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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首席记者 张亦筑）7月
31日，记者从重庆天使投资引导基金有
限公司获悉：截至6月底，该基金通过参
股基金累计投资96个重庆本地项目，累
计投资金额35.42亿元。

为满足创新型企业不同发展阶段的
融资需求，2015年底，我市成立了创业

种子投资引导基金、天使投资引导基金、
风险投资引导基金，规模分别为10亿
元。其中，天使投资引导基金重点关注
初创期和成长期的创新型企业，支持初
创期企业发展。天使投资引导基金执行
董事、总经理贺亚军说，自成立以来，该
基金为重庆企业带来资金、人才、技术、

管理、商业模式、政策优惠等多方面资源
与增值服务，帮助企业实现快速成长。
同时，该基金积极配合参股基金引进优
秀外地项目落户重庆，例如店商互联、凌
创电子、双英股份等，主要分布于互联
网+、先进制造和医疗健康领域。

截至目前，天使投资引导基金已累

计投资256个项目，总投资金额83.39亿
元。其中96个重庆本地项目，累计投资
金额35.42亿元，覆盖电子核心基础部
件、物联网、机器人及智能装备等新兴产
业。“被投的重庆企业总体估值增长3.09
倍，上市挂牌企业32家，另外还有10家
已完成股改。”贺亚军表示。

重庆天使投资引导基金
累计投资96个本地项目

本报讯 （首席记者 张莎）7月28日中午，
58岁的大渡口区九宫庙片区环卫工陈红亮，走
进位于创新社区湖榕路边的凯晴酒店。放好工
具，洗好手，他从服务员手中取过餐盘，盛上芋
儿鸡、番茄炒蛋、莴笋汤和一大碗米饭，和同事
们围坐在圆桌旁，吹着空调，吃起了午饭。这一
顿，和陈红亮一起在这家饭店就餐的环卫工有
30多人。

自7月24日起，凯晴酒店老板就为环卫工们

开辟了这样一个清凉场所，并提供就餐、领水、休
息三项免费服务。

酒店经理蔡兴华介绍，这个“清凉驿站”背
后，有另一个爱心小故事。原来，酒店老板沈
诗祥有一位亲戚也是环卫工，在杭州工作，不
久前在工作时中暑，被附近一家饭店的员工救
醒，不仅当场服用了消暑药，还给他煮了一大
碗面。这件事深深打动了沈诗祥，他决定，在
自己的酒店为大渡口的环卫工提供盛夏里的清

凉服务。
经与创新社区商议，酒店每天中午为环卫工

免费提供饭菜，并购买了100件矿泉水，有需要的
环卫工和路人可直接取用；此外，环卫工清扫劳累
后，可直接进入酒店大堂休息。创新社区则负责
将这三项服务宣传出去。

49岁的环卫工何信强表示，中午不用跑回家
吃饭，起码节约40分钟的午休时间。“而且，这里饭
菜还好吃，老板真是仁义！”

环卫工可免费吃午饭 大渡口有个“清凉驿站”

本报讯 （记者 罗芸）“除了在中稻收获前，
田间要继续保持湿润外，现在就可以施15公斤
BB肥或 15至 20公斤的促芽肥。”昨日上午，在
开州区中和镇白水村，市农技总站研究员郭凤
为村民苟志文支招，炎热天气应该如何蓄留再
生稻。

早上九点过，火辣辣的太阳照在中和镇成片的
稻田里，稻穗已开始结实下垂。现在是水稻生产的

关键时期，但近段时间的伏旱天气，让我市部分稻
田间的水分蒸发加快，稻田出现脱水干裂。

“再这样热下去，我家的田还可以留再生稻
吗？怎么收中稻才不会影响再生稻？”苟志文拉住
在此开“全市优质再生稻标准化生产现场会”的专
家问个不停。

针对当前初露头的热害，郭凤建议首先应抓好
中稻生产，应筑好田埂蓄水，用清水喷施叶面，为水

稻降温等。对于再生稻蓄留，应注意在中稻收获前
10至15天施促芽肥，并保持田间湿润，中稻收割后
立即蓄上浅水；若较为缺水，应在收割当日傍晚及
后两天早晚各浇一次水等。

郭凤介绍，由于再生稻米质较好，每公斤售价
可达七八元，若管理得当，能再增收上千元，因此不
少农民对生产再生稻的积极性都较高。去年，我市
再生稻蓄留面积在110万亩左右。

晴热天气如何蓄留再生稻 专家下田为农户支招

本报讯 活蹦乱跳的三文鱼从北欧
深海打捞出来，不到半个月就能端上重
庆人的餐桌。记者近日从高新区获悉，
重庆首个冷链物流保税仓已获重庆海关
审批。这意味着进口肉类将搭上全程保
鲜的“直通车”，只需12天即可直抵重庆
人餐桌，物流周期大幅缩减，市面上将迎
来品种更丰富且价格更便宜的进口肉
类。

冷链物流保税仓位于中国西部农产
品冷链物流中心内。冷链物流中心位于
重庆高新区的国际涉农物流园区，项目
占地约800亩，预计总投资40亿元，目
前一期已投用。重庆高新区将把这里打

造为全国最大的冷链物流中心。
“目前项目冷库容量达28万吨，每

天的吞吐量在5000吨左右，经营着近
8000种冷链食品。”中国西部农产品冷
链物流中心项目业主重庆明品福集团相
关负责人介绍说，以往包括重庆在内的
中西部地区的进口肉类都是通过海运方
式，先运送到天津、上海、青岛等沿海城
市，再分流到内陆城市。设立保税仓后，
就能通过“渝新欧”铁路直达重庆，大大
缩短运输周期。

“如果按以往传统的运输方式，进口
肉类到重庆要43天，通过‘渝新欧’铁
路，从欧洲货运到重庆最多只要12天。”

保税仓获批后，来自欧洲的冻品通过“渝
新欧”直达重庆，比海上线路运到国内的
产品价格便宜10%以上，今后，市民购买
进口肉类（海鲜），将比以往更便宜。

据悉，目前冷链物流中心已经与比
利时、荷兰、挪威等国家出口商洽谈，有
意合作引进当地高品质海鲜和牛羊肉。

如何最大程度“锁”住海产品的鲜
味？重庆西部国际涉农物流园区正在白
市驿铁路货运站场筹建一条4.5公里的
铁路专线，预计今年内开建。届时，欧洲
进口肉类通过“渝新欧”到达站点后，不
用二次卸货重装，就可以直接由专业运
输设备运送至冷库，实现冷链物流中心

与“渝新欧”铁路的无缝对接。
目前，冷链物流中心距离快速一纵

线2公里，直通主城内环的中梁山第三
隧道——华岩隧道。中环一纵线通车后
冷链物流中心到主城内环仅需5分钟，
紧邻成渝高速、九永高速、绕城高速等多
条重要线路。

“通过周边的交通网络，运往主城附
近区县的大型超市及酒店更便捷。”该负
责人介绍，除了大重庆范围，目前该项目
正加快布局二三级冷链物流中心，更多
产品还将快速辐射到周边区县及附近省
市，如涪陵、万州、开州、成都、贵州、昆
明、西安等地。 （张莎）

重庆首个冷链物流保税仓获批
进口海鲜12天直抵你的餐桌，价格便宜10%以上

本报讯 （记者 杨艺）7月31日，
本报刊登的《二手车“围城”》，引起市商
务委等相关部门关注。市商务委特种行
业和特殊商品管理处相关负责人表示，
针对我市二手车市场建设过剩、税负监
管不足、诚信缺失等问题，市商务委将联
合相关部门出台措施，促进全市二手车
流通行业健康发展。

数据显示，2016年重庆二手车交易
量为211042辆，同比增长26.3%；二手
车交易额 146 亿元，同比增长 25.8%。

重庆二手车流通，正在成为一个大产
业、大市场，成为稳增长、扩消费的重要
产业。

然而，我市二手车市场还存在不少
问题。对此，上述人士建议，全市有关部
门应建立起二手车流通工作协调机制，
由商务、公安、税务、工商等部门及二手
车流通协会等一道，研究制定二手车行
业管理政策法规，研究解决二手车行业
新问题，规范行业管理，强化行业的监督
和服务。

具体来看，针对市场建设过剩问题，
应结合国家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对二手
车行业控制总量、放缓增量，新建二手车
市场要符合城市发展及城市商业发展规
划，新办二手车有形市场应实行听证会
制度。

在税收征管上，则建议由市国税局
车购税分局和市二手车流通协会共同开
发二手车交易征税软件，全市的二手车
交易必须进入征税系统，由协会监督各
市场的征税工作。

在二手车诚信建设上，则应建立二
手车市场主体信用记录，纳入全国信用
信息共享平台，并按照有关规定及时在
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以及“信用中国”
网站予以公开，方便社会查询和应用。
同时，通过开展诚信经营试点活动、抓市
场诚信体系建设、抓经营主体示范培育
以及在有条件的市场实行先行赔付制度
等，加强诚信建设。

此外，作为主管部门，市商务委也将
多措并举，包括出台政策支持符合有条
件的市场结合“互联网+”实现线上线下
互动转型升级；支持和培育品牌化二手
车有形市场、品牌化二手车经销集团、经
销企业；鼓励区域性大市场通过兼并、重
组、整合等方式消化已有市场过剩资源；
鼓励二手车认证、金融、保险、拍卖、质
保、维修等二手车行业配套产业发展等。

市商务委相关负责人建议

建立全市二手车流通工作协调机制

本报讯 （记者 杨艺）南岸区
海棠溪街道长化家园的居民回家，
进小区大门只需“刷脸”，门就会

“嘀”的一声打开。记者昨日从南岸
区获悉，为加强老旧小区环境综合
整治，南岸区将长化家园作为试点，
引入智能化门禁系统，老旧小区变
得更智慧。

长化家园小区始建于上世纪六
十年代末，入住使用了近50年。过
去，小区没有围墙和大门，每栋楼全
靠楼下一扇铁门把守。近年来，随
着小区不少老居民搬走，大量房屋

出租，流动人口占比达25%以上。
为加强小区治安管理，前几年，

政府在小区里安装了监控摄像头。
上个月，锈迹斑斑的铁门又换成了
崭新的不锈钢门，并在门上安装了
一台智能门禁系统。

记者看到：业主想进门，只需按
一下大门屏幕上的解锁按键，然后
将脸凑上去一扫，铁门便会自动打
开。相比常用的门禁系统，这套门
禁系统增加了人脸识别、指纹开锁、
手机APP开门等方式，真正实现了
居民出入智能化。

50年的老小区玩高科技
居民“刷脸”就能进门

本报讯 （记者 廖雪梅）记
者7月31日从市工程建设招投
标交易中心了解到，水土嘉陵江
大桥南引道工程正进行施工招
标，计划今年11月开工。

水土嘉陵江大桥及引道工
程南起两江新区蔡家纵三路与
横三路相交的江家坪立交，向
北跨越嘉陵江后，上跨绕城高
速，与水土立交相接，止于水土
云汉大道，全长约 5.03 公里。
其中，北引道长1.56公里，穿越
两江新区水土片区；南引道长
2.45 公里，穿越北碚区和城投

集团储备地。
水土嘉陵江大桥主桥工程

2016 年正式开工，大桥长 972
米，主跨 388 米，宽 31.8 米，双
向六车道设计，设计车速60公
里/小时。预计今年底，水土嘉
陵江大桥主桥基础及承台施工
将完成。

水土嘉陵江大桥及引道工程
2020年全面建成后，将加强绕城
高速与内环的交通联系，改善北
碚区交通状况，缓解渝武高速通
行压力，促进水土片区、蔡家片区
的经济社会发展。

水土嘉陵江大桥南引道工程11月开工
主桥今年完成基础及承台施工

本报讯 （记者 廖雪梅）市
市政设施管理局7月31日发布
消息称，该局计划8月 2日至 9
月28日实施马桑溪大桥至巴南
立交段路面整治工程。施工期
间，被整治路段的部分车道将封
闭，建议市民尽量错开早晚高峰
出行。

据了解，马桑溪大桥至巴南
立交段路面整治工程预计工期
58天，分两个阶段实施：

第一阶段（8月2日至8月31
日）：道路右侧右幅两个半车道
（含应急车道）封闭施工，施工工
期约30天。届时出城车辆（大渡
口往巴南方向）通行超车道及对
向超车车道。

第二阶段（9月1日至9月28
日）：道路右侧左幅超车道封闭施
工，施工工期约28天。届时出城
车辆通行道路右侧右幅两个半车
道（含应急车道）。

8月2日至9月28日

马桑溪大桥至巴南立交段实施路面整治

本 报 讯 （记 者 廖 雪
梅 通讯员 冯龙）记者 7 月
31 日 从 南 岸 区 城 乡 建 委 获
悉，经过近半年建设，江南新
城天文北路道路工程已完工
投用。

天文北路道路工程位于江
南新城茶园B标准分区，起点接

横三路，终点接横二路，全长
700米，双向4车道设计，今年1
月开工。值得一提的是，这条城
市次干道为重医附二院江南医
院及周边厂区的主要通道，道路
通车后将完善江南新城路网结
构，方便居民前往重医附二院江
南医院看病。

江南新城天文北路完工投用

本报讯 （记者 李珩）瓜子、
注射用头孢、连翘……7月31日，
市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发布了今年
第三期违法“黑榜”，“黑榜”上就有
这些食品、药品。

记者看到，“黑榜”上有“华味
亨五香味香瓜子”。经检查，重庆
市华润万家生活超市有限公司南
坪店等5家超市经营的华味亨五
香味香瓜子，其标签都不符合食
品安全标准。目前，上述瓜子已
被没收。

除食品外，不少药品此次也上
了“黑榜”。福安药业集团庆余堂制

药有限公司生产的批号为150901、
160201、160301、160401 注射用
头孢地嗪钠，经检验，检查项中溶液
的澄清度不符合规定，澄清度影响
药效，按劣药论处。

连翘是临床常用中药之一，主
要功效在于清热解毒，消肿散结，还
有抗炎、抗菌、抗病毒等作用。重庆
道勤医药有限公司、重庆和平吉勋
医药有限责任公司两家公司经营的
由四川景程中药饮片有限公司生产
的160401批次连翘，经河北省药
品检验研究院检验，杂质含量不符
合规定，被认定为劣药。

市食药监局发布第三期违法“黑榜”

本报讯 （记者 白麟）7月31
日 ，长 安 欧 尚 品 牌 旗 下 全 新
MPV——长安欧尚A800正式上
市，新车型提供1.6L自然吸气发动
机和1.5T涡轮增压发动机两种动
力系统，售价为5.99—11.99万元。

欧尚 A800 采用全新设计理
念，外观新颖时尚，内饰科技感和
舒适感较强。其长宽高比例为
4810mm/1795mm/1750mm，轴
距达到 2760mm，对比目前的同
级主流车型，拥有更优越的乘坐

空间。
欧尚A800搭载发动机最大功

率为 125 马力（1.6L）和 156 马力
（1.5T），并匹配5速手动或6速自
动变速箱，综合动力性能在同级主
流车型中堪称佼佼者。

在配置方面，A800 配备 in
Call 3.1智能互联系统，具有远程
查询和远程控制功能，可通过手机
app启动远程开关空调、车窗、天窗
等功能，并配备了时下流行的智能
语义识别系统。

长安欧尚全新MPV
欧尚A800上市

《二手车围城》报道后续>>>

▲7月28日下午，忠县电竞场馆建设工地，一农民
工在喝避暑水。忠县10多个重点项目的施工企业，每
天煎熬避暑水发到农民工手中。通讯员 余鸿 摄

◀7月31日，在渝中区一号桥，环卫工人
正在清扫路面。当日，我市高温持续，但仍有
不少劳动者在户外工作，为我们这座城市的
良好运转贡献自己的力量。

记者 熊明 摄

▲7月31日，在沙坪坝区磁器口古镇一家老
茶馆戏院，众多游客正在品茶看古戏。磁器口古
镇的一些老茶馆推出文艺演出，游客坐在幽雅舒
适的环境一边品茗享受清凉，一边欣赏经典的戏
曲节目。 通讯员 赵杰昌 摄

农民工喝上避暑水

高温下的环卫工人 古镇看古戏享清凉

本院根据重庆来去源
商贸有限公司的申请于
2017年7月3日裁定受理
重庆钢铁股份有限公司重
整一案，并于2017年7月3日指定
重庆钢铁股份有限公司清算组为管
理人。2017年7月4日，本院在相
关媒体公告了债权申报的有关事项
和第一次债权人大会会议时间。根
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企业破产案
件信息公开的规定（试行）》第十一
条“人民法院、破产管理人可以在破

产重整案件信息网召集债权人会议
并表决有关事项。网上投票形成的
表决结果与现场投票形成的表决结
果具有同等法律效力”的规定，本院
定于2017年8月18日9时30分采
取网络会议方式召开重庆钢铁股份
有限公司第一次债权人会议。

依法申报债权的债权人有权参加

债权人会议，债权人在2017
年8月18日之前可根据短信
通知的账号和密码登录“全国
企业破产重整案件信息网”

（http://pccz.court.gov.cn）点击进
入网上服务→债权人会议模块，点击确
认网上参会，查看会议相关文档。会议
开始当日请再次登录系统，点击进入会
议，通过网络参会和投票表决。

特此公告。
重庆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

2017年7月30日

重庆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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