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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 白麟）记者日前获
悉，7月10日，在俄罗斯叶卡捷琳堡举行
的“第五届中俄博览会”下的“首届中俄地
方合作论坛”上，力帆汽车与俄罗斯
ABC-Motors公司签署了总金额约1亿
美元的力帆品牌汽车采购意向协议。

根据双方签署的协议，ABC-Motors
将在 2018年—2020年的三年间，采购
10000辆力帆汽车，采购总金额约1亿美
元，这些车将主要用于俄罗斯出租车及共
享汽车市场，同时，力帆将为本次交易提
供全方位的服务。

此次成功签约，被业内看作是力帆汽
车拓展海外市场的又一次极大成功，同时
也是力帆紧跟“一带一路”倡议所取得的
重要成果。作为在俄罗斯连续7年获得
销量冠军的中国车企，力帆一直深耕俄罗
斯市场，即便在前几年俄罗斯卢布大跌，

一些车企纷纷撤离的情况下，力帆对俄罗
斯也不离不弃。

近期，随着俄罗斯经济复苏，力帆进
一步加快在俄罗斯市场的布局，并已将共
享汽车引入俄罗斯。截至今年4月，力帆
在俄罗斯的分时租赁用户已达到27870
名，用户数量还在继续快速增长。今年5
月，共享汽车公司URA与力帆汽车在车
里雅宾斯科和叶卡捷琳堡两座城市，投放
了200台力帆X50，作为按分钟计费的分
时租赁共享汽车。

力帆汽车俄罗斯斩获1亿美元订单

本报讯 （记者 黄光红）近年来，重
庆民营企业加快步伐登陆资本市场，已发
展成为重庆上市企业的主力军。目前，在
全市上市企业中，民营企业的占比已超过
一半。7月13日，重庆市金融办联合重
庆证监局、重庆市民营经济协会组织召开

“民营企业上市工作推进会”，重庆日报记
者从会上获得了这一消息。

近年来，重庆市金融办积极推动多层
次资本市场发展，多渠道推动民营企业直

接融资，支持民营企业依托资本市场做大
做强。受益于此，重庆民营企业登陆资本
市场的步伐逐年加快。2017年，全市共
有7家企业成功上市，其中6家是民营企
业。目前，重庆上市民营企业已达36家，
占全市上市企业总数量的一半以上。同
时，在全市138家新三板挂牌企业中，民
营企业占比更是高达90%以上。

今年的全市经济工作会议和全市金
融工作会议都明确提出，要加大工作力

度，切实推动我市更多企业在境内外资本
市场上市发展。当前，重庆市金融办等相
关部门正按照“企业主动，市场拉动，政府
推动”的原则，大力优化政策环境，健全资
源培育体系，支持企业境内外上市。

同时，根据市委市政府的指示要求，
重庆市金融办日前牵头拟定了《重庆市加
快企业上市行动计划（2018—2020年）
（送审稿）》（下称《行动计划》）。重庆市金
融办相关负责人透露，《行动计划》旨在切

实壮大重庆上市公司数量。其主要内容
包括：确定了上市工作任务目标；明确提
出要扩充拟上市资源储备库，加大财税奖
补力度和范围，对认定的重点企业进行财
政扶持奖励；要提升政府服务效率，对企
业上市涉及的立项、社保、土地、环评、税
收和工商等问题，开辟绿色通道予以优先
办理；进一步落实了区县上市主体责任，
促进各区县加强统筹谋划、优化服务，将
企业上市工作抓早、抓细、抓实，等等。

重庆民企加快登陆资本市场
目前，民企在全市上市企业中的占比超过一半

本报讯 （记者 周雨）7月
13日，江津区召开旅游发展大
会，并举行5个重点旅游项目集
中签约仪式，总投资额163.5亿
元。

这5个项目中，四川蓝光和
骏实业有限公司将投资80亿元，
在江津双福新区团结湖片区打造
占地面积810亩的“蓝光·重庆水
果侠星球主题生态文旅城”，规划
建设主题IP乐园—水果侠星球、
主题商业街区—耍街、产业集群
配套等项目。另外，重庆两江新

区市政景观建设有限公司将投资
10亿元，在江津打造“田园水乡·
休闲慈云”项目。重庆欣时达生
物技术有限公司将投资 3.5 亿
元，在先锋镇建设虫草科技农旅
产业园。

重庆日报记者从会上获悉，
未来3年，该区将实施100余个
重点项目推进旅游升级，总投资
超过1000亿元。这100余个重
点旅游项目，主要包括景区和度
假区、乡村旅游景区景点、融合发
展、服务体系建设等方面。

江津集中签约5个重点旅游项目
总投资163亿元

本报讯 （首席记者 陈钧）
近日，位于两江新区的中国重庆
（汽车摩托车）知识产权快速维
权中心正式挂牌运行。这标志
着西部首个知识产权快速维权
中心将正式进入实质性业务运
行阶段。

该中心将主要承担摩托车
汽车领域外观设计专利申请的
快速审查和确权工作、参与汽车
摩托车领域专利侵权诉前纠纷

调解工作以及知识产权维权援
助及服务工作，通过构建快速授
权、快速确权、快速维权的“绿色
通道”，助力汽车摩托车企业更
好更快发展，助推重庆汽车摩托
车产业转型升级。

快速维权中心正式运行后，
符合条件的汽车摩托车外观设计
专利，从申请到授权时间将缩短
到1个月以内，专利纠纷案件的
结案时间也将大大缩短。

重庆汽车摩托车知识产权
快速维权中心挂牌运行

本报讯 （记者 杨铌紫）记
者从7月13日举行的全市专家
服务工作座谈会上了解到，近年
来，我市持续优化人才服务，启动
外国人才签证制度，建设完善全市
专家库，入库专家 5100 余人，
2017年为900余名各类专家发放
津补贴和安家费2000余万元，建
成高层次人才“一站式”服务平台。

同时，我市积极实施人才服
务证制度。截至2017年底，全市
专业技术人才达160万人，高级
职称达16万人，“两院”院士16

人，国家“千人计划”专家110人，
“万人计划”专家39人，“百千万
人才工程”国家级人选110人，国
家突出贡献中青年专家91人，享
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专家
2588人。

据了解，下一步，市人力社保
局将大力营造“近悦远来”的人才
环境，加快集聚万名高端人才，培
养十万产业人才，开发百万紧缺
实用人才，落实“项目评审、人才
评价、机构评估”改革，研究制定
更有吸引力的人才政策。

重庆专家库已有专家5100余人
去年为900余名各类专家发放津补贴和

安家费2000余万元

7月14日，万州区北山音乐广场外的
滩涂上格桑花盛开，吸引众多市民赏花游
玩，成为新景点。据了解，这片消落带上的
格桑花是该区城管局实验播种的，旨在美
化长江消落带，今后将在长江万州段消落
带上大范围推广。

通讯员 冉孟军 摄

万州

消落带成景点

20182018重庆市全民健身周特刊重庆市全民健身周特刊 新时代全民健身动起来 重庆动起来
我市即将启动2018年“全民健身日”暨重庆市“全民健身周”系列活动

今年8月8日，我们将迎来第十个全国“全民健身日”。为了让“全民健身日”深入人心，真正成为广大人民群众自己的节日，我市将于8月3日-12日举办主题为“新时代全民健身动起来 重庆动起来”的2018年“全民健身日”暨重庆市“全民健身周”系列活动。
今年的活动呈现出了诸多的创新和亮点：首先是整体联动，同频共振，在活动组织上分六个层面开展；活动形式丰富、特色突出；体旅融合，在仙女山、金佛山等知名旅游景区举办多项体育赛事。同时运用互联网+，线上线下结合，广大市民群众可以运用各种软

件参与活动，并赢取奖品。欢迎大家参与，让我们一起，新时代全民健身动起来，重庆动起来。

2018“全民健身日”暨重庆市“全民健身周”活动启动仪式安排表

2018年“全民健身日”暨重庆市“全民健身周”示范活动安排表

2018年“全民健身日”暨重庆市“全民健身周”区县活动安排表

“中国体育彩票”2018重庆市“全民健身周”冰雪项目联动安排表

2018年“全民健身日”暨重庆市“全民健身周”全国青少年夏令营活动安排表
单位

南岸

时间、地点

8月3日 南岸协信星光商城

主题活动（启动仪式）名称

2018年全国青少年冬夏令营（重庆站）暨重庆市青少年夏令营活动启动仪式

赛事（活动）内容

启动仪式（跆拳道、击剑展示等）

总规模（人次）

200—300

单位

重庆市社会体育指导中心
重庆市奥林匹体中心

重庆市体育彩票管理中心
重庆市武术运动管理中心
重庆市足球运动管理中心
重庆市体学科学研究所

九龙坡区体育局

时间、地点

8月3上午8：00
市奥体中心广场、游
泳馆、万象城冰场

主题活动（启动仪式）名称

“中国体育彩票”2018“全民健身日”暨重庆市“全民
健身周”活动启动仪式（8月3日8—11时）

赛事（活动）内容

1.启动仪式：排舞、瑜伽、花式跳绳、踢毽、轮滑、
武术、健身操、体质测试、体彩宣传、游泳、羽毛
球、保龄球、乒乓球、足球
2.冰雪项目联动启动仪式：青少年冰球表演、冰
球操等
3.体育庙会：运动品牌商、体育培训机构、项目
展演等

总规模（人次）

4000

序号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单位

重庆市
棋院

渝中区

江北区

大渡口区

沙坪坝区

九龙坡区

南岸区

北碚区

渝北区

巴南区

江津区

南川区

武隆区

石柱土家
族自治县

万盛经
开区

时间、地点

8月5日10:00
市体育馆

8月7—8日
大坪英利大融城

8月8日
观音桥步行街
8月2—9日
各体育场、馆

8月4日—12日
三峡广场

8月4日—10日
杨家坪步行街；有关健身场、馆

8月8日 泽科新泽会商场（弹子
石）、上海城商场（南坪）

8月3—11日 万达广场、海宇
温泉大酒店、十里温泉城

8月8—12日
碧津公园大门广场、区体育馆、

商业中心、中央公园
8月8—15日
万达广场

8月8—11日
区体育场、馆、四面山镇

8月8日
新区政府广场

8月6—10日
仙女山镇广场，区体育场、馆

8月4日—12日
县各体育场、馆

8月5日
黑山谷运动中心

主题活动（启动仪式）名称

全国棋牌项目万人同赛重庆市分会场系列活动

渝中区2018年“全民健身日”启动仪式
暨“体彩杯”健身展示·百姓赛场活动（8月7日

10：00—12：00）
江北区2018年“全民健身日”暨“全民健身周”启

动仪式
2018年“全民健身日”暨大渡口区“全民健身周”

启动仪式（8月8日）
2018年“全民健身日”系列活动启动仪式及沙坪
坝区“全民健身日”活动展示、群众体验活动（8月

5日7:30—11:00）
2018“全民健身日”暨九龙坡区“全民健身周”系

列活动启动仪式（8月4日19：00—21：00）

2018“全民健身日”暨南岸区“全民健身周”系列
活动启动仪式（8月8日10:00）

2018年北碚区“全民健身日”暨“全民健身周”系
列活动（8月3日上午和晚上）

2018“全民健身日”暨渝北区“全民健身周”系列
活动启动仪式（8月8日）

2018巴南区“全民健身月”启动仪式暨第九套广
播体操比赛（8月8日9：00—11：30）

2018“全民健身日”暨江津区“全民健身周”系列
活动启动仪式（8月8日）

2018南川区全民健身日十周年系列活动启动仪
式暨全民健身万人健步走活动（8月8日上午）

2018“全民健身日”暨武隆区“全民健身周”系列
活动启动仪式（8月10日上午）

2018“全民健身日”暨石柱县“全民健身周”活动
启动仪式，太极拳展示活动（8月3日上午）

庆祝“全国第十个全民健身日”全民健身系列活动
启动仪式（8月5日）

赛事（活动）内容

1.国手应众赛、围棋挑战赛、讲棋活动；2.围棋段位
赛、桥牌双人赛等

1.启动仪式（项目展示：太极拳、健身气功等表演）；
2.全民健身互动闯关趣味活动

少儿足球、篮球、跳绳、柔力球等展示活动

1.启动仪式（广播操）；2.健步走、游泳、足球、门球、
网球；3.体质测试

1.启动仪式（项目展示：艺术体操、太极拳等表演及
互动体验）；2.“百姓赛场”进社区活动等。

1.启动仪式（项目展示：柔力球、健身球等及体质测
试）；2.棋类、足球、游泳达标、攀岩、健身气功等

轮滑轮滑钻低杆挑战赛、速度赛

篮球、游泳、乒乓球、足球、轮滑赛；体育舞蹈、柔力
球表演

1.启动仪式（健步走）；2.武术表演、体质测试等

广播操、轮滑、足球、篮球、漂流等

1.启动仪式（武术、健身球操、篮球对抗赛、太极）；
2.志愿服务、太极展示、健步走等

1.启动仪式（健步走）；2.健身气功展示、漂流季（神
龙峡）、慢跑节（神龙峡）、露营季（金佛山）、自驾游
（金佛山）等

1.启动仪式（登山、乒乓球、跳绳、平板支撑、体质测
试）；2.仙女山镇：汽车拉力培训、篮球夏令营等

1.启动仪式（太极拳展示）；2.黄水镇：太极拳、健身
气功、乒乓球、象棋、钓鱼

1.启动仪式（千里健身步道健身跑、黑山谷）；2.足
球、篮球、羽毛球等项目比赛

总规模（人次）

4000

1000

1000

4000

5000

10000

1500

10000

6000

10000

2500

10000

4000

3000

8400

序号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21

22

23

24

25

单位

万州区

黔江区

涪陵区

长寿区

合川区

永川区

綦江区

大足区

璧山区

铜梁区

潼南区

荣昌区

梁平区

城口县

丰都县

垫江县

忠县

开州区

云阳县

奉节县

巫山县

巫溪县

秀山县土
家族苗族
自治县

酉阳县土
家族苗族
自治县

彭水苗族
土家族自
治县

时间、地点

8月4—13日
区体育场、馆

8月5—13日
区体育场、馆

8月4—12日
区体育场馆、奥体中心

8月8—31日
区体育场、馆

8月8—12日

8月4—12日 区体育中心、游
泳池、体育馆、镇街、社区

8月4—12日 区游泳馆、体育
中心、花坝露营基地

8月4—12日 区体育中心等

8月6—12日 区文体广场、区
体育中心游泳池、镇街、社区

8月4—12日 区运动场、登山
步道、全民健身中心

8月4—12日
区体育馆

8月4—8日 区体育场、馆、游
泳池

8月8日8：30 区全民健身中
心、体育馆、游泳馆

8月8日 县红军广场、体育馆、

8月4—12日
县体育馆等

8月4—12日 县体育场、馆

8月8日 忠州广场、县游泳馆

8月6—12日
军神广场、体育馆、游泳馆等

8月4—12日
群益广场、体育馆、游泳中心、

网球场等

8月4—10日
县游泳馆、地王广场、人民广

场、乔木广场

8月8日 秀峰体育公园

8月4—12日 县体育场、风雨
球馆

8月5—11日
花灯广场、县体育馆、门球场等

8月4—12日
县体育馆、桃花源广场

8月4—12日
县体育场、篮球场、网球场等

主题活动（启动仪式）名称

2018“全民健身日”暨万州区“全民健身周”活动启动仪式（8月8日）

2018“全民健身日”暨黔江区“全民健身周”活动启动仪式（8月8日
20：00—21：30）

主题活动：2018年全国男子篮球（NBL）联赛（8月8日19：30）

2018“全民健身日”系列活动启动仪式暨篮球之夜活动（8月8日
19：00）

2018“全民健身日”暨合川区“全民健身周”活动启动仪式（8月8日）

2018“全民健身日”暨永川区“全民健身周”活动启动仪式（8月7日）

2018“全民健身日”暨綦江区“全民健身周”主题活动：綦江区“浪漫
花海 云端花坝”美丽乡村运动会暨綦江区第一届运动会会徽、会标

发布仪式（8月8日）

2018“全民健身日”暨大足区“全民健身周”活动启动仪式（8月8日）

“德耀巴渝，志愿重庆”体育为民惠民全民健身志愿服务活动（8月8
日8：00—10：00）

2018“全民健身日”暨铜梁区“全民健身周”活动启动仪式（8月8日）

2018“全民健身日”暨潼南区“全民健身周”活动启动仪式（8月8日
7：00）

2018年“全民健身日”主题志愿服务活动
8月8日8：00—10：00

2018“全民健身日”暨城口县“全民健身周”活动启动仪式（8月8日
8：00—10：30）

2018“全民健身日”暨丰都县“全民健身周”活动启动仪式（8月8日
9：00）

2018垫江县“全民健身日”游泳比赛
（8月8日）

2018“全民健身日”暨忠县“全民健身周”活动启动仪式（8月8日）

2018“全民健身日”暨开州区“全民健身周”活动启动仪式（8月8日）

2018“全民健身日”暨云阳县“全民健身周”活动启动仪式（8月4日）

2018“全民健身日”暨奉节县“全民健身周”活动启动仪式（8月8日
8：00—9：00）

2018“全民健身日”暨巫山县“全民健身周”活动启动仪式（8月8日）

2018“全民健身日”暨巫溪县“全民健身周”活动启动仪式（8月8日）

2018“全民健身日”暨秀山县“全民健身周”活动启动仪式（8月8日）

2018“全民健身日”暨酉阳县“全民健身周”活动启动仪式（8月8日）

2018“全民健身日”暨彭水县“全民健身周”活动启动仪式（8月8日
9：00）

赛事（活动）内容

游泳达标、志愿服务等

1.启动仪式（瑜珈、跆道道、太极拳、健身
气功）；2.3人篮球、5人足球、门球、羽毛
球、轮滑、羽毛球、武术等

1.全国男子篮球（NBL）联赛；2.游泳达标、
体育互动体验等

1.启动仪式（动感单车、健身（操）舞等表
演）；2.健身咨询、科普讲座、体质测试

1.启动仪式（乒乓球、羽毛球、趣味健身活
动展示）；2.志愿服务活动、互动体验等

1.启动仪式；2.拔河、游泳达标、健身气功、
体育趣味活动

1.启动仪式（美丽乡村运动会）；2.游泳达
标、健康体质测试、足球联赛等

1.启动仪式；2.足球联赛、游泳达标、武术
展演、体质测试、广播体操

1.志愿服务活动（体质测试、健身咨询、技
能指导、送器材等）；2.游泳达标活动

1.启动仪式（太极拳、跆拳道、武术、花样
跳绳、体质测试）2.健身操、柔力球、气排
球等

1.启动仪式（广场舞、太极拳、健身气功、
乒乓球、体质测试）；2.健身咨询、游泳活
动等

太极拳、游泳技能指导、体质测试；渝蜀黔
三省市游泳邀请赛

健身咨询、展演活动、体质测试

太极拳、柔力球、广播体操、跳绳、乒乓球、
羽毛球、体质测试

1.启动仪式（健身气功、柔力球、太极功夫
扇等）；2.乒乓球、羽毛球、自行车、象棋等

1.游泳比赛；2.8人足球、3人篮球、体质测
试等

1.启动仪式；2.篮球联赛、游泳达标赛等

1.启动仪式；2.乒乓球、羽毛球、游泳等

1.启动仪式（健身操舞）；2.足球夏令营、太
极拳、游泳、门球、3人篮球、体育舞蹈、门
球

1.启动仪式（武术、瑜珈、健身操、极限单
车、武术表演）；2.乒乓球、健身指导、体质
测试

男子篮球联赛、羽毛球、乒乓球、健身展示

1.启动仪式；2.篮球、羽毛球等

1.启动仪式（健步走活动）；2.游泳、门球、
篮球、户外徒步

1.启动仪式；2.气排球、3人篮球、、体质测
试等

1.启动仪式；2.健身秧歌、太极拳（剑）、科
学健身咨询等

总规模（人次）

2000

4600

2000

4000

1200

3000

1500

4000

1000

序号

1

2

3

4

5

6

7

8

活动名称

欧悦冰场ISI亚洲滑冰协会等级
考核赛前集训

全国俱乐部联赛

大零冰场暑期青少年冰上技能集
中培训

世纪星冰场ISU全国等级考试

欧悦冰上闯关游园会

欧悦雪球大作战

重庆市青少年冰球友谊赛

南天湖雪场旱地滑雪零基础培训

地址

两江新区爱琴海购物
公园

江北大石坝街道东原
新新PAARK购物中心

重庆江北嘴庆云路二
号国金中心一层

江北大石坝街道东原
新新PAARK购物中心

两江新区爱琴海购物
公园

两江新区爱琴海购物
公园
暂定

丰都南天湖

活动时间

2018年7月25日-
2018年7月26日

2018年7月28日-
2018年7月29日

2018年8月5日-
2018年8月10日

2018年8月11日-
2018年8月12日

2018年8月8日

2018年8月13日

2018年8月13日-
2018年8月15日

活动规模

60人左右

200

50学员

全国各地考相应等级的花
样滑冰学员，500人以上

四岁以上的儿童及家长，
人数待定
两支球队

参与人数100人左右

活动内容
本次集训针对该体系教授的动作可让学员在最短
的时间内进行提高，6名教练根据其设置的逻辑
教练进行专门性的训练。

全国赛

此次培训面向全社会，由大零公司组织此次集中
培训活动，针对不同基础制定不同训练计划，开设
不同班级。
重庆为2018年等级考核的四站之一。考核项目
为花样滑冰的基础，分为自由滑和步伐。

此活动有一系列的冰上闯关游园会项目，在儿时
游园会基础上添加更多积极活跃的元素，让家长
和孩子能在活动中体验不一样的冰上乐趣。

在学员和家长在快乐中运动，在快乐中收获健康，
拥有健康体魄。

市长公开电话 12345 税务热线 12366 药监局投诉 68810255 医疗事故纠纷咨询 67706615 市卫生监督所 68810000 市教委 63862151 市疾病控制中心 68809389 环保举报 1236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