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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距首届智博会开幕

还有 2 1 天

本报讯 （记者 夏元）重庆日报记者8月1日从智博会承委会获
悉，截至目前，已有300多位中外嘉宾、500余家国内外企业和13个国
际友好城市（机构）确认参加8月23日-25日在重庆国博中心举行的
智博会。

据介绍，目前确认出席智博会的嘉宾包括新加坡荣誉国务资政
（前总理）吴作栋、德国杜塞尔多夫市市长托马斯·盖泽尔、美国高通全
球总裁克里斯蒂安诺·阿蒙、甲骨文全球副总裁尼尔·门德尔松、硅谷
人工智能研究院创始人皮埃罗·斯加鲁菲、阿里巴巴董事局主席马云、
腾讯公司董事局主席马化腾、华为技术有限公司董事长梁华等300多
位嘉宾。参展企业方面，目前已经确认谷歌、微软、英特尔、西门子、华
为、阿里巴巴、腾讯、浪潮、紫光等500余家企业机构将在国博中心亮
相，还有13个国际友好城市（机构）也将现场布展，预计展馆面积将达
18万平方米。

智博会承委会表示，目前正在进行嘉宾名单梳理、证件设计制作
等筹备事宜，随后将陆续发放入场证件。出席开幕式及高峰会的嘉宾
都将通过人脸识别，在符合注册信息的情况下方能入场，禁止转让入
场资格。智博会期间所有展览活动将对公众免费开放，观众登录智博
会官方网站或手机客户端、微信完成信息注册后即可入场。

300多位嘉宾500余家企业
确定参展智博会

本报讯 （记者 陈国栋）8月1日，重
庆市人民政府与泰康保险集团签署战略合
作协议。市委副书记、市长唐良智会见了
泰康保险集团董事长陈东升，并共同见证
签约。副市长刘桂平、泰康保险集团执行
副总裁李艳华参加活动。

唐良智代表市委、市政府，代表陈
敏尔书记，对陈东升一行表示欢迎。唐
良智说，当前，重庆正深入贯彻习近平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全面落
实习近平总书记对重庆提出的“两点”
定位、“两地”“两高”目标和“四个扎实”

要求，打好“三大攻坚战”、实施“八项行
动计划”。希望泰康保险集团积极参与
重庆改革发展，加大对重庆基础设施、
民生保障等领域金融支持力度，实现共
赢发展。

陈东升说，泰康保险愿发挥在保险保

障、投融资、医养等方面优势，不断深化与
重庆合作，为促进金融保险与重庆经济社
会融合发展贡献力量。

根据协议，双方将进一步加强在企业
（职业）年金、商业健康保险、保险投融资等
方面的合作，推动重庆基础设施建设、战略
性新兴产业发展及保障和改善民生。将探
索医疗养老领域合作，打造高品质医养社
区、医院等，推动重庆健康养老服务产业发
展和智慧城市建设。泰康保险集团还将推
动一批集团子公司、区域业务中心、创新型
金融类子公司落户重庆，助推重庆现代金
融中心建设。

重庆市政府与泰康保险集团签署战略合作协议
唐良智会见泰康保险集团董事长陈东升并见证签约

本报讯 （记者 陈波）7月31日，
记者从市民政局获悉，为推进“千百工
程”设施建设，我市已印发《重庆市社区
养老服务“千百工程”建设规范》《重庆市
市级示范社区养老服务中心建设实施细
则》《重庆市社区养老服务中心（站）建设
任务》等配套方案，全面规范社区养老设
施的建设标准。

根据《重庆市社区养老服务“千百工
程”建设规范》，我市社区养老服务站和
市级社区养老服务中心必须遵循以人为

本、公平公正、社会运作、安全营运四大
原则。同时，所有设施建设应统一标识
标牌、统一功能风格、统一文化氛围。市
级示范社区养老服务中心室内外设计和
质量监理，原则上按政府采购程序统一
招标确定。

《规范》还提出了八大功能区设置，
即服务接待区、生活照料区、托养护理
区、健康管理区、文化教育区、人文关怀
区、休闲娱乐区、运营管理区，社区养老
服务站应选择设置四项以上功能区，市

级示范社区养老服务中心原则上应设置
以上所有服务功能区。

《重庆市市级示范社区养老服务中
心建设实施细则》提出，市级示范社区养
老服务中心由社会组织或企业运营，社
会组织应取得民政部门颁发的民办非企
业法人执照，企业应取得工商部门颁发
的企业法人执照，同时，要具有养老服务
资质，并按照社区养老服务中心（站）建
设规范和相关规定开展养老服务。

同时，市级示范社区养老服务中心

建筑规模原则上分为A、B、C三个标准，
A类规模的建设面积应在1800平方米以
上，B类规模的建设面积应不低于1200
平方米，C类规模的建设面积原则上应不
低于750平方米。

《细则》提出市级示范社区养老服务
中心采取公建民营、民办公助的方式运
营，支持连锁运营、联盟运营和PPP运营
等方式，鼓励各区县探索创新运营模式，
鼓励社区养老服务站与市级示范社区养
老服务中心建立营运联盟。

《重庆市社区养老服务中心（站）建
设任务》则详细分解了近三年建设任务，
其中，今年我市将建设社区养老服务站
200个，市级示范社区养老服务中心20
个；2019年和2020年将每年建设社区养
老服务站400个、市级示范社区养老服务
中心40个。

社区养老服务“千百工程”一揽子配套方案出台

今年全市将建社区养老服务站200个

本报讯 （记者 曾立）改善农村人
居环境，是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一场硬
仗。重庆日报记者8月1日从市发改委获
悉，为加快推进我市农村人居环境整治，
进一步提升农村人居环境水平，建设宜居
宜游美丽乡村，把重庆建设成为山清水秀
美丽之地，近日，市委、市政府印发了《重
庆市农村人居环境整治三年行动实施方
案（2018-2020年）》（以下简称《方案》）。

确定21个重点项目

市发改委相关负责人介绍，《方案》采
取项目化、事项化、清单化形式，部署了农
村垃圾治理、“厕所革命”、生活污水治理、
村容村貌提升、农业生产废弃物资源化利
用等重点任务，确定了21个重点项目，并
针对重庆实际，加大了农村户厕改造和入
户道路建设力度。

户厕改造方面，《方案》在《重庆市实
施乡村振兴战略行动计划》（简称乡村振
兴战略行动计划）确定的37.5万户改造
任务基础上，新增改厕任务79.5万户，到
2020年全市卫生厕所普及率达到85%。

入户道路建设方面，《方案》提高了建
设标准，由1米左右宽的人行便道提高到
1-3米宽，结合乡村振兴战略行动计划实
施的4.15万公里“四好农村路”，基本实
现30户以上的村聚居点入户道路“院院
通”“户户连”，基本解决村内道路泥泞、村
民出行不便的问题。

“需要特别说明的是，我市农村人居
环境整治是一项长期工作。”该负责人称，
《方案》着眼长远、突出三年，确定的三年
目标任务只是我市农村人居环境整治工
作的起步，为完成农村人居环境整治长期
任务实现良好开局。

资金从何而来

如此大规模的整治农村人居环境，资
金从何而来？

该负责人称，我市将着力构建财政优
先保障、金融重点倾斜、社会积极参与的多
元投入格局，资金来源主要有三个渠道：

一是加大财政资金投入，建立健全推
进农村人居环境整治财政投入保障机制，
将农村人居环境整治所需资金纳入预算，

同时建立涉农资金统筹整合长效机制，确
保财政投入与农村人居环境整治目标任
务相适应；

二是加大金融支持力度，规范有序吸
引金融资金投入，积极争取政策性金融机
构为农村人居环境整治提供信贷支持，支
持收益较好、实行市场化运作的农村基础
设施重点项目开展股权和债权融资；

三是调动社会力量积极参与，发挥农
民主体作用，完善农民参与引导机制，鼓
励农民投工投劳参与建设管护。创新投
融资模式，充分调动社会资本投入积极
性，鼓励社会资本参与农村人居环境整治
项目建设运营。

坚持规划先行建管并重

农村环境基础设施建成后，如何管理
运营？

“《方案》明确，要加强乡村规划编制
管理，同时着力健全农村人居环境建设和
管护长效机制，激发农民建设美丽家园的
自觉性、主动性。”该负责人称。

首先是用规划管理，坚持把制定村规

划作为改善农村人居环境的第一道工
序。2019年，我市将全面完成乡村建设
规划编制或修编，实行多规合一。在具体
管控上，坚持乡村建设先规划后建设，做
到农房建设有规划管理、行政村有村庄整
治安排、生产生活生态空间合理分离，优
化村庄功能布局，实现村庄规划管理基本
覆盖。

其次是建立有制度、有标准、有队伍、
有经费、有督查的农村人居环境管护长效
机制，充分考虑农民承受能力和意愿，建
立财政补助、村集体补贴、农户付费与投
工相结合的管护经费分担和保障制度。

同时，我市还将探索专业化市场化的
管护机制，加快培育农村垃圾污水处理市
场主体，营造有利的市场和政策环境，吸
引社会资本参与农村垃圾污水处理设施
投、建、管、运。

在项目审批方面，我市将进一步精简
优化，支持村级组织通过“一事一议”等方
式和农村“工匠”带头人等承接农村人居
环境小型工程项目，引导当地农户参与项
目建设及运营维护管理，激发农民参与建
设美丽家园积极性。

重庆印发农村人居环境整治三年行动实施方案

2020年 全市卫生厕所普及率达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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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31日，武隆区江口镇，龙
溪乌江大桥即将贯通。作为连接
市级深度贫困乡后坪乡与武隆城
区的交通节点工程，该桥全长
267米、宽10.5米，目前已进入工
程收尾阶段。据了解，龙溪乌江
大桥建成后将缩短后坪乡到武隆
城区的距离约40公里，减少行车
时间1.5小时以上，对推进脱贫攻
坚发挥重要作用。

首席记者 崔力 摄

一桥跨乌江
修路助脱贫

本报讯 （记者 周松 实习生 郑明鸿）8月1日，重庆日报记
者从市公安局出入境管理局了解到，当日下午，在西部航空公司工作
的新加坡籍华人陈佩良夫妇二人如愿以偿拿到了“中国绿卡”——外
国人永久居留身份证。他们是国家移民管理局自今年4月2日挂牌成
立以来，首例经重庆自贸试验区推荐获得永久居留身份的外国人。

2017年7月，市公安局推出“助推重庆内陆开放高地14项出入境
便利政策”，对在重庆自贸试验区工作，符合认定标准的外籍高层次人
才及其配偶、未成年子女，经重庆自贸试验区推荐，可直接申请在华永
久居留。在自贸区工作的陈佩良正好符合《重庆市外籍高层次人才认
定标准》，经重庆自贸办推荐，夫妻二人向市公安局出入境管理局递交
了永久居留申请，不到半年的时间，就拿到了永久居留身份证。

陈佩良告诉记者，他已经在重庆工作了4年，虽然从事高管职位，
也已经被认定为重庆的外籍高层次人才，但由于之前不符合申请条件
仍然无法享受永久居留待遇。现在国家移民政策支持下，经自贸区推
荐，他如愿以偿地拿到了“中国绿卡”，该卡在国内可以单独作为身份
证件使用，还能用来参与职称评定、参加社会保险、作为长期签证居留
等使用，完全解决了后顾之忧，工作起来心里更踏实了。

首例经重庆自贸区推荐的外籍人才
领到我国永久居留身份证

8月1日，位于上清寺转盘处的智博会首块倒计时牌安装完毕。
从7月27日开始，重庆日报报业集团重报户外传媒公司在上清寺

转盘、机场T3航站楼、悦来国博中心三个点位陆续安装智博会倒计时
牌，精心为首届中国国际智能产业博览会做好全方位宣传和服务。

李林轩 摄

智博会倒计时牌亮相街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