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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园景点信息

本报讯 （记者 杨骏）4月24
日，重庆日报记者从市国土房管局
了解到，重庆恐龙脚印最多的地质
公园——重庆綦江国家地质公园将
于4月28日正式开园。该园拥有
众多古生物化石，尤其是恐龙足迹
化石、木化石、恐龙化石等，对研究
綦江乃至西南地区中生代地质演变
历史、古地理、古气候及古动植物演
化等具有重要的科学价值。

綦江国家地质公园于2009年
8月由自然资源部（原国土资源部）
批准建设，公园由木化石、老瀛山和
古剑山三个园区组成，总面积
99.98km2。2009年以来，中央及地
方对该地质遗迹保护项目累计投入
5000余万元。

近几年，通过多部门的合力建
设，该园的地质遗迹得到了很好的
保护。目前，该公园已完成了边界
坐标勘定和界碑埋设工作，在调查

摸清地质公园内地质遗迹的分布、
数量、等级等基础上，有步骤、计
划、重点的逐步推进，对极易遭受
破坏的木化石和恐龙足迹修建了
必要的保护设施。2016年，自然
资源部批准綦江国家地质公园为
全国第二批国家级重点古生物化
石集中产地之一。

綦江国家地质公园还建设了地
质公园博物馆，并在博物馆广场上
修建了地质公园主副碑。而在古剑
山景区和老瀛山景区，该园还设置
了地质遗迹解说牌，并完成了古剑
山园区旅游步道和入园公路等相关
配套设施建设。

綦江国家地质公园28日开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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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 黄乔 实习
生 黄勇）4月 24日，在世界知识
产权日即将到来之际，市高法院召
开了重庆法院知识产权司法保护新
闻发布会。重庆日报记者从会上获
悉，2017年，重庆法院共受理一、二
审知识产权案件6248件，其中新收
一、二审知识产权案件5791件，同
比分别增长33.9%、30.99%；审结
各类知识产权案件5818件，同比增
长37.35%。

“从整体情况看，呈现受理案件
继续保持高速增长、商标权纠纷案
件增长快、案件集中度较高等特
点。”市高法院副院长陈彬介绍，近
两年来，重庆法院受理知识产权案
件分别为4666件、6248件，分别比
2015年的2956件增长57.85%、和
111.37%，案件呈持续、高速增长态
势，受理案件数量连续两年位居西
部地区第一位。

“从主要案件类型结构看，商标
权纠纷案件数量及其占知识产权案
件比例增长快。”陈彬说，2017年共
受理商标权纠纷案件580件，案件
数量同比增加123.94%；商标权纠
纷占知识产权案件比例为9.28%，

同比上升3.73个百分点。
在商标权纠纷案件中，涉外案

件、涉及国内外知名公司的案件较
多，既包括“路易威登”“普拉达”“轩
尼诗”等国外大牌，也有“西铝”“晓
宇火锅”等本土知名品牌。

陈彬介绍，受知识产权案件管
辖权调整的影响，市一中法院辖区
一审案件主要集中在两江知识产权
法庭，市五中法院辖区一审案件主
要集中在市五中法院。去年，市五
中法院和两江知识产权法庭共计受
理案件4014件，占全市法院案件的
64.24%。

面对知识产权案件增长快，侵
犯著作权纠纷类型化较突出的特
点，市高法院指导市五中法院、两江
知识产权法庭与交大慧谷公司共同
开发“著作权纠纷类案智能专审平
台”。在分步实现网上立案、批量化
立案的同时，借助计算机智能提取
技术，将相关信息导入法律文书模
板并自动生成相关法律文书，实现
要素化、信息化审理，提高审判效
率，促进知识产权审判与智能化的
深度融合，为创新驱动发展营造了
良好的知识产权司法环境。

重庆法院去年受理知识产权案件6248件

商标权纠纷案件增长迅速

本报讯 （记者 栗园园）4月
23日，“在希望的田野上”乡村振兴
报告团走进长寿区。在该区科技文
化中心大礼堂，晏洲、彭阳、简义相、
张雪、杨大可、严克美6位报告人为
长寿各级机关干部、重庆化工职业
学院、本土人才等900余人作了一
场生动的报告。

报告人精彩的故事，让现场掌
声不断。“听完报告会我最大的感受
就是，不管做什么事都要坚持，不能
轻言放弃。”来自双龙镇飞石村的刘
盼以前做销售，前两年以本土人才
的身份返回家乡。刘盼了解到当地
许多村民家的农产品销不出去，于
是便通过发朋友圈，帮村民们推销
农产品。接下来想联合其他本土人
才成立协会，通过整合大家的产品、
渠道等资源，建立共同的电商平台，

发展订单式农业，让更多的农产品
走出去，销得好。

报告会后，6位报告人还与当
地青年代表座谈交流。“我们现在面
临的最关键问题就是缺人才，到底
怎样做才能吸引人才、留住人才？”
重庆澳凯农业开发有限公司负责人
马晓鸿提出了自己一直以来的困
惑。

2011年，马晓鸿和丈夫放弃高
薪工作，返回石堰镇石安村发展农
业产业，通过几年努力，已建成种植
养殖、农产品加工、乡村旅游一二三
产业融合发展的小型田园综合体，
不仅帮助附近农户解决了就业问
题，还带动他们一起发展产业，共惠
及农户150余户。“我们下一步还
要扩大规模，欢迎有想法的年轻
人加入我们。”

“乡村振兴报告团”走进长寿

本报讯 （记者 杨艺）4月24日，
“感知重庆·2018德国企业家重庆行”之
“一带一路上的新机遇 中德企业家重庆
对话会”在渝举行。会上，中德企业家围
绕“一带一路”倡议下，双方合作发展的
新机遇进行了探讨，并就双方合作需求
进行了现场对接。

德国成重庆第二大贸易伙伴

“重庆是一个制造业城市，正在实施
以大数据智能化驱动创新发展战略，推
动传统制造业的转型。德国杜塞尔多夫
市以及其所在的北威州，在这方面有很
多值得我们学习借鉴之处，这也是推进
双方交流合作的重要方面。”市委宣传部
常务副部长薛竹介绍，重庆与杜塞尔多
夫缔结友好城市14年来，特别是2011
年中欧班列（重庆）开通以来，双方的友
好交流合作不断深入。

市商务委发布的数据也显示，重庆与
德国贸易不断向好——2017年，重庆与德
国进出口总额 62.1 亿美元，同比增长
31.5%；其中出口53.8亿美元，同比增长
34.5%；进口8.3亿美元，同比增长14.6%。
德国已成为我市第二大贸易伙伴。

市商务委副主任廖红军介绍，截至
2018年3月，重庆累计批准德国外商投
资企业67家，吸收合同外资6.9亿美元，
实际使用外资14.8亿美元；重庆在德国
累计投资设立企业14家，投资总额为3.8
亿美元。这些企业主要涉及铁路、船舶、
航空航天和其他运输设备制造业、软件
和信息技术服务业、其他制造业等。

中欧班列（重庆）成“红娘”

“重庆作为‘一带一路’和长江经济
带重要联结点以及内陆开放高地，产业
基础雄厚，潜力巨大，是德国企业进入
中国西南首选地。”在德国工商大会西
南地区总监温小飞看来，特别是中欧班
列（重庆）的开通，将重庆与德国更好地
连接起来，极大地促进了双边经贸往
来。

温小飞介绍，当前，重庆与德国双边

合作需求在不断增多，合作领域也在不
断扩大，除了汽车零部件与装备制造领
域之外，还有医疗、环保、物流、消费品、
旅游、商务等众多领域。

在德国企业进入重庆的同时，不少
重庆企业也走到德国进行投资。SMB
咨询管理公司合伙人总经理弗兰克斯·
斯焘普曼介绍，中国投资者到德国投资，
主要集中在机器制造业、汽车零配件、电
气和再生能源等，同时在医药和生命科
学行业投资增长加快。

“德国拥有众多制造业企业，并拥有
大量专利技术，这对重庆企业来说都是
很好的投资对象。欢迎更多重庆企业到
德国进行国际并购，我们也愿意为其提
供咨询和帮助。”弗兰克斯·斯焘普曼说。

“一带一路”倡议催生合作新机遇

“随着‘一带一路’倡议的提出，重庆

与德国正迎来新的合作机遇。未来，重
庆与德国在扩大经贸、科技、会展等方面
的合作，都十分可期。”市商务委运行推
进处处长张宁认为。

如在经贸往来方面，双方可充分挖
掘中欧国际货运班列潜力，拓宽陆上贸
易走廊，扩大渝欧贸易；同时发展“互联
网+”，拓展渝欧电子商务；并加强在产品
安全、市场监督、认证认可、注册领域的
交流与合作，提升服务贸易占比，使之成
为渝欧贸易新的增长点。

在科技领域，德国的科技创新可与
重庆的制造能力和广阔市场结合起来，
将技术转化成为生产力；双方还可加快
中德产业聚集区建设，加强在新能源汽
车、高能效智慧能源控制、移动互联网、
物联网、云计算、大数据、智慧家居、供水
及污水处理等领域合作。

“我们欢迎更多的德国企业来到重
庆，共享自贸试验区开放红利。”张宁提

议，在重庆自贸试验区，双方企业可加强
在金融、教育、文化、医疗、养老、建筑、商
贸服务、技术、会展等领域的合作。

重庆自贸试验区沙坪坝管理办公室
副主任谷永红透露，下一步，西部物流园
将与德国杜伊斯堡港口合作，共同开展
货运、仓储等业务；同时，还将在物流技
术和管理上进行合作，通过引进德国先
进的技术和管理，降低重庆的物流成本，
提升重庆贸易效率；此外，园区内的企业
也将和德国企业合作，主要涉及汽车、零
部件以及轻工业制品等。

“重庆是西部重要的物流枢纽，我们
也正寻找商贸和物流合作伙伴，让产品
走向中国，双方合作可谓不谋而合。”德
国舒尔茨有限公司董事长克劳斯·舒尔
茨说，“一带一路”倡议的提出为双方合
作带来更多机遇，“我回国后，也会向国
内的合作伙伴推介‘一带一路’，推广重
庆”。

中德企业家在渝共话“一带一路”新机遇

重庆欢迎德国企业来共享开放红利

本报讯 （记者 龙丹梅）重庆日
报记者从4月24日召开的水利部定点
扶贫工作座谈会上了解到，从对口支援
三峡重庆库区到新一轮定点扶贫，水利
部帮扶重庆已长达32年。仅2017年便
对重庆万州、武隆、丰都、巫溪、城口5区
县完成定点扶贫投资超过7亿元，3.84
万贫困户因此受益。

据了解，自1986年以来，水利部便
开始帮扶重庆，先后成立对口帮扶组，
组建定点扶贫重庆工作组，为我市量
身定制精准扶贫计划。不但派出干部
到市、定点区县挂职和兼任村第一书
记，还精准实施了农村饮水安全巩固
提升、千塘万亩特色产业支撑、小型水
库水源保障、贫困户产业帮扶、贫困户

转移就业技能培训、贫困学生勤工俭
学帮扶、水利建设技术帮扶以及专业
技术人才培训等八大工程，为重庆市
脱贫攻坚工作提供了有力支撑。

4月23日，位于丰都县包鸾镇华坪
村的梨子坪水库波光粼粼。丰都县水务
局相关负责人介绍，梨子坪水库是水利
部定点扶贫丰都的标志性工程之一，也
是丰都县兴建的第三座中型水库，去年

年底实现下闸蓄水，目前已蓄水500余
万方，未来蓄水将达2000余万方，保障
约20万人口的生产生活用水安全。

不只是丰都，万州区也依托水利扶
贫先后建成甘宁、鱼背山等5座中型水
库和一批农田水利设施。脱贫攻坚期
间，该区贫困村累计整治山坪塘11356
口，除险加固病险水库118座，建成中
型灌区5万亩，为产业发展奠定了良好

基础。
同时，水利部还先后组织了230名

专业技术人员分赴各区县开展技术帮
扶，帮助我市水利部定点扶贫区县开展
前期工作18个，帮助编制规划16个，此
外，还投入158万元对892名水利技术
人员进行了培训。下一步，水利部还将
创新帮扶方式，动员引导社会力量参与
定点扶贫。

水利部定点帮扶重庆5个区县
去年完成水利扶贫投资超7亿元 3.84万贫困户受益

本报讯 （记者 杨艺）4月 24日，在
“感知重庆·2018德国企业家重庆行”活动
中，中国（重庆）自由贸易试验区（以下简称
重庆自贸试验区）办公室与融恒国际集团
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融恒集团）签订战
略合作协议，由融恒集团成立德睿辉实业
公司，通过“政府＋平台＋创新＋服务”的
开放式运营模式，在重庆自贸试验区范畴
内共同搭建面向欧洲和葡语系国家的招商
引资引贸引智推介平台——中德中葡创新
促进中心。

据介绍，中德中葡创新促进中心将下设

企业产品展示展销和贸易结算中心（包括科
技产品、消费品、休闲食品、家居、医药、保健
品等）、青年人才创新创业培育基地、经贸文
旅交流互动和全球创新联动平台，旨在引进
海内外高端人才和促进重庆与欧洲和葡语系
国家在智能制造、科技创新、经贸文创等领域
的合作交流。

在重庆自贸试验区办公室相关负责人看
来，该中心的设立是重庆自贸试验区进一步
扩大面向德国、葡语系国家开放之门的创新
举措，将助推重庆自贸试验区高速度、高质量
发展。

重庆自贸试验区搭建新平台

“中德中葡创新促进中心”落户
本报讯 （记者 龙丹梅）记者

从4月23日召开的2018年市防指
第一次洪旱趋势会商会议上了解
到，根据气象和水文部门的预测，我
市2018年气候状况总体偏差，呈现
洪旱交替、旱涝并存、旱略重于洪的
特点。预计汛期有7-9次区域性
暴雨天气过程，高温伏旱较同期偏
重。

根据气象和水文部门预测，今
年整个汛期（5-9月）重庆各地降水
量在600-950毫米之间，与常年同
期相比，东北部降水偏多一至二成，
其余大部地区偏少一至二成。主汛

期（6- 8 月）重庆各地降水量在
350-650毫米之间，与常年同期相
比，东北部偏多一至二成，其余大部
地区偏少一至二成。预计在汛期，
长江上游主要控制站的洪水总趋势
正常，其中，罗渡溪站年最高水位较
多年均值偏高。全市境内大多数中
小河流洪水趋势为小洪水，个别中
小河流有发生中洪水的可能，琼江、
渠江、綦江、郁江、普里河、东河、任
河等河流有可能发生超警戒或超保
证水位洪水，其余河流最高水位接
近警戒水位，我市大部分中小河流
最高水位可能出现时间在6-8月。

今年我市高温伏旱预计较同期偏重

本报讯 （记者 杨艺）4月24
日，在“感知重庆·2018德国企业家
重庆行”活动中，重庆日报报业集团
与德国莱茵邮报传媒集团签署协
议，双方将利用两地媒体品牌价值
优势，在经济、文化、科技、教育等方
面合作开展友城交流及宣传活动，
实现资源共享、合作共赢。

据了解，在2017年“感知中国·
重庆篇/德国行”活动中，重庆日报
报业集团与德国莱茵邮报传媒集团
便达成了初步合作意向。此次借

“德国企业家重庆行”活动，双方进
一步签署协议，将继续深化媒体合
作，通过资源互换、平台共享和渠道
共建，推动双方城市品牌价值提升，
提高两地媒体国际传播力及影响
力，助推城市发展。

此外，双方还将共同打造、定期
举行“德中（中德）友城行”品牌活
动，共同开展体育、文化、旅游等方
面的交流。活动现场，双方还共同
发布了2018重庆企业家德国行招
募信息。

重庆日报报业集团牵手德国莱茵邮报传媒集团

开展友城交流及宣传合作

本报讯 （记者 龙丹梅）重庆日报
记者4月24日从市水利局了解到，2017
年，我市统筹实施水利扶贫行动和深度
贫困乡镇水利扶贫攻坚行动，向贫困区
县投入市级及以上水利资金39.9亿元，
解决了1750个贫困村、38万贫困人口的
饮水灌溉水源问题。

据了解，2017年，重庆市向贫困区
县投入市级及以上水利资金 39.9 亿
元，同时对18个深度贫困乡镇给予倾
斜扶持，30个贫困村、2840 户建档立

卡贫困户享受水电站扶贫收益376万
元，带动14.2万亩特色农业发展。

下一步，我市将围绕解决工程性缺
水，实施水源工程建设三年行动，补齐重

庆水利发展最大短板。未来3年，我市
将确保渝西水资源配置工程、藻渡大型
水库开工，观景口、金佛山等大中型水库
建成并发挥作用。

我市去年水利扶贫投入市级及以上资金39.9亿元

4月24日，中德企业家重庆对话会在沙坪坝区融汇丽笙酒店举行。
记者 魏中元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