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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 陈钧）近日，重
庆日报记者从两江新区了解到，该区
通航产业实现了五个全国唯一。目
前，不但建成了国内首个官方授权认
可的飞行服务站，还将向航空领域进
军，发展航空钛合金和商业火箭项
目。

据介绍，2012年之前，重庆通航
产业几乎为零，2012年两江新区组建
两江航投集团，发展通航产业，经过5
年打造，新区已引进皮拉图斯、恩斯
特龙等整机制造企业，中国民航飞行
学院、两江航空学院等航空学校，以
及通航运营、航空金融、航空文化、航
空信息化等全产业链体系。目前，两
江新区初步搭建了通航产业“制造+
运营+服务”、运输航空业动力“整机+
零部件”、新型复合金属材料“研发+

制造+供应链”的全产业链发展格
局。累计引进项目近20个，投资超过
300亿元。

两江航投集团负责人称，两江新
区通航产业在全国实现了五个唯一，
即：国家发改委指定的唯一通航全产
业链试点园区；唯一拥有通航3个品牌
6个机型和1个在研机型的园区；唯一
组网运营的低空飞行服务保障系统园
区；唯一一家设立了通航专业融资租
赁公司的园区；唯一拥有覆盖通航私
商照培训和在役航线飞行员复训及培
训的园区。

在有关管理部门的大力支持下，
龙兴通用机场还成为西南首个取得使
用许可证的通用机场。重庆龙兴飞行
服务站（低空飞行服务保障系统）成为
全国首个获得民航管理部门授权认可

的，具有通用航空飞行计划申报、地方
气象数据接入、转发和有关管理部门
数据交互的飞行服务站，并于今年11
月8日正式启动试运行。

据了解，飞行服务站是通用航空
飞行重要的保障手段之一，可为通用
航空飞行及时提供飞行计划服务、气
象服务、情报服务、告警服务、飞行支
援、应急救援和其他相关支持的空中
交通服务。随着我国推行低空空域管
理改革，目前，我国已建及在建的飞行
服务站共10个。

值得一提的是，在国家产业布局
允许前提下，两江新区已开始拓展航
天产业。目前，已成功引进了航空关
重件、航空钛合金、商业火箭、发动机
叶片、航空内饰等一批航空航天先进
制造业项目。其中，由重庆金世利钛

业有限公司投资24亿元打造的航空钛
合金研发制造基地，达产后产值约30
亿元，主要研制和生产航空及燃气轮
机用钛合金材料、锻件、其他金属材
料，保障我国高端航空航天和燃气轮
机用钛合金的供应，力争在航空发动
机、飞机结构和承力结构材料、航天用
高温和低温钛合金、燃气轮机用钛合
金领域达到世界水平。该项目已于今
年9月开工，厂房、设备等实现投资超3
亿元，预计明年5月建成，6月陆续投
产。

商业火箭研制基地零壹空间项
目，拟于2018年1月开工建设，其自主
研发的固体发动机、姿轨控发动机计
划2017年底整机地面试车，预计2018
年上半年进行验证试验，下半年完成
民用火箭首飞，2019年开始量产。

两江新区通航产业实现五个唯一
航空钛合金和商业火箭产业起步发展

本报讯 （记者 夏元）重庆日报
记者12月19日从市经信委获悉，该委
日前批准同意在巴南工业园区木洞组
团、长寿工业园区新市葛兰组团和秀
山工业园区，分别创建生物医药、智能
家居和中医药为特色的市级特色产业
建设基地。规划到2021年，这3个新
增市级特色产业基地将实现580亿元
工业总产值。

此次获批的3个市级特色产业基
地中，巴南木洞组团基地重点发展生
物制药制剂、现代中医药及医疗器械
等；长寿新市葛兰组团基地围绕智能

家居进行产业配套，目前园区已吸纳
50多家家居企业落户，将形成年产
1000万套木质套装门、30万套橱柜、
30万套办公家具及智能家居产业集
群；秀山基地将围绕当地盛产的金银
花、百合等中药品种，培育建成中药材
种植基地。

市经信委表示，重庆特色产业基
地是以工业园区为载体，以企业关联
度大、技术水平高、产业特色鲜明为主
要特征，也是全市新型工业化的发展
集聚区。截至目前，全市已有49个市
级特色产业基地。

重庆新增3个市级特色产业基地
定点培育医药及智能家居产业

本报讯 （记者 王濛昀）12月18
日，重庆日报记者从渝北区获悉，该区
成立的渝北区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公司
今年已完成96个项目建设。该公司自
2015年成立以来，已累计完成206个农
村基础设施建设项目，极大加快了渝北
区农村基础设施建设进度，提高了项目
完成质量，同时也加快了民生实事推进
速度。

作为渝北区的旅游大镇，统景温泉
拥有较高知名度，2017年共接待游客
40万人。但2016年前，统景镇场镇街
道却老旧，公路坑洼不平，人少的时候
颇为萧条。随着游客量日益增加，统景
镇接待功能不完善的问题越发突出。

2016年4月，全国建制镇示范点统
景场镇提档升级项目正式启动，由渝北
区农村基础设施建设有限公司负责招
投标并全程监督、验收。项目内容包括

道路黑化、人行道花岗岩铺装、草统路
口节点建设及绿化、景奇路房屋立面改
造工程等。

据了解，2015年，渝北区将相关建
设部门从交通、水利、环保等主管部门
中分离，成立了渝北区农村基础设施建
设有限公司。该公司由区政府直管，负
责组织实施渝北区境内交通、水利、环
保、场镇等农村基础设施项目建设。

“公司的成立不仅让渝北区农村基
础设施建设项目完成效率更高、质量更
好，也大大降低了项目建设过程中产生

矛盾或招投标过程中出现不公正、不公
平情况的可能性。”该公司总经理唐中
浩介绍，为了确保公司负责的每一个项
目的公平、公正，公司纪检部门全程参
与每个工程从招投标到项目验收的所
有环节。前期招标时，纪检部门将派一
人到招标现场，全程参与招标并检查招
标文书是否符合规定。建设过程中，纪
检部门将对工程的建设规范、工期进
度、工程质量等方面进行全程监督。每
个月派出3人对进行中的工程进行抽
查。“建设中的监管尤为关键，主要是检

查项目是否跟进、质量是否达标、有无
腐败风险。”唐中浩说，在验收环节，纪
检部门还将在项目进行内部审核的时
候协同项目部、规划部对项目的造价、
质量进行结算审核。

据统计，渝北区农村基础设施建设
有限公司成立2年来，已负责实施交通
项目96个、水利项目55个、场镇治理项
目43个、环保项目12个，涉及项目金额
累计达到83.84亿元。而由于工程项目
监管严格，该公司也实现了项目零投诉
的目标。

渝北区成立国有专业平台公司推动农村基础设施建设

两年累计完成项目206个

本报讯 （记者 廖雪梅）市财政
局12月19日公布了前11月全市一般
公共预算执行情况。1至11月，全市
一般公共预算收入2045亿元，与上年
同期相比增长4.4%；全市一般公共预
算支出3797.1亿元，增长5.4%。

市财政局人士介绍，1至11月，全
市税收收入达到1353.2亿元，同比增
长8.9%。各种税收收入中，企业所得

税、个人所得税、契税保持较高增速，
分别增长9.8%、25.4%、46%。

支出方面，全市财政系统实施积
极财政政策，较好地服务了全市经济
社会发展大局。1至11月，全市一般
公共预算支出中增幅较为明显的领域
包括：节能环保支出144.2亿元，增长
30.8%；住房保障支出95.3亿元，增长
22.7%等。

1至11月一般公共预算支出3797.1亿元

全市住房保障支出
增幅超过两成

本报讯 （记者 廖雪梅）重庆日
报记者 12 月 19 日从市财政局了解
到，市财政近日拿出3000万元资金，
奖补涪陵等30个区县农村生活垃圾
治理。

市财政局人士介绍，我市2015年
下发农村生活垃圾治理方案，要求
2016年起市财政每年安排“以补促收”
3000万元，按照“户集、村收、乡镇转
运、区域处理”的方式，通过健全有稳
定的村社保洁队伍、有专业的乡镇垃
圾收运队伍、有达标的村级垃圾收集
容器、有完善的垃圾转运设施设备、有
规范的垃圾处理设施等“五有”收运处
理系统，逐步减量、集中处理农村生活
垃圾，力争明年底前90%以上的农村
生活垃圾得到有效处理。

截至今年11月，全市实现农村生

活垃圾有效治理的行政村有7275个，
占比达到 89.9%，较去年同期增长
27.7%，所有区县均超额完成了市政
府下达的“2017年农村生活垃圾有效
治理比例达到 70%以上”的目标任
务。

该人士还透露，鉴于主城区经济
社会发展水平相对较高，农村环卫基
础设施及城乡统筹相对较好，此次农
村生活垃圾治理“以奖代补”资金的
补助范围为主城区以外的区县。具
体补助额度为：主城区外已实现生活
垃圾有效治理的 6553 个行政村，每
个奖补 4000元；通过市级验收的长
寿、江津等7个区县，每个奖补40万
元；纳入全国农村生活垃圾分类试点
的忠县、秀山等 3个区县，每个奖补
33万元。

3000万元奖补区县农村生活垃圾治理

重庆7275个行政村
农村垃圾得到有效处理

本报讯 12月19日，随着成都候
鸟世界通旅行社的首批旅行团200多
名游客来到巫山神女景区，巫山红叶
节期间，重庆日报报业集团与巫山旅
游的推介合作，进入“媒体+旅游”的新
时代。

来自遂宁的周女士乘坐电瓶车
到达瑶台，看到风光旖旎，秀美神奇
的巫峡后赞叹道：“在瑶台上眺望
到碧绿的长江和两岸满山的红叶，
犹如步入仙境，太棒了，以后会和家
人再来巫山旅游，肯定会留下美好的

回忆!”
据了解，重庆日报报业集团与巫

山旅游的合作，此前仅停留在广告或
活动推广上。而现在，则是从策划到
招募游客全部完成。这一改变标志着
重报集团与巫山旅投景区的合作进入
了“媒体+旅游”的新时代。

重报集团户外传媒负责人表示，
整合优势资源，实现户外媒体与旅游
文化产业的优势互补、资源共享、多方
联动，更有利于巫山城市的推广。

（张玉）

重报集团携手巫山旅投成都候鸟世界通旅行社

推动“媒体+旅游”深度融合发展

本报讯 近日，科技部火炬中心
发布《关于公布国家级科技企业孵化
器2016年度考核评价结果的通知》（国
科火字〔2017〕178号），重庆高新区内
的重庆高新区创新服务中心、重庆高
技术创业中心、重庆育成发展有限公
司三家国家级科技企业孵化器均获评

“优秀（A类）”，包揽全市3个“优秀（A
类）”名额。

据了解，科技部火炬中心开展国
家级科技企业孵化器的考评工作，旨
在促进科技企业孵化器健康发展，规
范并引导国家级孵化器发展方向，提
升国家级孵化器服务能力。评价考核
包括服务能力、孵化绩效、社会贡献三
个指标。

2016年，科技部火炬中心对全国
共863家国家级科技企业孵化器给予
工作考核评价，140家被评为优秀（A
类）、在全国 3255 家孵化器中占比
4.3%。我市共有15家国家级科技企
业孵化器参评，重庆高新区内的3家均
被评为优秀（A类）。

据了解，为促进孵化器发展，近年
来重庆高新区推出“三横三纵”发展思
路，“三横”即与其他地区孵化器合作
促进项目合作、与中科院等科研院所
合作深化技术合作、与龙头企业合作
促进产业链延伸，“三纵”即推进创业
学院活动品牌化、创业辅导规范化、
服务产品标准化，并取得良好效果，
如重庆国际科技企业孵化园累计新
增知识产权 422 件，其中发明专利

293 件；IT 微企孵化园 2016 年单位
面积年产值超过3.33万元/平方米、单
位面积年度税收贡献超过2700元/平
方米。

重庆高新区相关部门负责人在接
受采访时介绍，重庆高新区已建成IT
微企孵化园、创客邦孵化基地、国际科
技企业孵化园、留学生创业园、高创
园、生物医药产业园、电子信息产业园
等“双创”载体和孵化器，搭建起英特
尔、蚂蚁激客等众创空间，签约引进了
一诺加速器、清华启迪科技园等创业
孵化载体。同时，积极争取北航、洪
泰、创业黑马等建设众创孵化平台。
截至今年10月，重庆高新区拥有国家
级孵化器3个，市级以上众创空间8
个，已经形成了“苗圃—孵化器—加速
器—产业园”孵化链。

“孵化载体的搭建不仅需要硬件
设施的完善，更注重软件设施的提
升。”该负责人表示，重庆高新区通过
整合政策、平台、投融资、创新创业辅
导、资源对接等全生命周期的“双创”
资源，逐步构建起了一个低成本、便利
化、全要素、开放式的大型“双创”孵化
体系和优势互补、开放兼容、共利共生
的创新创业生态圈。

目前，重庆高新区正在拟定孵化
器建设优惠政策。下一步，重庆高新
区将大力推进孵化产业链条化、孵化
载体集群化、孵化联盟网络化，以进一
步促进孵化器发展。

（张莎）

重庆高新区三家国家级科技企业
孵化器均获“国A”殊荣

图①：整治后的交通银行
旧址效果图。

打铜街传统风貌区整治项目启动

重庆开埠时
建筑风貌将再现

本报讯 （首席记者 汤艳娟）12
月19日，渝中区打铜街传统风貌区环境
综合整治项目启动，该项目总投资1750
万元，将于2018年7月完工。

打铜街传统风貌区是全市28个传
统风貌区之一，位于渝中区东水门大桥
入口处，北以朝天宫大酒楼北侧步道为
界，东以陕西路为界，南至重庆轮船总公
司，西至新华路西侧。此次整治项目区
域包括美丰银行旧址、交通银行旧址等
5处文物保护单位，以及会仙楼客栈、如
家酒店等13家社会单位，总用地面积约
6万多平方米，整治区面积约4.9万平方
米，其中，属于文物核心保护区的面积约
1.5万平方米。

短短几百米的打铜街，曾是连接
重庆上下半城的要道，有“中国的华
尔街”之称。抗战时期，约有 150 家
银行、钱庄等金融机构聚集于此。

打铜街传统风貌区环境综合整治项
目启动后，将对中国银行旧址、美丰银行
旧址、川康平民商业银行旧址等5处文
物保护单位进行保护维修，整治主干道
沿线及其他建筑风貌，将沿街水、电、气
等管网线路进行整理归顺等。

其中，对于文物保护单位的保护维
修，渝中区将根据目前存在的问题，对文
物建筑外墙、门窗、台基等作复原修复处
理，恢复原立面材质、色彩，拆除违章搭
建，更换破损门窗，维持文物建筑历史原
型。

而对于沿街其他建筑风貌，渝中
区将根据现状规整建筑立面，底层商
铺门面采用芝麻黑石材装饰，墙身采
用米白色仿石漆饰面，局部增加折中
主义的外墙装饰构件等，达到整体街
区风貌的协调统一。整治完成后，重
庆开埠时建筑风貌将再现。

图③：整治后的会仙楼效
果图。

图④：12月19日，位于渝
中区打铜街传统风貌区的会
仙楼。记者 张锦辉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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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②：12月19日，位于渝
中区打铜街传统风貌区的川
康平民商业银行旧址（左）和
交通银行旧址（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