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讯 （首席记者 陈钧 实
习生 孙天然）7 月 25日，新加坡得
尊投资公司与安道亿联（重庆）供应
链管理有限公司在重庆市中新示范
项目管理局签订协议，双方将联合在
重庆建设中新国际冷链产品贸易平
台。

据介绍，中新国际冷链产品贸易
平台将为重庆及西部地区海产品贸易
商提供跨境海产品直采及配套服务。
平台通过连接境内外贸易商，完成供
需对接，合同签订；整合跨境物流、跨
境支付、融资、保险、报关等第三方服

务商，通过业务协作、技术对接等手段
完成物流全链条跟踪、多式联运物流
作业协同、海产品运输品控、物权交接
监控、跨境支付、担保融资、保险理赔
等服务，为交易提供保障。

而在技术层面，平台将利用区块
链、大数据等技术贯穿业务全环节，实
现数据监管及冷链多式联运服务全流
程的可监控、可追溯、高效交互，通过
全链条信息服务能力为贸易参与各方
赋能，提升效率并降低运营成本，促进
国际贸易便利化。

重庆市中新示范项目管理局有关
负责人表示，该平台的成立，不仅可打
通西部地区经销商境外海产品直采通
道，还可依托新加坡优势资源，助力冷
链物流产业发展，提升跨境多式联运
冷链物流效率。与此同时，还能助力

“陆海新通道”建设，平衡回程货源，降
低通道成本，让更多西部地区农产品
出口到东南亚地区。

中新互联互通项目再添新成果

中新国际冷链产品贸易平台落户重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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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 崔曜）7 月 25
日，重庆日报记者从武隆机场建设指挥
部获悉，武隆机场已完成82%的土石
方工程，今年年底将完成90%的跑道
及站坪道面铺设，2020年完成机场试
飞、校飞工作，并具备通航条件。武隆
机场建成后，将是国内离5A级景区最
近的民用机场，是一个“花园机场”。

机场就在景区里

据了解，武隆机场建成后，离仙女
山国际森林公园只有15分钟车程，它将
是国内离5A级景区最近的民用机场。

“机场就在景区里面，施工时必须
考虑环保措施，不能一边搞开发一边破
坏环境。”武隆机场建设指挥部常务副
指挥长胡一俊表示，武隆机场从设计到
施工都注重环保理念，要把机场“放进”
大自然中。施工中，武隆机场建设指挥
部要求各施工单位在临时生活区设置
污水一体化处理设备，固体废物采取定
期回收；同时加强水土保持力度，对剥
离的表土进行集中堆放，边施工、边覆
土、边绿化，确保水土保持效果。

武隆机场海拔高，怎么选择栽种的
植物？指挥部工作人员通过实地考察，
在高度相似的白马山上选择了适合的
绿化植物。“我们将采用花草树木搭配
的方式，打造一个1900亩左右的绿化
景观。”胡一俊说，未来武隆机场就是一
个“花园机场”，机场内有观景平台能欣
赏到武隆山区的植物，还能目睹飞机起
降的全过程。

一年只有一半时间能施工

一年只有一半时间能施工，是武隆

机场建设的另一特征。
记者在施工现场看到，数百辆工

程车辆进进出出，搅拌、挖掘、运输、回
填……数十台大型挖掘机同时开工，
工程运输车穿梭其中，将石头运到碎石
加工场，由搅拌机搅碎。“巫山机场建设
时间紧，任务重，工地这边一年有一半
时间要下雪，我们只有半年的施工时
间。”胡一俊十分无奈地说，“去年11月
山上就开始下雪，一直到今年的清明节
都还有积雪。”

“为此，我们必须跟时间赛跑，在气
候条件好的时候加大人力物力投入。”
胡一俊告诉记者，高峰时期每天有

400台机器和上千人员进场作业。经
过3年的建设，机场场道工程土石方挖
运累计完成1750万立方米，占总量的
82%；空管工程、助航灯光工程已进场。

克服“一号难点工程”

施工过程中，难度最高的当属位
于机场南端的一条深沟。记者在现场
看到，十几名工人正在3、4号溶漕作
业，他们用混凝土充填溶腔，作为坝
基。

“南端深沟”被誉为武隆机场的
“一号难点工程”，原因有二。武隆机
场技术部负责人吴元鑫解释说，一是

因为武隆山区的喀斯特地貌，仙女山
地势起伏大、沟壁陡峭，地面坡度极
陡，最大边坡高度超过100米；二是已
经投用的武陵山天然气管道橫在高边
坡坡脚外12米处，不能爆破，影响了
施工进度。

为此，武隆机场建设指挥部组织了
2次专家论证会，确定采用重力式混凝
土拦挡坝的总体方案，在深沟的端口设
置一道高度40米的挡土墙。“在机场建
设过程中引入挡土墙，这在我国民航界
都是一个创举。”胡一俊说，当时为了建
挡土墙，每天有9台挖掘机从深沟里往
上面倒运泥土。

离5A级景区15分钟车程 可欣赏1900亩绿化景观

武隆“花园机场”有望明年建成

本报讯 （记者 杨永芹）未
来，市民前往鱼嘴、复盛、龙兴等地，
可以乘坐轨道交通出行了。7月25
日，重庆轨道四号线建设运营有限
公司发布消息称，轨道交通四号线
二期已进入全面土建施工阶段，全
线预计2022年建成通车。

7月25日，重庆日报记者在龙
兴至高石塔区间看到，长278米的
明挖施工通道已完成，施工进入地
下施工阶段，现场两台挖掘机和40
多名工人正在作业。

重庆轨道四号线（民安大道-石
船）线路全长约48.5公里。其中四
号线一期（民安大道-唐家沱）已于
2018年12月28日开通试运营。四

号线二期（唐家沱-石船）预计2022
年建成通车。二期线路长约32.8公
里，其中地下段长约21.25公里，高
架段长约11.55公里，设14座车站，
分别为铁山坪站、干坝子站、鱼嘴
站、鱼庙路站、高石坎站、复盛站、王
家城站、生基堡站、龙兴站、高石塔
站、普福站、桐梓林站、石船南站、石
船站（均为规划暂定名，具体站名以
市级主管部门公布的为准）。全线
设高架站4座，地下站10座。

据介绍，四号线二期与3条规划
中的轨道线路换乘，即：在干坝子站
和生基堡站与规划中的8号线换乘，
在复盛站与规划中的15号线换乘，
在普福站与规划中的14号线换乘。

“通车后，复盛站进出高铁站也
非常便捷。”四号线二期土建五标项
目部负责人称。

据介绍，复盛站设5个出入口通
道，1个出入口与既有高铁换乘通道
连接。这意味着四号线二期建成通
车后，在复盛站下车，步行一两分钟
可以直达渝万高铁复盛站，地铁站
与高铁站实现站内无缝换乘。

据了解，在建的轨道四号线二
期将串联两江新区鱼复和龙兴两大
片区，衔接唐家沱工业园、鱼复工业
园和龙兴工业园。项目建成通车
后，将结束两江新区东部片区无轨
道交通覆盖的状况，预计方便沿线
10多万市民出行。

本报讯 （记者 杨永芹 通讯
员 喻庆）7月25日，重庆轨道交通九
号线一期工程天梨路车站至沙坪坝车
站区间右线隧道顺利贯通，之前高滩岩
车站至天梨路车站区间左线隧道已贯

通，这标志着沙坪坝段高滩岩车站至沙
坪坝车站全线贯通。

负责建设的中建隧道建设有限公
司称，天梨路车站至沙坪坝车站区间右
线隧道，属单洞单线隧道，全长约985

米，位于沙坪坝区沙铁村和红槽房小学
附近。

据介绍，轨道交通九号线一期工
程，是我市重点工程项目，于2017年
开建。一期线路全长32.3公里，起于

沙坪坝区新桥站，止于渝北区兴科大
道站，共设25座车站，串起沙坪坝区、
渝中区、江北区和渝北区等，穿越渝
怀、渝怀复线、渝利、渝万、襄渝、梨菜
铁路、成渝客专等7条铁路线，连接轨
道交通环线、1、3、4、5、6、10、14号等
8条轨道交通线。预计2020年底建成
通车。

轨道九号线高滩岩站至沙坪坝站隧道贯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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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 仇峥）7 月 25
日，隆鑫通用动力股份有限公司（下文
简称隆鑫通用）与全球知名摩托车企
业——意大利MV奥古斯塔公司在重
庆签署了系列合作协议，双方将在摩
托车发动机及整车领域建立长期战略
合作伙伴关系。

作为世界知名摩托车企业，成立于
1945年的MV奥古斯塔公司，其产品
被誉为“独一无二的摩托车艺术品”，在
行业享有盛誉。

根据隆鑫通用与MV奥古斯塔公
司签署的协议，在800CC发动机平台，
隆鑫通用将为MV奥古斯塔生产三缸
高性能水冷发动机，并能在自主品牌产
品中使用这款大排量发动机。

在大排量摩托车领域，MV奥古斯
塔将利用隆鑫通用的350CC摩托车平
台，进行全新外观设计，并由隆鑫通用
制造。

2005年，隆鑫通用开始为宝马摩
托车生产650CC单缸发动机，2017年
开始生产850CC双缸发动机，截至目

前，已为宝马摩托制造了约8万台发动
机。另外，从去年5月份开始，隆鑫通
用为宝马生产350CC排量的摩托车，
现已为宝马代工了1万余台产品。隆
鑫通用相关负责人表示，能得到世界知
名品牌厂商的信任，除大量先进设备的
投入，更为重要的是，隆鑫通用已完成
了为世界顶级摩托车企业制造高端产
品所必须的生产体系、质保体系建设，
以及团队培养任务。

“此次与MV奥古斯塔的合作，不
仅仅停留在为外方代工层面，隆鑫通
用将为MV奥古斯塔输出 350CC的
技术平台。”隆鑫通用相关负责人认
为，这标志着重庆摩托车在中大排量
领域的研发制造能力已处于世界先进
水平。

这位负责人还表示，隆鑫通用将沿
着为宝马、MV奥古斯塔等高端品牌代
工的发展路径，不断增强自身的技术和
制造实力，并积极提升自主品牌含金
量，从而带动重庆摩托车产业的转型升
级和全球化发展。

隆鑫与MV奥古斯塔签署合作协议

全球知名摩托车品牌落户重庆

本报讯 （记者 廖雪梅）“四好农
村路”建设补助，“中”；学前教育专项资
金，“良”；政府购买城市生活污水处理
补助，“优”……7月25日，市财政局公
布了之前重点评价的部分项目资金绩
效评价结果。

今年4月初，市委、市政府印发全
面实施预算绩效管理意见，要求用3到
5年基本建成全方位、全过程、全覆盖
预算绩效管理体系。根据绩效评价规
则，评价方式分为部门自评和财政重点
评价两种，重点绩效评价结果分为“优”

“良”“中”“差”四等。
当月，市财政选择“四好农村路”建

设补助、学前教育专项资金、政府购买
城市生活污水处理补助、乡镇污水处理
设施建设运营补助4笔资金（乡镇污水
处理设施建设运营补助绩效报告正在
编制）进行重点绩效评价。为期3个月
的时间里，市财政聘请的第三方对4笔
资金绩效从投入、管理、产出、效果4个
维度进行了检视，包括项目在经济、社
会、生态等方面的作用和影响，公众或
服务对象满意度等。据悉，去年市财政
用于“四好农村路”、学前教育、乡镇污

水处理设施建设运营、购买城市生活污
水处理的资金量达到191亿元。

财政资金类别繁多，为什么单单评
价这4笔资金？据介绍，这4个重点评
价项目是精挑细选的，一是范围与“三
大攻坚战”、“八项行动计划”相关，二是
属于重点民生领域，三是资金既包括一
般公共预算、政府性基金预算、国有资
本经营预算资金，也包括债券资金。

“‘四好农村路’补助资金在区县
沉淀较多，要关注项目库与工程的管
理问题”“部分享受普惠园生均公用经
费补助的幼儿园未持续保持普惠园条
件，要关注普惠园的督导检查问
题”……市财政局人士介绍，绩效报告
既点出项目存在的问题，又逐一给出
解决问题的意见，既发通知督促相关
方面整改，又上报市政府加强部门绩
效管理。

按照预算安排与监督检查绩效评
价挂钩办法，市财政将把上述4个评
价结果纳入明年市级预算和未来3年
滚动财政规划编制。接下来，我市还
将对财政扶贫资金等项目进行重点绩
效评价。

重庆今年部分项目
重点绩效评价结果出炉

轨道四号线唐家沱至石船段全面施工
全线长约32.8公里，设14座车站，预计2022年建成通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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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强三个能力增强三个能力服务三个作用服务三个作用
解决农民工工资拖欠有高招

建行重庆市分行“民工惠”精准施策服务社会
用金融“温柔的手术刀”化解社会

痛点在重庆又有了新的诠释和解读，

这就是建行“民工惠”。

案例和数字可以印证。

重庆某建设有限责任公司承接

了位于蔡家的重点房建项目。该项

目施工农民工有数百人，民工人数

多，工程体量大。劳务分包商资金紧

张，在银行融资较难，正值清明节前

夕，面临向农民工发放工资的巨大资

金压力。得到消息以后，部分农民工

集中向劳务公司表达了薪资发放的

诉求，公司和民工的压力都比较大。

建行重庆中山路支行获悉以后，积极

为客户出主意、想办法，紧跟客户融

资需求，向客户介绍满足其需求的供

应链融资产品“民工惠”。仅仅用了

2天时间，就成功实现“民工惠”业务

200万元落地，并实时发放至420个

农民工个人卡上。本次“民工惠”业

务实现民工工资全流程、全线上定向

发放，及时到账，有效缓解劳务公司

融资难的问题，也解决了按时向民工

发放工资的需求，农民工体验好。公

司负责人和农民工们对建行关键时

刻挺身而出的行为纷纷竖起了大拇

指，夸赞“民工惠”产品真是“及时雨”

“暖心宝”。

数字表明，截至到2019年7月中

旬，建行重庆市分行已累计投放“民工

惠”专项融资款5.7亿元，服务农民工

5.5万人次，用实际行动全力搭建农民

工服务平台，履行国有大行担当。

据了解，“民工惠”是建行针对

解决农民工工资拖欠的社会难题提

出的金融解决方案，是运用互联网、

大数据等思维技术，通过联接政府

部门、业主、总包、劳务公司、农民工

和用工管理平台，整合多方资源，打

通整个产业链各环节，为农民工工

资发放提供量身定制的专属产品。

“民工惠”赋能主要体现在：一是平

台化运营。依托科技赋能，整合多

方资源，实现平台功能的全流程在

线、自动智能、多方共建、开放共享、

构建生态；二是供应链金融驱动。

打通建筑产业链链条，以供应链金

融为抓手，联接建筑业产业链各节

点，理顺产业链上下游，打通整个产

业链的梗阻点，将普惠服务精准滴

灌至链条最末端的农民工；三是精

准服务农民工。从根本上解决“工

资发放难”作为切入点和突破点，整

合多方资源提供金融和非金融综合

服务，保障其足额、及时拿到工资，

成就其乐享幸福生活；四是重塑产

业生态。以金融手段促进和改变整

个建筑业产业生态，引导农民工向

产业工人转变，进而推动整个产业

生态圈的健康良性发展。

“民工惠”主要有三个特点：一是

将劳务公司对建筑企业的应收工资款

在未决算前提前融资变现，解决农民

工发工资的资金来源难题；二是系统

自动将劳务公司融资款直接支付至农

民工银行卡中，真正实现农民工工资

实名制、零拖欠和精准到账；三是通过

整合用工管理平台农民工考勤管理、

用工明细等客观数据，使农民工工资

有据可依。

建行重庆市分行相关人士表示，

“民工惠”正受到越来越多企业的欢

迎，越来越多的农民工也享受到带来

的便利，建行也将持续对其赋能“充

电”，一方面创新“智慧工地”线上系

统，分行创新开发了“智慧工地信息管

理系统”，进一步落实农民工工资代发

实名制，有效监管农民工工资代发。

二是以“民工惠”为切入点，联动普惠

金融发展，通过打造建筑核心企业产

业链综合服务模式，依托“双大”带动

“双小”，为上游建筑劳务公司、材料

商等提供普惠金融服务，切实解决小

微企业融资难、融资贵等问题，截至今

年7月中旬，已累计为建筑上游供应

商提供融资超过20亿元。

同时，建行重庆市分行与重庆市

经济信息委共同成立“产融合作（网络

供应链）创新示范中心”，并以此为契

机，通过以“民工惠”为代表的网络供

应链创新模式，构建产业金融良性互

动产业链生态圈，积极搭建“供应链+

核心企业+下游企业”产融体系，进一

步深化产融合作，提高金融服务实体

经济效率，促进区域实体经济高质量

发展。目前已累计为30多家核心企

业搭建产融合作平台，服务产业链上

下游企业600余家，为产业链客户提

供供应链融资超过200亿元，促进众

多核心企业产业转型升级，助力重庆

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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