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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首席记者 张亦筑）
11月29日，重庆日报记者从匈牙利
驻重庆总领事馆了解到：当地时间
11月27日，中国—中东欧国家第七
届经贸论坛在匈牙利首都布达佩斯
开幕。在当天的活动中，隆鑫控股有
限公司与匈牙利国家贸易署及匈牙
利我的精神酒店集团共同签署三方
合作协议，拟在重庆巴南的东温泉镇
打造一个世界级水准的医疗温泉度
假小镇。

“匈牙利被誉为‘浮在温泉上的
国度’。”匈牙利驻重庆总领事馆总领
事罗澜介绍，匈牙利90%以上国土
下都有温泉，温泉涌出量达350000
立方米/天。作为第一个“世界温泉
之都”，匈牙利首都布达佩斯拥有
118处天然温泉资源。

不仅资源丰富，匈牙利还拥有
2000多年的温泉开发利用历史，利

用温泉治疗疾病已有180余年，每年
帮助多达1500万病人改善病情。比
如，在布达佩斯的赛切尼浴场，浴场
内设有温泉医院，共有300多名温泉
医疗从业人员，可提供泥浆浴疗、重
力浴疗、电流浴疗等多种温泉医疗服
务。

罗澜表示，在“一带一路”倡议
下，匈牙利希望与重庆开展更深层次
的合作。此次三方“牵手”在东温泉
镇打造世界级水准的医疗温泉度假
小镇，也是在这一背景下促成的。

隆鑫控股负责人称，三方将在最
大限度保护东温泉原始风貌的前提
下，利用其独特温泉资源和匈牙利独
有的设计概念与技术，逐步将东温泉
打造成为国内首个热洞温泉，集温泉
旅游、温泉养生、温泉医疗于一体，成
为世界领先的医疗、康养温泉小镇和
世界温泉旅游度假胜地。

引入“温泉国度”匈牙利技术

东温泉将建东温泉将建世界级世界级
医疗温泉度假小镇医疗温泉度假小镇

本报讯 （记者 杨艺）11月29日，加拿大安大
略省省长韦恩率领的贸易代表团来渝洽谈经贸合
作。据悉，韦恩此次中国之行，将前往北京、南京、深
圳和香港等城市，重庆是其此次访问中唯一的中国西
部城市。

“安大略省是加拿大经济、科技、文化、创新的中
心，占全加拿大GDP的37％，在生命和生物医药、先
进制造、科技创新、信息通信、金融服务、食品加工等
众多领域处于北美领先地位。”安大略省国际贸易厅
长陈国治介绍，安大略省自2015年起在重庆增设投
资贸易办公室，致力于推动安大略省与中国西南，特
别是与重庆在经贸领域的合作交流。

过去两年间，十余个安大略省商贸教育代表团
到访重庆，双边贸易投资增速迅猛。在11月29日
举行的安大略—重庆经贸交流会上，安大略省与中

国企业、机构共签订16个项目，总金额逾6000万加
元（折合人民币３亿余元），涉及科技创新、医疗健
康、农业食品以及教育等领域。

比如，在科技创新方面，安大略省温莎大学与西
南大学在已成功合作10年的基础上，再次签订了为
期5年、600万加元（约人民币3000万余元）的协议，
双方将共同建立流域与湖泊管理国际联合实验室，创
造多达50个高价值工作岗位。

在医疗健康方面，纬创生技投资控股公司与安大

略省Spartan Bioscience签署协议，开发医疗设备
产品，包括着手生产世界上最小的DNA测试设备
Spartan Cube等。

在农业食品领域，重庆渝欧跨境电子商务有限公
司与安大略省的Honson Groups达成协议，将加
强在产品研发、教育和营销等领域的合作。

教育方面，重庆科创职业学院与安大略省圣力嘉
学院签署合作备忘录，促进双方在交流、合作应用研
究和教师培训项目等方面进行合作。

重庆牵手加拿大安大略省

瞄准医疗健康农业食品等领域开展合作

本报讯 （记者 白麟 王先明）日前，中国汽车
工程研究院股份有限公司发布公告称，拟投资5.38亿
元，在大足区双桥经济技术开发区购置780亩土地，
建设中国汽研大足汽车综合性能试验道项目。该项
目将进一步提高中国汽研的汽车技术研发和测试评
价能力，对提高我国汽车技术创新能力和产品性能、
质量水平，将起到重要支撑作用。

中国汽研公告中介绍，计划建设的上述项目，
道路建筑面积近 31 万平方米，涵盖 55 吨及以下
车型的各类法规检测和试验研究的试验道路，包
括汽车性能路 5 条、ABS 路 1 条、标准坡道 5 条、
排放耐久路1条、舒适性路1条、异响评价路1条，
智能汽车试验路1条、噪声路1条等。此外，该项

目还配套建设整车及零部件动力电池试验室。项
目建设期限为 26 个月，预计 2021 年达到满负荷
运行。

汽车综合试验场（道）是汽车新产品研发、认证
试验和汽车法规、标准研究等不可缺少的重要支
撑。近年来，随着重庆汽车产业高速发展，对汽车综

合试验场（道）的配套建设提出了更高要求。我市也
已陆续建设了长安汽车综合试验场、重庆机动车强
检试验场等。业内人士指出，大足汽车综合性能试
验道项目的落地，将进一步提升重庆汽车产业基础
配套水平，并完善我市在智能汽车等前沿领域的试
验研究条件。

大足拟建汽车综合性能试验道
将进一步提升重庆汽车产业基础配套水平

本报讯 （记者 夏元 彭光
瑞）11月29日，重庆日报记者从市政
府新闻发布会获悉，“2017重庆·国际
手机展”将于12月1日-3日在南坪
会展中心举行。

作为目前国内首个专业化、国际
化的手机产业展会，“2017重庆·国际
手机展”吸引了200多家手机企业参
展，观展市民不仅可以了解最前沿手
机技术，前1万名入场观众还有机会
抽取iphoneX、蓝牙耳机等奖品。

重庆今年手机产量

预计3.2亿台

发布会上，市经信委副主任周青
称，近年来重庆大力发展手机产业，
引进了众多在业内有影响力的手机
及其配套企业入驻。截至目前，重庆
已有手机整机企业93家，手机配套企
业300余家。

今年前三季度，全市手机产量达
到 2.52 亿台，占全球手机出货量
18.5%，预计全年手机产量将达到3.2
亿台。目前，重庆已成为全球仅次于
广东的第二大手机制造基地，初步形
成覆盖品牌整机、零部件生产、方案
设计、产品检测、供应链服务于一体
的手机产业链。

周青表示，随着重庆手机产业不
断壮大，本地众多手机整机及零部件
企业提出举办手机产业专业展会，以
此提高企业知名度，推动本土手机产
业发展。为此，经过近半年筹备，最
终敲定此次展会。

从系统到元件、从设计到制造等

展示最尖端最前沿手机技术

据介绍，本次展会以“手机产业

链”为主题，分为智能终端、配套供应
链、特设智能装备等3个展区，总展览
面积1.5万平方米。

届时，vivo、OPPO、金立、努比亚
等200多家全球手机行业知名企业将
参展，带来各自旗下手机全产业链产
品，包括从手机系统到元件、从设计
到制造等“一条龙”产品，将覆盖手机
终端、核心零部件、方案设计、供应链
服务等产业链各环节，向现场观众展
示最前沿的手机科技。

此次展会还吸引了德国电信、澳
大利亚电信以及来自法国、印度等20
多个国家和地区的100余家海外运营
商、知名企业代表参展，推动国产手
机的全球化步伐。

另外，展会期间将举行“2017国
际手机产业领袖峰会”“2017重庆·
3D摄像强势出击，生物识别变革已
至”“2017重庆·第三季‘全面屏’全面
来袭”等3场高峰论坛。来自国内手
机产业的企业家和专家们，将围绕
5G、全面屏等热点话题，分享当前手
机产业最新技术，探析产业未来发展
趋势。

观展福利多

购机有5折“秒杀”

组委会表示，手机已经是目前个
人最常用的工具，因此这次展会不仅

“高大上”，同样也很“接地气”。
届时，观展市民不仅可现场体验

最新的手机5G应用，以及VR、AR、
AI、3D等最新潮的手机智能设备，
前1万名观展市民还有机会参与抽
取蓝牙耳机、充电宝等配件赠送活
动，奖品包括 iphoneX、vivoX20等
最新款手机。市民还可现场选购手
机，参加5折“秒杀”、免费领流量包
等活动。

2017重庆国际手机展
12月1日开幕

200多家手机企业参展，观展可抽取iphoneX

匈牙利人利用温泉治疗疾病。 （受访者供图）

本报讯 （记者 夏元）重庆日报记者11月28
日从市统计局获悉，今年1-10月，全市规模以上工业
企业实现利润总额1345.52亿元，同比增长22.5%。

1-10月，在全市规模以上工业企业中，国有
企业实现利润总额同比增长13.1%；集体企业实
现利润总额同比下降4%；股份制企业实现利润总
额同比增长29.2%；外商及港澳台商投资企业实

现利润总额同比增长1.6%；私营企业实现利润总
额同比增长22.6%。

1-10月，全市39个工业大类行业全部实现盈
利，计算机、通信和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同比增长
89.3%，非金属矿物制品业同比增长36.9%，电气
机械和器材制造业同比增长18.5%，医药制造业
同比增长 19.2%，农副食品加工业同比增长

25.1%，装备制造业同比增长26.2%，有色金属冶
炼及压延加工业同比增长51.6%。其中，汽车制
造业虽然实现盈利，但利润同比下降10.4%。

另外，1-10月，全市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
主营业务收入20352.25亿元，同比增长14.6%。
截至10月末，全市规模以上工业企业资产总计
20309.2亿元，同比增长8%。

1-10月全市规上工业企业实现利润总额1345亿元，同比增长22.5%

39个工业大类行业全部实现盈利

南岸区茶园新区一公司生产车间，工人正在生产手机。（本报资料照片）
记者 郑宇 摄

累计完成农村饮水安全投资2136万元，建
成集中式供水工程32处，解决农村居民饮水安
全问题人数2.84万人，农村供水工程新增供水
能力4732立方米/天……

一组“水”数字见证的是成绩，惠及的是民
生。

目前，万盛经开区以党的十九大精神及市
委、市政府着力推进民生水利的一系列重大战
略部署为指引，积极践行可持续发展治水思路，
紧紧围绕“民生水利”这个中心，扎实推进农村
饮水安全巩固提升工程、农田水利等重点项目
建设，有力地推动了全区水利事业发展，为广大
民众谋福祉。

大力实施农村饮水安全巩固提升工程
3万农村居民将用上好水

初冬时节，雨后的丛林镇海孔村依然草木
葱郁，峰峦如画。刚刚从大棚里忙完的食用菌
种植户韦毅泡了一杯绿茶，望着正在水龙头前
清洗鞋子的妻子，心生感叹：“原来都是在山沟、
小河里挑水吃，不干净，现在全都吃上了干净卫
生的自来水，变化很大。”

从小河挑水到自来水入户，是海孔村饮水
安全事业的历史突破，而这只是万盛经开区农
村饮水安全巩固提升工程的一个缩影。据万盛
经开区水务局副局长李洪权介绍，去年该区投
入448.04万元，新建供水站5座，新修水厂构筑
物，新增消毒设备7台，新修泵站3座，新增配套
管网97千米，最高日供水量达500余立方米。
解决了丛林镇海孔村、万东镇五和村、南桐镇岩
门村、青年镇板辽村、关坝镇凉风村、石林镇庙
坝村、金桥镇三台村7个原国家级贫困村共
6218人的饮水难题。

“今年，万盛将继续大力推进农村饮水安全
巩固提升工程，让更多农村群众喝上干净、卫生
的饮用水。”李洪权介绍，2017年，万盛将实施4
个农村饮水安全巩固提升工程项目，分别是位
于青年镇堡堂村的青年供水站巩固提升工程、

位于万东镇新田村的新田皂角供水站巩固提升
工程、位于丛林镇白龙湖村的观音寺供水站巩
固提升工程和位于丛林镇海孔村的丛林水厂巩
固提升工程。

“等到4个项目建成投用后，将让约3万名
农村群众的饮水安全得到巩固提升，让群众不
仅有水吃，还要吃好水。”李洪权说。

优质水带来甜美滋味
自制“净水器”退休下岗

“水龙头一开，自来水就哗哗来了，比起以
前挑水吃，现在吃水真是太方便了。”不仅如

此，甘甜卫生的自来水更是让今年56岁的村
民赵兴脸上笑开了花，“我们饮用水水质很好，
是从高山上接下来的，而且经过过滤处理喝得
放心。”

过去，赵兴家的用水主要靠自打井取水，
每到下雨天就变得浑浊，干旱时也会因水量
不够用犯愁。而且自家井深不过10米，水里
经常能看到漂浮物、泥沙等。为了不闹肚子，
一口已经使用了十余年的大水缸就是他家的

“净水器”，只有通过静置沉淀，才敢安心入
口。

“优先解决直接关系民生水利的问题，切
实保障群众饮水安全，不但要让百姓用水方
便，更要让百姓群众喝上安全水、放心水。”这

是万盛经开区党工委、管委会坚持不懈的工作
方针。

如上述万盛青年镇板辽村村民赵兴家一
样喝上放心水的，在万盛全区还有千家万
户。在大力实施饮水安全工程建设中，区水
务局在坚持工程建设、水源保障的同时，不断
以多措施同步保障饮水安全工程水质达标，
平均每月对全区 200 立方米/天以下的农村
饮水工程的水源水、出厂水和管网末梢水开
展随机抽检，每季度对全区6个场镇水厂的
水源水、出厂水和管网末梢水开展水质监测，
每半年对全区 200 立方米/天以上的农村集
市式供水工程的水源水、出厂水和管网末梢
水开展水质监测……

完成山坪塘整治265口
7460亩土地生机盎然

在金堰村大堰社，老鸹岩山坪塘经过全面
整治后焕然一新，不但重新恢复了功能，一池清
水如镜更为这个美丽乡村添新彩。

“山坪塘整治后，即使天旱我们也不慌了！”
家住金桥镇金堰村大堰社的侯嘉伦介绍，这座
修建于上世纪70年代的老鸹岩山坪塘由于年
久失修，曾多年沦为摆设。往年一到炎夏，不但
人干渴，菜田也干涸，水库的水上不去，山坪塘
无水可灌，只有眼睁睁地看着庄稼渴死，这些菜
田成了“望天田”。

“现在山坪塘扩了容，重新蓄起了水，还新
修了洗衣台、下塘步梯等设施，大家每天都可来
这里洗衣、挑水、浇菜。”侯嘉伦说。

在万盛经开区，通过整治、新建山坪塘得到
保障农田灌溉的不仅只有老鸹岩山坪塘。截至
目前，万盛已累计整治山坪塘265口，累计新
增、恢复蓄水能力84.8万立方米，累计新增、恢
复灌面7460亩，满足了约7800人的农田水利
需求。

山坪塘要真正发挥作用，三分靠建，七分还
得靠管。为此，万盛经开区正在逐步建立健全
山坪塘管理机制。据万盛经开区水务局相关负
责人介绍，今年下半年，万盛将按照“谁投资谁
所有、谁受益谁负责”的原则，为265口山坪塘
颁发工程产权证书，明确山坪塘的所有权和使
用权，落实山坪塘管护主体和责任，确保山坪塘
能在解决农田灌溉、增产增收、保护生态等方面
发挥最大的效益。

唯有源头活水来
——万盛民生水利为民谋福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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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坝三丘田山坪塘 摄/娄亚梅

关加槽水厂 摄/罗桥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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