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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 黄光红）5 月 24
日，重庆市政府和中国医药集团有限公
司（下称国药集团）在渝签署《深化战略
合作协议》。国药集团将在现有产业布
局基础上，在重庆设置医药商业、现代中
药、免税业务三大西部区域总部，并在医
药医疗、综合服务等领域与重庆市开展
深化合作。

这次重庆市政府与国药集团签署协
议，标志着双方的合作再次升级。早在
2010年12月，双方签署《战略合作框架
协议》，在医药物流分销、生物制品、医药
研发、中药材、医疗器械等方面开展全方
位合作。

国药集团是一家世界500强企业。
2017年以3500亿元的营业收入位列世
界500强第199位。其旗下拥有720家
子公司和国药控股、国药股份、天坛生物
等6家上市公司，业务涉及集研发、制造、

物流分销、零售连锁、医疗健康、工程技
术服务和专业会展于一体的大健康全产
业链。

根据本次签署的协议，国药集团医
药商业西部区域总部将由该集团联合重
庆化医控股（集团）公司以“重庆医药健
康产业集团”为平台共同打造。其目标
是：到“十三五”末力争年营业收入突破
500亿元。

现代中药西部区域总部，拟由国药
集团下属的中国中药控股有限公司（下
称中药控股）负责落地实施。中药控股
将在重庆设立西部区域总部，充分利用
重庆市中药材资源和产业基础，打造集
种植、加工、生产、销售、科研于一体的现
代中医中药全产业链平台。

免税业务西部区域总部，则将由国
药集团下属的中国出国人员服务有限公
司负责建设。其成立后，将以“市内+口

岸”为核心，对重庆市内免税店进行升级
改造，并与机场口岸免税店实现一体化
联动，助力重庆消费回流、拉动内需。

除计划在渝设立三大西部区域总部
外，国药集团还拟在渝落地一批医药医
疗项目。这些项目涉及整合化学制药优
势资源、共建慢特病药品供应保障及监
管体系、国有企业医院改制合作、生物制
品产业合作和医药综合服务等领域。

本报讯 （记者 李幸）5月24日，在
渝举行的第十三届中国生态健康论坛上，
来自国家发改委、生态环境部、水利部及
有关科研机构的领导和专家围绕“共抓长
江大保护，推动长江经济带绿色发展”这
一主题进行了探讨，长江流域部分省市还
进行了经验交流。

国家发展改革委基础产业司副司长
史瑞明认为，推动长江经济带发展应重点

把握生态环境保护、一体联动发展、黄金
水道建设、产业统筹发展、东西双向开放
和新型城镇化等方面，推动长江经济带发
展。

“长江经济带城市之间要建立协同发
展格局。”华东师范大学城市发展研究院
院长、长江流域发展研究院院长曾刚对长
江经济带110个地级及以上城市的协同发
展能力进行了系统分析。研究发现，长江

经济带内城市协同发展能力并不平衡。
因此，他建议加快构建以长江经济带重要
节点城市为核心的分层协同发展机制，强
化生态安全风险的联合防控，提升绿色产
业创新协调发展水平。

中国法学会环境资源法学研究会
会长吕忠梅则呼吁为长江进行立法保
护。

“《长江法》不仅涉及长江流域的

保护，还涉及到长江流域的发展，将是
一部正确处理开发和保护之间关系的
法律。”吕忠梅说，要真正实现长江经
济带生态优先、绿色发展的战略定位，
必须对长江流域管理体制进行重新设
计。她建议通过为长江立法，建立长
江流域统一管理体制，解决长江流域
的特殊问题，明确流域管理机构的定
位和职能。

第十三届中国生态健康论坛在渝举行

探讨推动长江经济带绿色发展

本报讯 （记者 夏元）今年下半年起，我市将
进一步降低工业企业参与直接交易电量的准入门
槛，预计今年全年可降低全市工业企业9亿元用电
成本。

自2015年7月以来，重庆启动电力直接交易
试点，对于年用电量500万千瓦时及以上的电力
用户企业，可与发电企业按照自愿参与、自主协商
原则，直接进行购售电交易。其中，直接交易价格
由电力用户与发电企业通过自主协商、集中交易
等方式确定，不受第三方干预，以此降低企业生产
用电成本。

市经信委5月 24日介绍，截至目前，全市有
1039家电力用户企业、20家发电企业、76家售电公
司取得电力直接交易准入资格。

此次，市经信委会同相关部门联合印发《关于
降低重庆市电力用户参与直接交易准入条件的通
知》，从下半年起，对主城及渝西地区年用电量100
万千瓦时及以上的工业用户可自行参与直接交
易，售电公司可代理该地区年用电量50万千瓦时
及以上的工业用户参与直接交易；渝东南、渝东北
地区年用电量50万千瓦时及以上的工业用户可自
行参与直接交易，也可通过售电公司代理参与；渝
东南、渝东北地区市级工业园区内工业用户不受
电量门槛限制，可通过售电公司代理参与直接交
易。

该政策实施后，全市更多工业企业可参加电力
直接交易，并享受电改红利。

工业企业电力
直接交易门槛下调

预计全年可降用电
成本9亿元

本报讯 （记者 李幸）“长江经济
带要绿色发展，就必须要有一定规矩的
发展建设。”5月24日，在第十三届中国
生态健康论坛上，中国工程院院士、生态
环境部环境规划院院长王金南提出，长
江经济带发展建设不是不发展，而是要
遵从一定规矩的发展建设。

王金南说，近年来，长江经济带生态
系统格局变化剧烈，如城镇面积增加
44.6%，农田面积减少8.7%，野生动植物
自然栖息地面积减少了3.2%，天然林、灌

丛、草地和沼泽等自然生态系统的面积均
有所减少。

“这些生态系统破碎化加剧，导致大
量的生态空间被挤占。同时，自然岸线的
过度开发，水土流失问题严重，水生珍稀
濒危物种的受威胁程度明显上升。”王金
南说，水污染物排放量大、资源开发和保
护矛盾突出，产业结构和布局不合理，绿
色发展相对不足等原因也导致长江资源
环境透支。

如何在保护下实现长江经济带的绿

色发展？在他看来，长江经济带建设要共
抓大保护、不搞大开发，不是说不要大的
发展，而是首先立规矩，把长江生态修复
放在首位，保护好中华民族的母亲河，不
能搞破坏性开发。通过立规矩，倒逼产业
转型升级，在坚持生态保护的前提下，发
展适合的产业，实现科学发展、有序发展、
高质量发展。

“具体来讲，需要树立生态功能保障、
环境质量安全、自然资源利用、产业环境
准入和责任追究规矩。”王金南建议。

中国工程院院士、生态环境部环境规划院院长王金南：

长江经济带发展建设要遵从“规矩”

市政府与国药集团签署《深化战略合作协议》

国药集团将在渝设立三大西部区域总部

本报讯 （记者 黄光红）日前，由工信
部、科学技术部主办的“2018全球人工智能
产品应用博览会”，评选出“2018中国人工智
能创新成长企业50强”。重庆海云数据、云
从科技两家企业上榜。

近年来，伴随着人工智能热潮袭来，国
内涌现大批优秀的创新型公司。“2018中国
人工智能创新成长企业50强”是根据企业品
牌影响力、商业变革、社会效率推动力、技术
应用创新等综合维度评选出来的，几乎覆盖
了国内人工智能各领域。

进入该榜单的重庆海云数据公司，是国
内AI应用与可视分析领导者。海云数据以

“图易AI能力服务平台”为依托，构建了“智
警”“智航顺”等行业AI应用产品。其中，“智

警”融合了通信及语言识别、机器学习、人脸
识别等AI技术与大数据可视分析，实现了公
安业务的安全登录、智能语音调度指挥，使
公安业务能力得到快速提升。目前，“智警”

已服务于全国超过三分之一的公安市场，得
到业内用户的广泛认可。

而海云数据的另一项“黑科技”——唇
语识别技术，在全球处于领先地位，在中文
方面的识别准确率已达到71%，对英文的识
别准确率约80%。

另一家上榜渝企——云从科技，其“黑
科技”为人脸识别技术，准确率达到99.8%，
跻身国内人脸识别第一梯队。刷脸解锁手
机、支付、坐飞机、办理酒店入住等，都已逐
步实现。

“2018中国人工智能创新成长企业50强”出炉

重庆两家企业上榜

本报讯 （记者 夏元）市经信委5月24日发
布消息，从即日起至6月6日，将在全市开展2018
年度技术创新示范企业认定申报。

此次申报分3个类别：100户重点工业企业、100
户成长型工业企业，支柱产业和战略性新兴产业中创
新能力强且市场经济效益显著企业，以及快速发展的
创新型企业。

申报企业基本条件包括：具有独立法人资
格、企业成立3年以上、具有一项以上自主知识产
权成果且实现产业化、年销售收入3000万元以
上等。

合规企业进行申报后，市经信委、市财政局将
择优确定获评名单并予以授牌。另外已获重庆市
技术创新示范企业认定的企业，和具有国家级企业
技术中心的企业，可申报本年度国家技术创新示范
企业。

重庆启动本年度
技术创新示范企业申报

本报讯 （记者 匡丽娜 通讯员 刘春雪）5
月24日，重庆日报记者获悉，未来三年，两江新区计
划投入资金3600万元推进教育信息化建设。

近年来，两江新区130平方公里教育直管区居
民由10万人增至60万人，未来几年预计将增至
130万人，平均每年新增学生4000余人。为解决新
区新增人口子女入学问题，2013年以来，两江新区
以每年新开办3-5所学校的速度加快学校建设进
度。

两江新区的教育信息化建设分为两江新区区
级教育城域网、教育电子政务系统、智慧校园建设
等内容，计划三年分步实施。今年该区将选取三所
学校试点，2019年计划覆盖50%学校，预计2020
年实现智慧校园建设全覆盖。

未来三年将投入3600万元

两江新区
推进教育信息化建设

近年来，国药集团与重庆的合作取得明显成效。
目前国药集团在渝投资涉及药品分销、医疗器

械、现代中药、免税业务和医药工程设计五个领
域。国药控股重庆有限公司、国药集团重庆医疗器
械有限公司、重庆天江药业有限公司、中外服重庆
机场免税有限公司、国药工程重庆设计院等国药集
团在渝子企业，2017年营业收入共计超过20亿元，
纳税4000万元。

在工业领域，国药集团与重庆的合作集中在
中药配方颗粒领域。2017年，国药集团下属公司

中国中药与重庆高新区签订了建设“中国中药
（重庆）产业园项目”的协议。该项目总投资约2
亿元，总建筑面积约4万平方米，主要建设中医科
学院重庆中药资源中心、中药饮片厂、中药配方
颗粒生产中心、共享中药服务中心等，形成集采、
研、产、销于一体的中药全产业链。

目前，该产业园已开工建设，预计2019年建成
投用。达产后，可形成10亿元的年产值，实现利税
2亿元。同时，还将辐射周边39个区县的中药材种
植，带动产地初加工，助力农民脱贫放富。

国药集团与重庆合作成效明显

在渝子企业去年营收超过20亿元纳税4000万元
本报记者 黄光红

新 闻 纵 深

王
金
南
在
发
表
主
旨
报
告
。

记
者

李
幸

摄

近日，在两江新区自
动道路驾驶测试路段，重
庆长安等5家公司自动驾
驶车辆正在进行测试。

目前，两江新区正加
速进行转型升级，着力培
养新能源和智能汽车。预
计到2020年，两江新区汽
车产业将实现产值 3500
亿元，其中新能源及智能
汽车将实现产量40万辆、
产值1000亿元。

记者 张锦辉 摄

两江新区着力培养两江新区着力培养
新能源和智能汽车新能源和智能汽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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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 注 第 十 三 届 中 国 生 态 健 康 论 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