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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 陈波）8月27日，市检
察院召开贯彻落实长江保护法、加强生态环
境保护工作座谈会暨长江生态检察官办公室
揭授牌仪式，市检察院长江生态检察官办公
室揭牌，并向全市5个检察分院、38个区县检
察院长江生态检察官办公室授牌，全市44个
长江生态检察官办公室开始统一履行检察职
能，形成司法体系保护长江生态环境。

据了解，2018年重庆市检察院开始在第
二分院探索长江生态检察官制度，整合刑事
检察、公益诉讼检察职能，以检察一体化的优
势加强长江流域生态环境保护。

去年，长江生态检察官制度获评重庆市
2020年度“我最喜欢的10项改革”和首届重
庆市政法领域改革十佳范例。今年探索完善
长江生态检察官制度被市委确定为重大改革
项目，要求复制推广。

今年7月，市检察院下发《关于在全市
检察机关推行长江生态检察官制度的工作
方案》，长江生态检察官制度正式向全市推
行。

据悉，此次长江生态检察官办公室揭授
牌，标志着我市已经形成市检察院、检察分
院、区县检察院三级长江生态检察官办公室
体系，并于同一天开始履行相关检察职能。

据介绍，全市三级长江生态检察官办公
室均配备长江生态检察官，实行“刑事+公益
诉讼+民事+行政”四大检察一体化集中办案

模式，履行破坏环境资源保护犯罪刑事检察、
破坏环境资源刑事附带民事公益诉讼检察和
民事行政检察职能。

这项改革的重点，是将以往分散的长江
生态保护刑事、民事、行政和公益诉讼检察职
能等，相对集中纳入各级长江生态检察官办
公室。

未来，全市44个长江生态检察官办公
室，将对长江重庆段的水、岸、林等生态资源
全覆盖保护，形成生态资源刑事检察、民事检
察、行政检察和公益诉讼相结合的立体保护

格局。
值得一提的是，根据市检察院与相关部

门的协议，市高法院、各中级法院以及渝北、
万州、涪陵、黔江、江津区法院已设立环境资
源审判专门机构，负责审理环境资源民事、刑
事、行政案件。

同时，市检察院还汇同市高法院、公安机
关、生态环境保护行政机关，建立联席会议、
线索互移、信息共享等工作机制，共同商议解
决环境司法以及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衔接工
作中的问题，形成环境保护合力。

全市三级44个长江生态检察官办公室全面履职

重庆形成司法体系保护长江生态环境

本报讯 （记者 向菊梅）川渝大数据
协同发展又有新进展。8月27日上午，成渝
地区双城经济圈大数据协同发展工作会议
在重庆举行。重庆日报记者从会上获悉，川
渝两地签署了“1+9”项大数据协同发展合
作协议，力争年底前实现115个事项跨省
通办。

“1”是指，重庆市大数据应用发展管理
局和四川省大数据中心签署的《深化成渝地
区双城经济圈大数据协同发展合作备忘
录》。根据协议，双方将在数字基建、政务数
据共享、信用数据创新应用、大数据立法、大
数据标准化体系建设、“互联网+监管”、数字
经济发展等九个领域开展重点合作。

在数字基建方面，双方将加快推进全国
一体化算力网络成渝国家枢纽节点建设，探
索开展内部高速数据传输网络建设；共建共
享共用中新数据通道，探索中新数据通道在
川落地。

在政务数据共享方面，双方将扩大共享范
围，完成共享责任清单编制；依托“天府通办”

“渝快办”推进第二批跨省通办事项，探索数据

服务共享互通的业务机制和技术路径，力争今
年年底前实现115个事项跨省通办。

两地还将协同推进大数据立法，在地方
立法中设置区域数据合作条款；编制《成渝经
济圈公共信息资源标识编码规范》《生猪大数
据区域监管数据字典规范》等，推动川渝大数
据标准体系互认互通。

同时，川渝两地市区、行业联盟、国有企
业等还签署了9项大数据协同发展合作协
议，包括四川省泸州市、自贡市、内江市、宜宾
市与重庆市永川区、江津区、荣昌区签署的
《川南渝西融合发展试验区大数据产业创新
发展合作协议》，四川省达州市与重庆市万州
区、开州区签署的《深化“万达开”川渝统筹发
展示范区数字经济协同发展合作备忘录》，四
川发展大数据公司与数字重庆公司签署的
《四川发展大数据公司、数字重庆公司深化战
略合作协议》等。

据了解，万州区、达州市、开州区将共同
推进国家级大数据骨干直联点扩容，统筹建
设区域大数据资源中心、区域城市大脑；共同
发布万达开区域服务事项清单，推进社保、医
疗、教育、旅游、金融等领域实现“一卡通”；共
建一批数字产业重点创新平台，共同承接产
业转移重大项目，发展泛呼叫产业等。永川、
江津、荣昌、自贡、泸州、内江和宜宾等7地将
依托川南渝西大数据产业联盟，以人才共育、
平台共建、资源共享、产业共融为重点，推进
川南渝西大数据产业高质量发展。

两地签署“1+9”项大数据协同发展合作协议

川渝年底前将实现115个事项跨省通办

新华社北京8月27日电 国家主席习近平8月27日同菲
律宾总统杜特尔特通电话。

习近平指出，过去几年，中菲关系历经转圜、巩固、提升，
建立了全面战略合作关系，为两国人民带来实实在在利益，也
为地区和平稳定提供了正能量。中国人讲，“以心相交者，成
其久远。”中方一向对朋友重信守诺。中方高度重视对菲关
系，支持菲方坚定奉行独立自主和平外交政策，愿同菲方深化
友谊和互信，坚守睦邻友好大方向，确保两国关系始终沿着正
确轨道行稳致远。我愿同你保持密切交往，经常就彼此关心
的重要事项交换意见。

习近平强调，早日战胜新冠肺炎疫情，实现经济复苏增长
是各国当务之急。中方将继续同菲方加强抗疫合作，为菲方
抗击疫情提供力所能及的支持和帮助。共建“一带一路”倡议

同菲律宾“大建特建”规划对接已经取得重要成果，中方愿同
菲方一道努力，推动更多合作项目落地，让中菲合作成果更好
惠及两国人民。中方愿同菲方把握大势，弘扬全人类共同价
值，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地区和平繁荣作出更多贡献。

杜特尔特表示，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是具有里程碑
意义的历史事件，中国8亿多人摆脱贫困是中国共产党取得
的非凡历史成就，我再次表示热烈祝贺。过去5年里，菲中开
启了全面战略合作关系的新时代。面对新冠肺炎疫情，菲中
友谊经受住考验，双边经济合作逆势上扬，很好诠释了“患难
见真情”。菲方赞赏中方为引领全球团结抗疫作出的贡献，感
谢中方为菲方提供疫苗等帮助，希望同中方继续加强抗疫合
作。菲方欢迎中方更多投资菲规划建设项目，希望两国基础
设施、农业等领域务实合作取得更多成果。 （下转2版）

习近平分别同菲律宾、马拉维、葡萄牙总统通电话

川渝大数据发展合作已建立长效机制

▶双方已签订大数据智能化方面协议78项
政企学研300余家单位共同助力

▶实现144个部门单位的5460类政务数据
互挂共享

▶已推动210项公共服务川渝共建共享

▶实现川渝异地门诊医疗联动结算、公
积金互认互贷、“渝快融、兴川贷”跨省合
作等典型应用

资料来源：
重庆市大数据发展局

本报讯 （记者 向菊梅）8月 27日上
午，重庆日报记者从在渝举行的成渝地区
双城经济圈大数据协同发展工作会议上
获悉，川渝已推动 210 项公共服务共建共
享，“渝快办”与“天府通办”“蓉易办”上面
的“川渝通办”服务专区平均每天办件 1.5
万件。

“川渝两地大数据发展合作，已建立长效
机制。”市大数据发展局相关负责人表示，截
至目前，双方已签订《川渝网信领域协作框架
协议》《工业互联网一体化发展示范区战略合

作协议》等大数据智能化方面协议78项，引
导政企学研300余家单位共同助力川渝大数
据协同发展。

不仅如此，川渝还实现144个部门单位
的5460类政务数据互挂共享。

同时，“渝快办”与“天府通办”“蓉易办”
上也设置了“川渝通办”服务专区，截至目前
已推动210项公共服务川渝共建共享，“川渝
通办”平均每天办件1.5万件，实现川渝异地
门诊医疗联动结算、公积金互认互贷、“渝快
融、兴川贷”跨省合作等典型应用。

“川渝通办”专区平均每天办件1.5万件
新闻链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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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 报 讯 （首 席 记 者 杨 骏 实 习
生 郭心悦）8月26日，重庆日报记者从重
庆中新示范项目管理局了解到，市发改委、
市交通局、市中新项目管理局、市政府口岸
物流办、两江新区、渝北区政府、重庆机场
集团、保税港区管委会8家中新互联互通
项目航空产业专委会成员单位正式签约，
协力共建中新（重庆）国际航空物流产业示
范区。

按照规划，中新（重庆）国际航空物流
产业示范区按照“225”来进行布局。第一
个“2”指“双枢纽”，即依托重庆—新加坡
航空“双枢纽”建设，夯实双方在航空基地、

航线网络、临空经济等领域的合作基础，提
升中国西部与东盟等地区的空中互联互通
水平。

第二个“2”指两个片区，依托重庆江北
国际机场和铁路东环线古路货运站两个物
流枢纽，将示范区规划为南、北两大功能片
区，总面积11.85平方公里。

“5”是指5大片区，即南部片区的航空物
流核心集聚区、临空保税服务区、物流分拨
集散区；北部片区的临空综合服务区和临空
多式联运区。

据了解，通过建设中新（重庆）航空物流
产业示范区，重庆将增强航空货运中转集散
能力，优化货站保障能力、口岸通关效率、信

息化水平等硬件配套，加快航空公司、货运
代理、物流企业等市场主体发展，密集国内
宽体航班、地面卡车等集疏运网络，增密成
渝两地货源、航班互动，提升航空物流服务
高端制造业、跨境贸易、跨境电商的能力，也
让航空货运基地公司对于航空物流发展的
支撑作用进一步显现。

提升重庆航空货运中转集散能力

八方共建中新（重庆）国际航空物流产业示范区

8 月 25 日，永川区南大街街道黄瓜山
村，升级“黄瓜山”乡愁元素，彰显地域文化，
构建集产业、景观、游乐、康养、研学等于一
体的乡村文化。

近年来，永川区将实施乡村人居环境整
治作为乡村振兴一个重点内容，大力开展

“美丽宜居村庄”建设。截至目前，永川区农
村生活垃圾有效治理行政村比例达100%，
卫生厕所普及率达到85.9%，建成国家级改
善农村人居环境示范村1个，累计建成示范
清洁院落286个，美丽宜居乡村56个，乡村
面貌焕然一新，极大提升了村民的幸福感、
获得感。
记者 郑宇 实习生 杨涵 摄/视觉重庆

乡村展新颜
美丽又宜居

本轮疫情得到有效控制

秋季开学坚守“三不原则”
重点人群可开展加强接种

中央网信办十项措施
重拳治理“饭圈”乱象

本报讯 （记者 吴刚 王翔 韩
毅）抢抓机遇，引领高质量发展，我市各
区县都铆足劲加油干，推动下半年经济
发展迈出新步伐。连日来，一批投资项
目体量大、科技含量高、带动能力强、生
态效益好的重点项目在我市落户签约，
涉及总部经济、智能制造、生物医药、交
通旅游等多个领域。

22个项目集中签约落户
西部（重庆）科学城北碚园区

8月27日，西部（重庆）科学城北碚
园区举行重大招商引资项目集中签约仪
式。传感产业、西南大学科学中心、博瑞
医药等22个项目签约落户，投资总额逾
500亿元，涉及总部经济、智能制造、城
市建设、社会民生、文化旅游等多个领
域。

其中，传感产业项目计划总投资约
20亿元，拟在科学城北碚园区打造“中
国传感器与物联网产业联盟重庆分联
盟”和“重庆传感器技术公共服务平台”，
共同建立传感器生态圈，完善产业链。

签约仪式上，重庆市传感器特色产
业基地、西南大学科学中心揭牌。西南
大学科学中心将投资50亿元，重点建设
长江上游种质创制前沿研究中心、合成
生物学与大健康前沿研究中心、智能制
造与大数据前沿研究中心等。每个中心
布局建设一批研究院（所）、工程技术中
心、联合实验室等，积极培育国家战略科
技力量。

巴南生物医药产业再添新军
建设国内领先生物药全产业链，培

育壮大“健康+”产业体系。8月23日，
巴南区成功签约3个重大项目，其中两
个项目将进一步壮大重庆国际生物城
生物医药产业集群，为全市生物医药产
业发展增添新动能。

签约项目中，博唯生物预防性新型疫苗扩能及产业化建
设项目由重庆博唯佰泰生物制药有限公司投资建设，将建设
HPV疫苗扩能生产线、新型疫苗生产线和中试研发平台，再
造100亿疫苗产能。其主要产品包括：九价HPV疫苗、十七
价HPV疫苗、鼻喷用多价重组冠状病毒疫苗（腺病毒载体）、
重组带状疱疹疫苗等。项目建成后，重庆国际生物城将实现
连片打造“重庆疫苗谷”，形成西南地区最大的疫苗集群。

美莱德P3实验室和模式动物中心由重庆美莱德生物医
药有限公司投资建设，拟建设集临床检测、机制研究和疫苗评
价于一体的P3实验室，同时配套建设人类疾病模型动物繁育
中心，用于养殖、繁育非人灵长类实验动物。建成后，该项目
可支持高等级病原的致病机理研究和药物研发，助力全市生
物医药产业补链强链。

丰都南天湖旅游度假区将提档升级
8月25日，丰都县2021年三季度重点招商引资项目集中

签约仪式举行。现场集中签约12个项目，合同投资总额
234.2亿元，涉及交通基础设施、文化旅游、科技教育等，包括
丰都县南天湖绿色发展EOD项目、丰都县再生资源分拣中心
项目等。

南天湖旅游度假区去年成功创建为国家级旅游度假区，
南天湖绿色发展EOD项目将有力推动南天湖旅游度假区提
档升级。该项目总投资150亿元，包含4个子项目。其中，丰
都游轮辅港至南天湖至仙女山机场高速公路与石灰岩矿产开
发子项目，将建设高速公路48.56公里。建成后，丰都县城至
南天湖旅游度假区车行时间将由1小时减至20多分钟，并将
实现长江水路港口、G5021高速、仙女山机场三者有机联结，
极大缩短水、陆、空的相互驳接时间，推动武隆仙女山、涪陵大
木花谷、丰都南天湖形成旅游环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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