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９月5日，正在建设中的重庆长寿长江二桥。该桥是长
寿城市路网系统南北向交通主干道中跨越长江的重要节点
工程，位于渝怀铁路大桥下游1.85公里，长寿长江一桥上游

6.4公里处。大桥主桥采用悬索桥，主跨739米，结构形式为
钢箱梁。目前，该桥南北桥塔显现雏形，将于今年底封顶，预
计2020年上半年竣工通车。 记者 谢智强 摄

长寿长江二桥年底封顶

在大渡口区，有一个特殊的园区——“建
桥同心园”。这是中共大渡口区委统战部在
建桥工业园区，以其3个产业园为平台，聚合
统一战线力量，同心协力全力打造的一个同
心圆阵地。

该园成立4个月以来，统一战线发挥优
势、拓展资源，扎实开展金点献策、精准招商、
经典示范，为建桥工业园区及大渡口的各方
面发展赋能。

金点献策引才引智

今年5月4日，大渡口区“建桥同心园”启

动大会在重庆（大渡口）台湾中小企业产业园
举行。“建桥同心园”的首要职责就是“金点献
策”，组织引导以区民主党派、工商联和党外
知识分子联谊会等统战组织为责任主体，开
展对口调研、对症建言、对缺引智，充分发挥
建言献策、引才引智作用。

大渡口区随即建立了“同心园·大调研”和
“同心园·金点子”工作机制，每年集中开展一
次民主党派、工商联集体调研，深入摸清建桥
工业园和园区企业发展情况及面临的困难问
题，有针对性地提出意见建议。建桥工业园每
半年根据自身运营情况及园区企业需求，列出
困难问题清单，由区委统战部向全区统战成员
进行统一发布。各民主党派、统战团体及统战
成员根据自身资源承接能协调解决的困难问
题，提出合理化的“金点子”意见建议。

精准招商落地落实

“建桥同心园”启动以来，建立党派牵线、
团体搭桥、联合招商等模式，千方百计为大渡

口区招商引资。
民革大渡口区委邀请民革北京市东城区

委委员、北京阿兔科技有限公司、重庆TMG
艺术中心到大渡口考察和洽谈文艺演绎项
目。钢花影剧院和工业博览园被相中，这几
家公司有意买下钢花影剧院经营权，在大渡
口区新建具有现代感和时尚文化特征、规模
5000平米以上的演绎大厅。

民建大渡口区委会邀请上海金山区民建
企业家30余人到大渡口交流考察，推介区内
重点招商项目。

民进大渡口区委招来美年大健康产业
（集团）有限公司，对方有意向在大渡口区建
立体检中心。

经大渡口区侨联引荐，重庆启迪桑德环
境资源有限公司与天誉集团有意共同投资建
设环保产业园，打造新能源环卫车辆生产基
地、环卫一体化项目。天誉集团还将投资大
健康生物医药项目，在大渡口区建立三甲医
院和健康产业园。

经典示范共促共赢

“建桥同心园”把建桥工业园中的“台湾中
小企业产业园”“移动互联网产业园”“生物医
药产业园”3个产业园作为示范点，结合各民主
党派、工商联和统战团体特色优势，开展多对
一精准对接，推动实现产业园快速发展，同时
在产业园的发展中凝聚和壮大统战力量，形成
产业园发展和统战工作创新共促共赢。

目前，民革中央授予“两岸青年创新基
地”，民盟、民建、民进、农工党、九三学社等多
个民主党派市委会在大渡口区设立实践基
地，民革中央两岸青年创新大联盟还将与台
湾中小企业产业园共建两岸青年创新大联
盟，搭建台湾企业家来渝创业的新平台。

大渡口区委统战部负责人表示，将通过
“建桥同心园”这一阵地，聚力聚智聚能，将上
层建筑、经济基础和民生服务有机统一把同
心圆画得最大，在政治建设、作风建设和工作
业绩上争创一流、走在前列。

大渡口区聚合统一战线力量 打造“建桥同心园”
本报记者 张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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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 廖雪梅）9月5日，重庆日报
记者从市工程建设招投标交易中心获悉，新燕尾
山隧道工程正进行施工图审查招标，力争今年动
工。

新燕尾山隧道位于巴南区，工程起于快速路五
横线太阳岗立交（不含太阳岗立交），止于内环快速
路南泉立交（不含南泉立交），全长约6.8公里，双向
6车道，设计车速为60公里/小时，主要工程包括新
燕尾山隧道、南温泉立交、苦竹坝立交等项目，其中
新燕尾山隧道项目隧道段长约2.7公里。

市城乡建委人士介绍，新燕尾山隧道建成后，
将与渝黔复线高速公路和白居寺大桥相连，可解决
渝黔复线高速进城的问题，并加强大渡口区与巴南
区的联系。

新燕尾山隧道
有望年内动工

将加强大渡口区与巴南区之间交通联系

本报讯 （记者 廖雪梅）重庆日报记者9月5
日从市工程建设招投标交易中心了解到，观音桥地
下环道项目正进行设计招标，力争今年完成项目设
计工作。

观音桥地下环道项目位于江北区观音桥商圈，
全长约12.54公里，总投资约21.59亿元，拟建设形
成“一环九射”地下道路系统，主要工程包括：

“一环”，全长3.23公里，通过观音桥东环路、建
北五支路小苑道路以及在南侧利用现有及规划道
路新辟通道等方式，合围形成地下环道，采用四车
道逆时针交通组织；

“九射”，全长7.5公里，包括“五进四出”，分别
与嘉华大桥通道、渝澳大桥、建新南路、北滨路、曾
家岩大桥通道、商圈西北东大道通道等相接；

“车库连接线”，长1.81公里，将周边车库通过
连接线与环道相接。

据悉，观音桥地下环道建成后，将打通观音桥
商圈东西向、南北向快速过境通道，实现车辆的快
速进出和转换，减轻内部干道的交通压力。

观音桥商圈
要建地下环道
力争今年完成项目设计

本报讯 （记者 黄乔）近日，市人社局
下发了《关于开展第九批重庆市“百名海外高
层次人才集聚计划”人选申报工作的通知》，
启动第九批“百人计划”人选申报工作，一起
来看一看相关事宜吧！

申报条件有哪些？

据介绍，申报者应在近3年来渝或近期拟
来渝工作，在海外取得博士及以上学位（具有2
年以上海外工作经历且符合创业人才引进条
件的可放宽到硕士学位），年龄不超过55周岁
（生于1963年1月1日及以后），引进后每年在
市内工作不少于6个月，并符合下列情形之一。

（一）引进来渝的创业人才须同时符合下
列条件

1.拥有自主知识产权和发明专利，且其技
术成果为国内先进或填补国内空白，有权实
施产业化且具有较好的开发潜力；

2.有海外创业的成功经验或曾在国际知
名企业担任中高层管理职位2年以上，熟悉相
关领域和国际规则，有较强的经营管理能力；

3.自有资金（含技术入股）或海外跟进的

风险投资占创业投资的30%以上；
4.已创办企业1年以上，5年以下，且其产

品正处于中试阶段（产品已规模上市或尚未
形成产品的除外）。

（二）引进来渝的创新人才须符合下列条
件

1.引进到全市重大科技攻关项目或工
程技术项目的，应能够解决该领域关键技术
和工艺操作难题，或者曾是海外相关重大科
技（工程技术）项目的核心科研（技术）团队
成员。

2.引进到在渝高校、科研院所的，须在国
外知名高校、科研院所担任相当于教授以上
职务的专家学者，且具有较高的研究水平，近
5年以通信作者身份在国内外重要刊物上发
表过具有重要影响的学术论文，获得过国际
重要科技奖项或掌握重要实验技能、科学工
程建设关键技术。

3.引进到中央在渝企业、国有商业金融机
构和市属国有企业、民营企业的，应是在世界
500强企业、国际知名企业和金融机构担任过
中高级职务的专业技术人才或经营管理人才，

且拥有能够促进企业自主创新、技术产品升级
的重大科研成果，或具有丰富的金融管理、资
本运作经验，在业界有较大影响。

4.引进到医疗卫生机构的，应是在国外知
名高校、科研院所、医疗卫生机构担任相当于
教授以上职务的专家学者，须具有丰富的临
床经验、获得过有较大影响的学术奖励。

申报材料需要哪些？

市人社局相关负责人介绍，申报材料包
括申报书、附件、申报人其他个人信息表、“百
人计划”申报人选情况汇总表。

创业人才申报书附件材料包括：教育部留
学人员服务中心出具的《国外学历学位认证
书》及复印件；身份证或护照复印件；主要成果
（代表性论著、专利证书、产品证书）复印件或
证明材料；创办企业证明材料（营业执照复印
件、股权构成材料等）；工商部门出具的企业注
册资本金及出资额占比的证明材料；上年度企
业财务报表（资产负债表、损益表、现金流量
表）等材料。

创新人才申报书附件材料包括：教育部

留学人员服务中心出具的《国外学历学位认
证书》及复印件；身份证或护照复印件；与用
人单位签订的工作合同或意向性工作合同复
印件；在海外任职的证明材料；主要成果（代
表性论著、专利证书、产品证书）复印件或证
明材料；领导（参与）过的主要项目证明材料；
奖励证书复印件；其他需要提交的材料。申
报材料文本请登录EMIS专家管理信息系统
（http：//emis.ciat.cq.cn/emis）下载。

申报书和附件应合并装订，其他个人信
息表和申报人选情况汇总表另附。报送材料
时，需报送纸质申报材料和电子文档各一份，
电子文档内容应与纸质材料一致。

另外，报名采取个人申请或单位推荐的
方式，申报者登录EMIS专家管理信息系统，
按网上申报操作流程，填写申报书。

享受哪些待遇？

该负责人介绍，对入选“百人计划”的海
外高层次人才，按照渝委人才办〔2009〕17号
文件的规定，将作为市政府特聘专家，授予

“重庆市特聘专家”称号，享受相关工作条件
和生活待遇，纳入市委直接掌握联系的专家
管理服务。

如有相关疑问，可拨打申报办理咨询电
话：86868904。

第九批重庆市“百名海外高层次人才集聚计划”人选申报开始

8月 31日，2018成都国际车展
拉开帷幕，雪佛兰沃兰多首发登场并
宣布预售价格：“5+2”座版车型起步
价不高于12.9万元。同时，消费者抢
先预定沃兰多，即可在随车附赠的新
车好礼基础上，额外获赠价值4000
元的预售专属礼包，包括幻影套件包
和雪佛兰智控手环。

作为雪佛兰满足年轻消费群体
多元用车需求打造的全新力作，沃兰
多突破了传统家轿的固有形象，以

“一车多能”为核心理念，凭借极具动
感张力的造型设计、“5+2”灵活空间
布局、高效舒适的驾享操控、智能互
联的潮流科技以及先进可靠的人性
化配置，为年轻消费群体提供极富个
性又乐享全能的用车体验，开启中国
家轿新时代。

“5+2”布局
满足多样生活场景需求

沃兰多的设计灵感源于雪佛兰
全 功 能 运 动 概 念 车 CHEVRO-
LET FNR-X，采用全新一代家族
设计语言，呈现极富张力、动感时尚
的车身造型，迎合新时代年轻消费
群体标榜个性、追逐潮流的审美眼
光。座舱内部采用驾驶座优先理
念，通过富有立体感的型面、极富科
技感的座舱氛围以及充分考虑人机
工程学理念的巧思细节，展现新时
代家轿颜值为先、功能至上的设计

趋势。首发亮相的沃兰多Redline
尚·红版更凭借经典红黑设计大胆
表达炫酷潮流的时尚运动气质。沃
兰多拥有领先主流中级轿车的
2796毫米超长轴距，创新采用“5+
2”车内布局，并贴心设计多达39处
储物空间，以灵活多变的驾乘空间
和多元功能的用车体验，最大化满
足年轻消费群体多样生活场景的需
求。

高效动力
打造更富乐趣的驾驶感受

作为一款满足不同生活场景需
求的新时代家轿，沃兰多在操控体验
和燃油经济性上都有不俗表现。沃
兰多搭载全新一代Ecotec双喷射涡
轮增压发动机，匹配 6速手自一体
DSS智能启停变速箱或6速手动智能
启停变速箱，最大功率120千瓦，最
大扭矩230牛·米，百公里综合工况
油耗低至6.7升。同时，沃兰多采用
领先同级的四轮独立悬挂，具备可选
转向助力模式，外加优于传统家轿的
高坐姿，带来更开阔的视野和更富乐
趣的驾驶体验。

丰富配置
带来乐享“智行”体验

为满足消费者对驾乘品质和科
技体验的需求，沃兰多搭载了丰富的

科技配置，包括39项全系标配，展现
新时代家轿的强劲实力。沃兰多全
系标配高亮度双L型LED日间行车
灯、双元素LED尾灯和高位LED刹
车灯，为全天候安全行驶保驾护航；
而双片式电动全景天窗与电动遮阳
帘组合的加持，为车主带来轻松通透
的驾乘环境。

在舒适科技配置上，沃兰多除了
全系标配遥控钥匙、电子手刹、随需
可调的EPS电动随速助力转向等配
置外，还拥有一键启动、定速巡航等
功能，让驾车更轻松惬意。同时，随
着上汽通用汽车新一代车联网系统
的迭代升级，沃兰多搭载了雪佛兰全
新推出的新一代My Link智能车载
互联系统，创新集成手机互联系统和
安吉星智联映射系统，搭配8吋悬浮
式大屏，让年轻消费者乐享“智行”体
验。在安全科技方面，沃兰多全系标
配 20项全功能电子稳定系统。此
外，还配备独立数显胎压监测、倒车
影像、侧盲区监测等功能，用心打造
可靠的安全保障。

多年来，雪佛兰一直敏锐捕捉国
内汽车市场的发展脉搏，整合通用汽
车全球优势资源，倚靠上汽通用汽车
20多年来积累的覆盖全业务链的雄
厚体系优势，打造实用至上的品质家
轿。随着雪佛兰沃兰多在本届成都
车展首发亮相，国内年轻消费者将能
近距离感受新时代家轿高颜值、多功
能的产品魅力。

雪佛兰沃兰多成都车展首发亮相

“一车多能”开启家轿新时代

本报讯 （记者 杨永芹）9月5
日9：45，伴随着一声炮响，潼荣高速
重庆段曾家山隧道左线顺利贯通，标
志着潼（南）荣（昌）高速公路重庆段全
线最长隧道单幅贯通，这为全线2019
年建成通车打下了坚实基础。

曾家山隧道由中铁二十二局集团

承建，位于荣昌区广顺镇境内，左线长
1629米，具有不良地质发育、低瓦斯、
面临煤矿采空区处理等特点，施工难
度大，安全风险高，是全线的重难点控
制性工程。

为保证曾家山隧道安全施工，质
量可控，项目部在隧道施工中，采用防
水板热熔焊接吊挂式铺装和激光定位
等新技术。项目部在隧道施工管理
中，使用视频监控、人脸识别打卡、瓦
斯自动监控等技术，有效改善了隧道
作业环境，降低了危险作业面安全风
险。

潼荣高速重庆段是我市交通建设
“三年行动计划”的重点项目，也是重

庆市首个全国绿色公路建设典型示范
工程项目。该项目由中铁建重庆投资
集团铁发建新高速公司投资建设，起
点为重庆市潼南区北面川渝界的楠木
湾，终点为荣昌区清江镇梧桐寺，全线
长138公里，设计时速100公里、双向
四车道。

“潼荣高速重庆段是四川广安经
重庆潼南、大足、荣昌及周边地区的重
要联系通道，项目建成通车后，在渝西
地区形成一条纵贯南北的省际大通
道。”中铁建重庆投资集团相关负责人
称，届时，潼南至荣昌行车时间将由现
在的2小时缩短至1小时，将极大助
推渝西区域经济发展。

潼荣高速重庆段最长隧道实现单幅贯通
全线有望2019年建成通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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