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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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 年 3 月 29 日 星期四
编辑 江前兵
美编 乔宇

CHONGQING
DAILY

随着中国深入实施军民融合发展战
略，军民融合产业正受到前所未有的关注。

3月28日，2018智能装备军民两用
论坛暨博览会在重庆悦来国际会议中心
开幕。展会现场亮相的多种智能装备，透
露了这样一个信息：“军转民”“民参军”的
步伐正在加快，军民融合产业正呈现出蓬
勃发展之势。

而在论坛上，与会嘉宾更是非常振
奋：由于一系列国家政策的支持，我国军
民融合产业即将进入发展快车道。

机遇面前，在军民融合产业方面有较
好基础的重庆，如何借势而为？

军民融合发展政策频频出台

全国工商联军民融合发展专家杜茂
荣介绍，自2015年4月以来，为推动军民
融合发展，党和国家出台了一系列政策。
党的十九大报告更是明确提出，坚定实施
军民融合发展战略，形成军民融合深度发

展格局。这种背景下，有关军民融合发展
的政策频频出台，政策密集度前所未有。

全国两会期间，深入实施军民融合发
展战略，深化国防科技工业改革，又在政
府工作报告中明确体现。

重庆社科院产业经济研究所所长吴
安说，近年来一系列促进军民融合发展的
政策，涉及税收优惠、人才、资金、扩大军
工开放、加强军民资源共享和协同创新等
方面，支持力度很大。他认为，这将推动
我国军民融合产业驶入发展快车道。重
庆军民融合产业，已迎来新的历史机遇。

重庆具有先天优势及基础

“作为军工企业密集的老工业基地，
重庆具有推动军民融合产业发展的先天
优势及基础。”吴安说，这也是重庆加快发
展军民融合产业的底气和信心所在。

目前重庆拥有军工企事业单位近
130家，其中军工央企在渝单位近40家。

2017年，全市国防科技工业总产值完成
2898亿元，占全市规模以上工业总产值
的11.2%，成为重庆工业经济重要支柱和
产业发展重要引擎。

从军民融合产业体系来看，重庆已形
成了汽车、摩托车、电子、船舶动力配套、
装备制造和服务运营等优势产业集群。

2016年，全国首个北斗民用战略新兴
产业研究院在沙坪坝区正式揭牌成立。其
以北斗品牌技术为依托，以军民融合为契
机，利用北斗技术转化生产民用电子产品，
建立完成了基于北斗导航、定位、授时、监
测、遥感、通信六大民用系列的产品链研发
中心。去年以来，该研究院打造的自主品
牌“北斗七星”，已相继推出北斗手机、北斗
手表、北斗随身宝、北斗智能穿戴、北斗地
网终端等应用领域广泛的系列产品。

多个区县加快推进军民融合

尽管如此，在吴安看来，要实现军民

融合深度发展，还需要突破一些在国内各
地普遍存在的障碍。

吴安建议，重庆首先可由军队和地
方共同设立一个主管机构，以解决发展
军民融合产业的“指挥棒”问题。在此
基础上，通过有效的监督、运行机制，把
各项政策落实到位、用活用好，并强化
产研结合，做好需求对接。这样，才能
最大程度激发“军转民”“民参军”的动
力和活力。

事实上，重庆已展开进一步行动，加
快推进军民融合产业发展。

目前重庆市委军民融合发展委员
会已成立，以加强军民融合发展工作
的集中统一领导。《关于经济建设和国
防建设融合发展的实施意见》、《重庆
市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融合发展“十三
五”规划》等文件相继出台。重庆军民
融合发展的体制机制，正逐步完善。
璧山等多个区县也在加快推进军民融
合。

军民融合发展迎来新机遇

重庆如何激发活力借势而为
本报记者 黄光红 杨骏

本报讯 （记者 黄琪奥）3月28日，重庆日报记者从市体育局获
悉，4月我市将举行包括我市首届定向越野挑战赛、2018重庆·大足环
龙水湖“财信杯”半程马拉松赛在内的100多项体育赛事，让更多市民
感受到运动的快乐。

据了解，这100余项
体育赛事包含群众体育、
竞技体育、青少年体育三
个类别，其中群众体育
125项、竞技体育6项、青
少年体育赛事6项。

我市4月将举行
100多项体育赛事

2018 年 4 月
重庆市群众体育
赛事活动计划表
扫一扫 就看到

3月28日，中国兵器科学研究院展台展出的轻小型地面无人平台系统吸引了众多观展者的目光。
记者 张锦辉 摄

农业银行重庆市分行 精耕细作打造票据“金池”

亮点展示》

在农行重庆市分行的票据服务下，L公司在该行办理票据池融资项下

开立银行承兑汇票370张、金额5501万元。农行重庆市分行票据池产品

一举解决了企业票据管理难题，为企业盘活了存量票据资源，释放企业原

签发银行承兑汇票保证金及工业厂房抵押物，托收资金入该行监管账户，

执行协定存款利率，企业还有部分存款利息收入。

农行重庆市分行通过与L公司的合作，监管账户沉淀资金580万元，

对该企业的授信为工业厂房抵押方式，票据池业务的办理，降低了风险敞

口，减少了经济资本的占用，更有利于了解客户资金回笼及经营情况，获

得了银企双赢的结果，为后续票据池业务的开展树立了典型。

在经济发展新常态和金融改革不断深化的背景下，农行重庆市分行

将加大票据业务发展力度，强化票据业务合规管理，促进票据业务进一步

向集约化、规模化、规范化和多元化盈利模式发展，更好地服务企业融资

需求，更好地支持实体经济发展。

赵海川 胡玥 张妮

近年来，随着经济发展水平日益提高，国内票据市场蓬
勃发展，票据业务在国民经济和金融市场中得到越来越多
的重视，无论是在支持实体经济发展还是在扩展商业银行

经营方面，其作用已经得到广泛的认可。
农行重庆市分行高度重视票据业务的发展，不断夯实

业务经营基础，提升市场竞争力，大力开展票据池业务，为

客户提供统一支配和使用内部票据的综合解决方案，助力
盘活企业存量票据资源，实现资源共享，打造票据“金池”，
深受用户青睐。

客服热线：95599 网址：www.abchina.com

产品简介》

农行重庆市分行推出的票据池产品，为客户所持商

业汇票提供统一管理服务，包括票据预托管、托管、贴

现、质押、池融资、到期托收、查询统计等，打造了统一支

配和使用内部票据的综合解决方案，可以盘活客户存量

票据资源、实现资源共享。

通过农行重庆市分行的票据池系统，企业可将众多

繁杂的票据全部委托农行进行保管并查询检验，提高票

据的安全性；针对企业日常中存在的票据管理繁琐、异

地办理障碍，重庆市分行还为企业提供清晰的票据视图

管理，企业可随时随地掌控所有票据信息。针对票据融

资难问题，企业可通过农行贸易通平台处理票据池业

务，票据资产质押成池，实现大票换小票，时间的错配等

功能，还可以将金额大小时间基本匹配的票据直接进行

背书转让，盘活资产存量。

案例呈现》

“从前提起票据就头痛，到期时间不一致，很多

时候票据就躺在账上成了闲置的资源，多亏了农业

银行，让我们公司的票据资产有效激活，不仅财务管

理更方便，还带来了不错的收益，真是企业的好帮

手！”L公司的财务人员说起农业银行的票据服务赞

不绝口。

L公司为A股上市企业，是我市著名的汽车、摩托

车配件制造商，年销售收入将近8亿元，税前利润达到

8000万元。该公司2017年平均每月收到银行承兑汇

票5000万元，签发银行承兑汇票月均1500万元，结

算方式80%以上为银行承兑汇票，票据结算量大，且

销售收到的银行承兑汇票金额较大，到期时间不一

致，部分无法与采购款项支付一一对应，导致企业仅

仅将能支付的票据背书转让，其余银票闲置，闲置汇

票到期再进行托收。另外公司支付上游企业货款采

用20%保证金+工业厂房抵押方式签发银行承兑汇

票，造成资金及厂房占用，资产流动性进一步受限。

农行重庆市分行得知这一情况后，主动接洽L公

司，为其提供个性化票据池服务，制定了两种支付方

案，一方面是提供了票据托管方案，对票据金额、时间

均匹配的票据直接背书转让；另一方面提供了票据池

融资方案，利用农业银行票据池池融资产品，将入池

票据根据开票需求质押成票据池池融资额度，重新开

立票据，对上游进行支付，从而达到存量票据资金的

盘活和对外支付。值得一提的是，该企业生产设备均

从欧洲进口，以信用证方式结算，该行也以票据池质

押，为企业开立信用证，将收到的银行承兑汇票利用

率最大化。

因中梁山隧道扩容改造工程车辆及人员应急通道施工需要，G85渝昆高
速公路(重庆段)旧中梁山隧道关闭，新中梁山隧道通行。施工截至时间由
2018年3月31日顺延至2018年7月30日，为保证新中梁山隧道运营安全，
危化品车辆禁止通行新中梁山隧道,其绕行路线为内环与绕城之间可通过渝
武高速（G75）或双碑隧道进行绕行。

特此通告
重庆市交通行政执法总队高速公路第五支队一大队

重庆成渝高速公路有限公司
重庆赛迪工程咨询有限公司

关于G85渝昆高速公路(重庆段)
新旧中梁山隧道实行交通管制通告

“ 富 强 民 主 嘛 啰 儿 ，中 国 梦 啰 啷
啰……”3 月27日，石柱土家族自治县三
河镇大林村柏林组陈华权家的院坝里，歌
声悠扬。村主任马兴华正通过土家啰儿调
向村民们宣传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一曲
唱罢，趁着大家兴致正高，马兴华又讲起了

“三改”政策。
“去年以来，我们村变化很大。在基层

宣传思想文化工作创新示范点建设过程
中，我们通过成立‘和美工作室’、评选‘大
林榜样’、开展‘政策啰儿调’宣讲等措施，
从素养、教养、学养着手，做了一系列工作，
现在村容村貌更干净整洁，村民之间更加
和谐，各方面发展都越来越好。”该村党支
部书记陈世春说，去年村上还获得石柱县

“民族团结进步模范集体”“基层人民调解
先进单位”等荣誉。

树“素养”风 建康美家园

大林村距县城6公里，地处城乡结合
部，人员流动量大，以前小偷小摸、邻里口
角等问题时常发生，是全县社会治安综合
治理挂牌整治村。为促进邻里和睦，实现

“小事不出院落、大事不出村”，该村去年成
立了“和美工作室”，组建“和美”工作队，负
责矛盾调解、解疑释惑、价值传播、情绪疏
导等。

工作队队员每月会定期向院落长、网
格长收集情况，发现问题就到现场调查、调
解。当场解决不了的，再通过“和美工作
室”进一步调解。

“通过一年多的工作，村民们越来越明理
了，许多事情当场就能解决。”工作队队员朱
俊操说，最初村民们对队员们比较排斥、不信

任，“现在他们什么事情都会跟我们讲。”
大林村的矛盾纠纷事件因此大幅下降，

已从2016年的82件下降到去年的34件。
今年到目前为止，仅发生1件矛盾纠纷。

树“教养”风 建康乐家庭

“我们还通过各类评比表彰，引导群众
弘扬传统美德，提高清洁意识。”陈世春说，
村里每季度会评选一次“清洁之家”，每年
评一次“大林榜样”，在潜移默化中建立崇
德向善、文明友爱的新风尚。

在大林村村委会门前一块宣传栏上，
重庆日报记者看到，去年评选出的“大林榜
样”里有致富带头人、优秀党员、最美村官、
好学生、好媳妇、好婆婆等。“这些全都是村
民自己投票选出的。”陈世春说，通过对这
些人物事迹的宣传，村民们都主动向他们

看齐，带动作用非常明显。
此外，大林村还以“家风润万家”为主题，

开展了议家风、立家训、传家礼、评家庭活动，
设立“家风十循”“最美家训”“最美家庭故事”
等展示平台，以多种形式“晒”家训，传承中华
孝道和敬老之风，弘扬中华传统美德。

树“学养”风 建康庄新村

大林村发生的变化，还离不开“学
养”。“刚刚的院坝会就是我们树‘学养’风
的一个重要措施。”陈世春说。

石柱土家啰儿调是国家级非物质文化
遗产，近年来，大林村依托该文化组建“政
策啰儿调”理论宣讲队，用群众喜闻乐见的
形式及时将党的政策、思想传达给村民们。

此外，大林村还通过组织党员学习、举
办“梦想课堂”、建好社区文化活动阵地、开
展土家民俗文化活动等措施，在丰富干部
群众文化生活的同时，营造勤学奋进、干事
创业的浓厚氛围。

通过一年多的努力，村民们在思想上、
认识上都有了提高，不仅主动参与到乡村
治理中，还积极参与产业发展。如今村里
要举办菜花节，发展乡村旅游，已有11户村
民办起了农家乐。

石柱县三河镇大林村——

树“三养”风 建“三康”村
本报记者 栗园园

本报讯 （首席记者 彭瑜 实习生 付琳眉）3月28日，记者
从西南油气田储气库管理处获悉，中国石油西南油气田公司投资总额
逾210亿元，拟在川渝地区新建8座储气库，其中重庆境内建设5座。

地下储气库不是一个完整的储气空间，而是将天然气增压注入
地层的缝隙中储存，在需要供气时，进行采集、脱水，最后输入天然
气管网。因储存量大、调峰能力强，地下储气库集季节调峰、事故应
急供气、国家能源战略储备等功能于一身。

目前，我国已建成25座地下储气库，储气库容达400亿立方米，
调峰保供惠及10余个省（市），2亿人口。其中，位于重庆市北碚区
三圣镇的相国寺储气库，是西南首座储气库，也是全国供气量最大
的储气库，保供京津冀和川渝地区。从2014年12月开始调峰采气
以来，历年采气量40.43亿立方米，占全国25座地下储气库产气量
的五分之一。

我国天然气从2004年起进入快速发展期。近年来，天然气消费
量年均增长151亿方，年均增速14.5%。天然气在居民生活、工业、电
力和交通等领域利用稳步提升，预计到2030年，我国天然气年消费量
将达5000亿立方米，储气库调峰保供需求将达500亿立方米。

西南油气田储气库管理处相关负责人介绍，储气库通常是老气
田的再利用，因为重庆地质结构稳定、气藏盖层好，密封性比较好，
天然气不易泄漏，此次川渝地区新建8座储气库，其中重庆境内5
座，分别是铜锣峡、明月峡、万顺场、沙坪场、寨沟湾等储气库项目。

川渝地区将新添8座储气库
其中重庆境内5座

本报讯 （记者 杨骏 黄光红）3月28日，作为
2018智能装备军民两用论坛暨博览会的分活动，军民
融合科技创新大赛决赛于当日正式举行，共有14个项
目进入决赛，并在现场进行路演。值得一提的是，现
场还有数十家对军民融合感兴趣的企业参与，旨在为
参赛选手或团队提供合作机会。最终，北斗高精度服
务平台及应用项目获得本次大赛的特等奖，双目光电
立体潜望系统等3个项目获得一等奖。

重庆日报记者在现场看到，参加决赛的项目种类
众多，比如侦察飞行器、军用超纯水、超算平台、人工智
能视觉识别等，其中不乏一些“军转民”的项目。比如
商用车新型驾驶室悬置系统技术研究与应用项目，便
是把军用车辆的悬置系统技术，运用到民用车辆上。

作为决赛评委，北京市国防科工办军民融合处调
研员李建波说，本次参赛项目在行业内都处于中上水
平，有明显的潜力，其中不少项目让他印象深刻。“医
疗超纯水项目我就觉得非常好。”他说，目前市面上的
超纯水约1000元/吨，而这个项目生产的超纯水只需
要20元/吨，市场潜力非常大。再如安防和特种机器
人项目，他也认为用途非常广。

军民融合科技创新大赛

北斗项目获特等奖

本报讯 （见习记者 吴星翰 通讯员 连宏宇）3月28日上
午，首届重庆市璧山区困难群众骨灰集中免费生态安葬活动，在西
郊福寿园人文纪念公园内的璧和苑公益性墓区举行。

此次集中免费生态安葬活动主要帮助对象为：有璧山区常驻户
籍，且死亡后实行火化的城乡低保人员、特困人员和生活困难重点
优抚人员等困难群体，也包括无法取得联系寄存在殡仪馆的无主骨
灰。此次生态安葬采用可降解骨灰坛深埋的方式，将逝者的骨灰深
埋于花坛之下，既节约土地资源，骨灰坛还可自行降解，最终与自然
融为一体，是对生命最好的尊重，也寓意着生命之花常开。

据介绍，花坛的每一块石碑都会刻上逝者的姓名，同时还会为
逝者提供24小时安保，全年保洁与绿植养护服务，该墓区共计可容
纳2160名逝者。璧和苑公益性墓区相关负责人告诉重庆日报记
者，为倡导绿色殡葬，传播生态文明，加大惠民殡葬救助力度，从今
年起，将在每年清明节期间开展集中免费节地生态安葬活动。

璧山区为困难群众
提供免费生态安葬服务

本报讯 （记者 夏元）重庆日报记者3月28日获悉，在日前国
家财政部、发展改革委发布的2017年钢铁煤炭去产能拟激励公示
名录里，重庆成为其中钢铁去产能激励公示名录的5省市之一。

据介绍，按照相关要求，对超额完成化解钢铁、煤炭过剩产能目
标任务量的省、区、市，国家将在安排工业企业结构调整专项奖补资
金时给予梯级奖补，用于职工分流安置，鼓励地方促进产业结构调
整和培育新动能等。去年，重庆曾入围2016年煤炭去产能激励名
录，获专项奖补12亿元。

市经信委表示，去年重庆通过推动工业供给侧改革，提前完成20
户、289万吨“地条钢”取缔任务，完成55户烧结砖瓦窑企业环保关闭。

重庆入围
国家钢铁去产能激励公示名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