业与实体经
济的融合发展。

据悉，茅合集团拥有西部王子、
成义等知名品牌，已成为茅台镇除
茅台酒厂之外的三大酿酒企业之
一。成义烧房是现今茅台酒厂的前
生，诞生于1862年，最古老的茅台
酒是“成义烧房”所生产。其中西部
王子获得2007年首届中国东盟绿
色食品博览交易会暨中国东盟名酒
文化节“十大名酒”称号。

此次合作，一方面，重报集团将
与茅合集团共同研发酒类文化产
品。重报集团将发挥传媒集团的品
牌拓展、资源集聚等优势，加大产品
推广力度；并依托旗下电商物流公
司，保障产品销售渠道畅通高效。茅

合集团则将充分依托其白酒酿造的
传统优势，保障系列产品品质及产
量。双方将共同努力提升系列产品
在重庆区域的知名度和市场占有率。

另一方面，茅合集团将在重庆
重报印务有限公司内，设立酒类产
品包装印刷基地。双方将共同开展
酒类系列产品的包装设计、包装印
刷业务等。

“十九大报告提出，必须把发展
经济的着力点放在实体经济上。此
次重报集团和茅合集团合作，可谓
是传媒行业与实体经济创新合作的
一次有效探索。”重报集团党委书
记、产业公司董事长管洪表示，一直
以来，重报集团都将宣传、支持、服
务实体经济当作己任，此次合作，重
报集团将充分发挥自身全媒体多渠
道的策划营销优势，支持茅合集团
在重庆的发展；同时，将依托茅合集
团优质的生产技术和强大的品牌优
势，实现双方产业链的整合和延伸，
最终形成共赢。

传媒集团与实体经济创新合作
贵州茅合集团与重报集团签署战略协议

12月5日，沙坪坝区三峡广场商圈，改造中的大楼如屹立于空中的复古
书架。今年5月，三峡广场商圈启动了水景沿线的产权交易所大楼外立面改
造工程，预计年底完工。为体现学府大区的特色，将大楼外观设计成一个大
型书架形状，上面堆放着各种“书”，每本高约2米。 通讯员 何超 摄

12月3日，工人正在轨道交通四号
线一期工程紧张施工。4号线一期工程
西起民安大道站，东至唐家沱站，线路
全长16.04公里，设车站9座。途经重庆
北站、虾子蝙、寸滩、黑石子等，可分别
与轨道3号线、环线、10号线、9号线、11
号线换乘。工程预计年内主体完工，进
入设备安装调试阶段。

记者 罗斌 摄

轨道交通四号线
一期工程年内主体完工

三峡广场“复古书架”年底亮相

本报讯 （首席记者 张亦筑）
近日，中国生物医药知识产权国际
运营（重庆）平台——钨石谷在渝揭
牌。作为国家知识产权局在重庆布
局的一个知识产权创新要素服务平
台，钨石谷将专注于生物医药领域，
以10亿元的重庆生物医药知识产
权国际运营基金作为支撑，对接全
球优质生物医药技术，推动创新链、
产业链、资金链融合，助力生物医药
产业实现跨越式发展。

据悉，钨石谷一方面将立足于
服务，满足生物医药全产业链上的
知识产权需求，实现创新与产业的
融合；另一方面将从知识产权的角
度为生物医药产业投资导航，提高
技术产业转化率，让生物医药产业

能精准、及时地发现潜在的技术源
和产业未来机会。

据了解，钨石谷将探索建立“1+
3+1”的基金运营体系，即：重庆生物
医药知识产权国际运营基金、3个专
业联盟（立足于企业的国内生物医
药企业联盟、立足于高校院所的临
床基地联盟、立足于金融机构的产
业基金联盟）、专利云平台，形成生
物医药产业链的“共生生态圈”。

其中，重庆生物医药知识产权
国际运营基金是由中央财政4000
万元、市级财政5000万元，莱美药
业等社会资本共同组建，一期规模
3.05亿元已到位，二期资本募集工
作已经展开，两期规模将累计达到
10亿元。

中国生物医药知识产权
国际运营平台在渝揭牌

10亿元基金助力生物医药产业发展

本报讯 （记者 陈波）12月4
日，随着重庆博众城市发展管理研
究院与丹麦VIA大学健康学院《中
丹国际健康养老产业及人才培养战
略合作框架协议》正式签订，我市养
老产业发展再添新动力。

据市民政局相关负责人介绍，
按照该协议，双方将共同成立中丹
国际健康养老产业及人才培养中
心，从产业、教学、科研3个维度研
究健康养老产业管理与技术，培养
健康养老产业管理人才，搭建国际
健康养老产业平台；匹配中国西南
地区健康养老产业，联合社会资本
共同打造高端国际健康养老机构，
提供候鸟式健康养老、海外体检及
休养、旅游式健康养老等高端服务；
开设康养产业MBA课程班，培养

国内康养产业高级管理人才；提供
相关专业指导及师资，开展养老机
构中高端人才培训；提供专业指导
及专业资料，开展健康养老相关课
题研究。

据介绍，该协议是市民政局与
丹麦维堡市共同签署的《重庆养老
服务业国际合作交流谅解备忘录》
的第一项。

据悉，为学习和借鉴国外相关经
验，市民政局积极考察学习丹麦维堡
养老服务项目和养老运行模式，并与
维堡市政府签署了《重庆养老服务
国际合作交流谅解备忘录》，双方就
重庆市引进丹麦及维堡市在养老、
健康、建设、教育培训等多方面的经
验和资源，推动重庆养老服务市场
的进一步优化和丰富达成了共识。

中丹国际健康养老产业
及人才培养中心落子重庆

工业类

序号

G17093

G17094

G17095

备注：1、土地面积以实测为准；2、竞买人取得《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成交确认书》后2个工作日内申请办理订立《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逾期则《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成交确认书》自行失效；3、序号G17093、G17094、G17095三宗地以
网上交易方式出让。

土地位置

两江新区鱼嘴组团F分区
F18-3/02号宗地

南岸区茶园组团D分区
D23-1/04号宗地

南岸区茶园组团D分区
D59-1/04号宗地

用途

一类物流仓储用地

一类工业用地

二类工业用地

产业类别

/

通信终端设备制
造业

专用设备制造业

土地面积
（㎡）
200317.3

106834.7

33343.8

可建面积(㎡）
或容积率

≤ 1.5

≥1.0
≥1.2

投资强度
（万元/公顷）

/

≥8000
≥7000

产出要求
（万元/公顷）

/

≥18000
≥15000

出让价款起始价
（万元）

16226

8120

2335

备注

环保要求详见重庆市环境保护局两江新区分局《关于两江新区水土组团B38-1/
01（部分）号地块等6宗建设用地环保意见的函》（渝环两江函〔2017〕339号）。

环保要求详见重庆市南岸区环境保护局《关于重庆经济技术开发区经济发展
局拟出让D23-1/04号地块挂牌条件的复函》（南环建函〔2017〕7号）。
环保要求详见重庆市环境保护局两江新区分局《关于两江新区龙兴组团V4-2/
01号地块等8宗建设用地环保意见的函》（渝环两江函〔2017〕93号）。

重庆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
重庆联合产权交易所集团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公开出让公告

2017-49

根据《招标拍卖挂牌出让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规定》，现对以下拟供应宗地按出让年限商业40年、办公40年、住宅50年、工业50年予以公告，公告时间为2017年12月6日12：00－2017年12月26日12：
00。公告时间内有2家以上（含2家）申报的，将择日采取招标拍卖方式确定受让方；公告时间内有1家申报的，将挂牌出让。招标拍卖日期另行通知。请有意受让者在公告截止前到重庆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
（重庆联合产权交易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土地和资源交易分中心索取出让具体要求和相关资料并进行报名，联系电话：63650270、63656187（FAX），地址：重庆市北部新区龙睛路2号凯比特大厦A1栋1楼，
联系人：王先生。出让人：重庆市国土资源和房屋管理局，地址：重庆市渝中区人和街99号。

详情请登录重庆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重庆联合产权交易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网站：www.cqggzy.com。

本报讯 （记者 杨永芹）12月5日，来自重庆交通开投集
团消息称，日前，市交委正式下发《关于新建市郊铁路磨心坡至
合川线工程初步设计的批复》，为全线今年开建打下了基础。
该项目通车后，市民从主城坐火车到合川大约只需30分钟时
间，将大大方便沿线居民出行。

渝合线是2016年国家发改委PPP投融资模式首批试点铁
路项目。该项目起于襄渝线磨心坡站，经土场、草街、钓鱼城、
花滩至渭沱，在渭沱站新建联络线经黄泥坝交接站连接兰渝、
遂渝线，并与规划的市郊铁路渝合线合川—永川段贯通，建设
工期为四年。

工程全长约59公里，共设8个车站，其中磨心坡站和渭沱
站与国铁接轨，采用国铁I级标准，设计时速160公里/小时。

据介绍，市郊铁路磨心坡至合川线近期将新建土场、草街
工业园区、花滩、合阳、黄泥坝5个车站，改建兰（遂）渝线渭沱接
轨站，缓建钓鱼城站。

据介绍，市郊铁路渝合线是国家成渝城市群城际铁路网规
划中重庆“三线四段”的重要组成部分。今年6月，渭沱站在位
于合川区渭沱镇凉水村黄泥坝正式开工建设，意味着市郊铁路
渝合线也拉开建设帷幕。

市郊铁路渝合线初步设计获批复
全线今年开建，通车后从主城到合川只需30分钟

本报讯 （记者 杨永芹）12月5日，重庆
日报记者从重庆交通开投集团获悉，目前，重庆
交通开投集团旗下重庆市铁路集团正全力加快
推进“三线四段”都市快轨及市郊铁路建设，这
是我市实施轨道交通一体化的重要内容。

三线是指江津线、璧铜线、铁路西环线，其
中，西环线分为渝合段、合大段，也简称“三线四
段”。江津线现在称轨道交通延长线，璧铜线纳
入都市快轨，渝合合大，称市郊铁路。

都市快轨：跳磴至江津线，起于轨道交通
五号线跳磴站，止于江津区滨江新城站。线路
全长26.67公里，全线共新设九龙园、双福东、
双福西、滨江新城北、江津等5座车站。运营管
理纳入重庆轨道交通五号线统一管理，与五号

线贯通运营。项目设计时速120公里，已于
2016年5月18日开建，建设工期为48个月，预
计2020年建成通车。

璧山至铜梁线：璧铜线起于璧山站，止于
铜梁区金龙站。线路长度33.792km，全线新
建河边、青龙湖、大路、蒲吕、铜梁、金龙等6座
车站。设计行车速度160－200公里/小时，建
设工期60个月。预计今年开工云雾山隧道等
节点控制性工程。

合川至大足线工程：起于渝合线黄泥坝站，
止于双桥站。线路正线长100.77公里，相关联络
线累计长约3.56公里。全线近期新建袁家桥、
铜梁、土桥、万古、大足北、龙水、双桥、大足南等8
个车站，设计时速160公里，建设工期为48个月。

何谓三线四段？

相关链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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