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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 杨骏）6月7
日，全球“互联网+”创新创业大赛
公布了全国线下报名咨询渠道，有
兴趣的个人或团队可通过扫二维码
了解。

本次大赛将以“互联互通，创享
未来”为主题，面向全球征选优秀创
新创业项目，发掘优秀创业团队、具
有投资潜力的孵化项目，集聚互联
网创新创业人才、项目、资源等要素

助力重庆产业发展，促进互联网与
实体产业深度融合，促进区域产业
转型升级。

全球“互联网+”创新创业大赛
全国线下参赛咨询方式公布

本报讯 （记者周雨 通讯
员 袁孝椿）重庆日报记者5月31
日从江津区德感工业园获悉，由该
园区企业重庆立道表面技术有限公
司携手贵州天义电器有限责任公
司、贵州航天精工制造有限公司、四
川理工学院联合自主研发的“无氰
镀银工艺技术开发及应用示范”项
目，近日获得中国表面工程行业科
学技术奖一等奖。

氰化物污染是电镀行业的主要
污染源。我国经过近30年的探索
和发展，虽然发展起了较为成熟的
无氰镀锌工艺，但无氰镀银、无氰镀
铜、无氰镀金等技术还处于探索起
步阶段。而重庆立道是目前我国该
领域唯一一家已成系统解决无氰电
镀技术的企业。

重庆立道是从2008年开始进军
无氰电镀领域的。过去10年来，该

公司通过联合国内外多家科研机构，
不仅在国内率先攻克无氰镀银、无氰
镀铜等技术，还从工艺技术和商用成
本上解决工业化应用的问题。目前，
该公司已开发相关无氰电镀产品品
种120多类，固定客户400多家。

中国表面工程协会专家评审认
为，立道公司“无氰镀银工艺技术开
发及应用示范”项目不仅实现了镀
银无氰化，环保安全，且镀液稳定，
工艺参数范围宽，操作维护简单，成
本低于氰化电镀，可取代现有氰化
镀银技术，在表面工程技术领域处
于国际先进水平。

据了解，重庆立道公司与贵州
航天精工筹建贵州省表面处理工程
技术研究中心，还是渝黔重点合作
项目之一，也是重庆市唯一一家民
营企业与贵州大型国企签订的战略
合作项目。

重庆企业研发无氰镀银技术
获行业科学技术奖一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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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线下
报名咨询渠道

本报讯 （记着 韩毅）6月7日，市
旅发委、市政府新闻办在梁平联合举办

“2018重庆夏季旅游新闻发布会”。今
年夏天，我市20多个区县将推出近200
项暑期旅游主题活动，包括啤酒音乐节、
漂流戏水、采摘露营等，盛邀八方游客来
渝享受清凉一夏。

夏季气温较高，很多重庆市民都有
避暑需求。有研究机构测算，重庆市民
的避暑旅游需求潜力约为500亿元，其
中2017年暑期，重庆前往贵州的游客达
568.49万人次，占贵州暑期旅游接待总
量的近10%，居全部入黔游客的首位。

事实上，地势上位于我国第二级阶
梯的重庆，高山“绿色资本”非常富足，近
年来在深入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
山”的理念中，开发打造出了不少山地休
闲避暑旅游目的地。

发布会上，市旅发委副主任秦定波
介绍，今年夏季，全市20多个区县都将
推出暑期旅游主题活动和产品，时间跨
度从6月中旬起，一直贯穿整个暑期，包
括夏令营、音乐节、啤酒节、康养大会、星
空露营、漂流体验、民俗文化展演、户外
瑜伽等多形态、特色化活动，可谓好戏连
台，精彩纷呈。

如，梁平推出竹海寻禅田园揽胜之
旅，邀请游客徜徉百里竹海吃全竹宴、鼎
锅饭，住竹屋酒店，睡竹床，聆听曼妙古
琴，泛舟竹丰湖、乐游蝴蝶谷，穿梭竹海
小镇，攀登滑石古寨，体验竹海风情、农
耕文明、禅宗文化、田园风光等。石柱推
出“2018黄水消夏旅游季”，将陆续举办
全国青少年跳绳比赛、百名画家进石柱、
云中花都“3D空中漂流”、“草原之夏”少
儿晚会、黄水林海消夏美食季、千野草场
露营狂欢月、黄水民俗文化活动展演等
系列活动。南川推出夏季研学之旅，将
陆续举办金佛山世界自然遗产科考探秘
活动、动植物探索自然笔记活动、萤火虫
研学之旅等各类丰富多彩的夏令营研学
旅行。

合川推出鹫峰峡漂流体验之旅、天龙
谷漂流开幕式暨啤酒音乐文化节、友缘
山庄夏令营活动、第四届南瓜文化艺术
节暨向日葵花卉节等。武隆推出2018
仙女山草原足球赛、火炉镇第三届森林
旅游文化节暨脆桃采摘节、赵家乡第四
届游客休闲运动会、第二届“大洞河杯”
越野邀请赛、芙蓉江第三节龙舟赛等。

万盛黑山谷、巫溪红池坝、城口亢谷
等也将推出丰富的避暑旅游主题活动，
邀请游客前往避暑。值得一提的是，这
些高山避暑地，即便在最热的三伏天，平

均气温也不会超过25℃，且植被丰富，属
“天然氧吧”。

同时，夏季也是蓝莓、西瓜、葡萄、猕
猴桃、李子、杨梅采摘的季节，江津、巴
南、北碚等12个区县策划了采摘旅游活
动，如石笋山七夕旅游文化节暨第六届
猕猴桃采果节、静观2018年乡村休闲旅
游果蔬采摘季、第十一届天坪山采梨节、
十二金钗大观园乡村旅游采果季等，邀
请市民前往游玩。

此外，随着体旅、文旅深度融合发
展，今年夏季，我市文体旅活动同样异彩

纷呈，如丰都2018世界旅游小姐大赛半
决赛、北碚区溪降国际精英赛、彭水户外
挑战赛、石柱太阳湖公开水域游泳大赛
等排满了整个6月至8月。

啤酒音乐节、漂流戏水、篝火晚会、采摘露营……

重庆推出近200项暑期旅游活动

近日，国务院关税税则委员会发布
公告，从2018年7月1日起，我国汽车整
车进口税率从25%（一部分是20%）调整
为15%。到目前，已有超过20家进口汽
车品牌宣布降低官方指导价。那么，降
价政策在重庆落地了吗？消费者能够得
到多少实惠？

6月7日，重庆日报记者来到国博中
心的重庆车展现场，从多个涉及进口车
型的车商展台处了解到，本地绝大部分
经销商都已经落实了各自品牌的官方指
导价格。根据不同的车型档次，降价幅
度从一两万至十几二十万元不等。

厂商自掏腰包补贴降价

在奥迪展台，记者了解到，全新A8L
降价幅度为6.1万—8.5万元，Q7降价幅
度为4.88万—6.78万元。此外，A5等进
口车型指导价均有不同程度降低。

宝马展台相关人士表示，目前本地
经销商已严格按照宝马官方降价政策执
行，其中118i降价幅度为1.6万—1.8万
元，320i降价幅度为2.7万—3.0万元，
M760Li XDrive降幅较高，达到了16.2
万元。

6月6日起，保时捷在中国内地全系
车型将执行新建议零售价。记者从保时
捷展台获悉，目前保时捷718指导价降到
55.80万元，而原价为410.6598万元的
911 GT2 RS，降价幅度达到近21万元。

离7月1日进口车关税正式下调还
有一段时间，各品牌为何现在就开始集
中调价？重庆万家雅迪销售部门相关人
士表示，这在一定程度上是厂商考虑到
调税政策可能引起消费者的观望，从而
影响到整个6月的销售，因此对于7月1
日前到港的进口车，可能会采取“自掏腰
包”的方式进行降价补贴。

进口中小型车销量增加明显

这轮降价是否激起了消费欲望？在
7日的车展上，记者随机采访了十余位前

来购买进口车的市民，他们中大部分表
示，比较看重这轮降关税所带来的优惠。

万家雅迪的有关人士介绍，近期
进口车销量的确有所增加，从产品结
构上来看，销量增加较多的主要是进
口中小型乘用车，其价格位于30万—60
万元之间，比如奥迪 A5 等。而价格
在 70 万—100万元之间的进口车型销
量变化不大。“70万—100万元价位的车
型优惠幅度通常在几万元，这部分的潜
在消费者，并不会因几万元而改变其消
费计划。”

本地平行进口车经销商王翊泉则表
示，根据业内反映的情况，近期100万元

乃至数百万元以上的高端车型，咨询和
成交数量均有明显增长。“这个价位的降
价幅度普遍超过10万元，个别车型甚至
达到20万—30万元，即使对高端用户来
说，这种优惠也是很有吸引力的。”

进口汽车市场走热，会否影响合资
以及自主品牌车型的销售？记者采访的
多位业内人士均表示，进口车型价格普
遍较高，近年销量虽然有所增长，但也不
可能成为主流，因此对目前的自主品牌
市场基本不造成影响。而在30万元以
上价格区间，功能性和实用性相对单一、
小众的进口车型，也无法对合资品牌造
成太大影响。

一些原有的优惠可能取消

在车展的奥迪展台，相关人士表示，
在指导价降低的同时，各款进口车仍然可
以享受原有的折扣率，如一款指导价为
80万元的车型，原来折扣率为5%，现指
导价降为74万元，还依然有5%的折扣。

但记者也注意到，其他一些进口车
型的落地价格，虽然确实比此前有所降
低，但整体而言，似乎并没有达到“官方
降价与经销商原有优惠叠加”的程度。

保时捷展台相关人士就表示，按降
低后的官方指导价格执行后，一些车型
原有的经销商优惠可能取消。

重庆宝渝市场部相关人士则坦言，作
为完全市场化的领域，汽车销售价格从根
本上来说还是由市场行情本身决定的。

王翊泉认为，关税优惠是由厂家享
受的，而厂家是否会将关税带来的流通
成本的变动传导给经销商，中间有很大
的变数。在这方面情况未明前，经销商
不可能制定明确的终端优惠，只能随行
就市。“更重要的是，关税只是汽车流通
成本中的一小部分。”

他介绍说，进口汽车的成本包括货
价、运费+保险费、关税、增值税、消费税、
进口批文及中文标签费、港口费用、仓储
费等，还要再加上国内的铺货、推广、佣
金、经销商日常经营费用等。在某个具
体的市场环境下，关税降低所带来的影
响很有可能被其他因素掩盖。“因此，广
大消费者无须太纠结这方面的问题，建
议购车时还是主要以自身实际需求出
发，多方咨询比较即可。”

进口车关税7月1日起下调，消费者能得多少实惠？记者调查发现——

重庆大多数进口车提前降价
本报记者 白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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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6日，国博中心，市民被进口车所吸引。 记者 罗斌 摄

仙女山露营音乐节。 （资料图片，景区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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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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6月8日12：00－2018年6月2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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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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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商业、住宅类

序号 土地位置 用途
土地
面积
（㎡）

总计容
建筑面
积（㎡）

最大建
筑
密度

绿地率 出让价款起始
价（万元） 备注

180
64

180
65

二、工业类

序号

沙坪坝区西永K、
W组团W分区

W05-1/02、W03-
10/02、W03-7/
02、W03-3/02号

宗地
两江新区悦来组团
C分区C71-2/05、
C74/05、C75-2/
05、C81/05、C82/
05、C83-3/05、
C83-2/05、C84/
05、C60-1/05、
C61-2/05号宗地

土地位置

二类居住
用地

二类居住
用地、服务
设施用地、
商业用地、
商务用地

用途

7460
9

1617
48.7

产业
类别

≤
111913

.5

≤
387307
.43

土地面
积

（㎡）

≤30%

按规划
要求

可建面
积(㎡）
或容积
率

≥35%

按规划
要求

投资强
度

（万元/
公顷）

53719

232000

产出要
求

（万元/
公顷）

出让价
款起始
价（万
元）

备注

G18
0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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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18034一宗地以网上交易方式出让。

大渡口区大渡口组
团N分区N01-3
号（部分一）宗地

一类工业
用地

食品
制造
业

13492.
8 ≥1.2 ≥

15000
≥

15000 1296

环保要求详见《重
庆市大渡口区环境
保护局关于大渡口
区 N01- 3（部 分
一）地块工业用地
进行出让公示相关
条件的复函》（渡环
函〔2018〕90号）。

本报讯 （记者 黄光红）近
日，人民银行重庆营业管理部发布
《2018 年 4 月重庆市金融运行简
况》。数据显示，截至4月末，全市
本外币住户存款余额达15328.8亿
元，同比增长7.59%。

不过，与上月相比，4月当月住
户存款却减少了228.92亿元，表明
当月市民存款意愿有所减弱。其

中，活期存款、定期及其他存款当月
分别减少147.28亿元、81.64亿元。

另据人民银行重庆营业管理部
相关负责人介绍，整体上来看，4月，
重庆市金融机构本外币各项存款增
速呈现出放缓的势头。截至4月末，
全市金融机构本外币各项存款余额
达36082.8亿元，同比增长5.88%，
但增幅比上月下降1.07个百分点。

《2018年4月重庆市金融运行简况》显示

我市住户存款超1.5万亿元

近200项
暑期旅游主题活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