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综合管理中心：63907104（传真） 63907131 63907102 广告经营中心：63907707 63907714 编辑出版中心：63907179 时政社会新闻中心：63907181 63907224 SZSHZX11@163.COM

编辑 许阳 美编 何洪

2018 年 10 月 12 日 星期五 3版

记者手记

“既美且富，家才像个样子。”10
月11日，重庆日报记者再次来到缙云
山，听到最多的就是这句话。

李星华是缙云山国家级自然保护
区的原住居民，为保护生态环境，他流
着泪亲手拆掉自家房子；上个世纪90
年代就开始经营农家乐的刘武、李铸
等人，为配合综合整治，在旅游旺季停
业拆下最高层、景观最好的客房；150
余名当地村民成为护林防火员……

对于他们来说，缙云山就是他们
的家。

一面是保护自然，一面是保障民
生，如何统筹推进缙云山国家级自然
保护区生态环境综合整治？四个多月
来，北碚区铆足劲实施整改，坚持创新
方式方法、坚持实事求是、兼顾民生诉
求等原则，推动着缙云山向生态美与
百姓富有机统一的方向发展。

两兄弟亲手拆掉自家房

60多岁的李星华、李星庸兄弟俩居
住在缙云山后山大屋基，那是他们祖祖
辈辈生活的地方。那里海拔700多米，
远望群山环绕、层峦叠嶂，是个不可多
得的“风水宝地”。然而，今年7月初，他
们兄弟俩却带头拆掉了自家的房子。

李星华的房子建于2012年，因为
危旧房改造政策才进行重建。重建
时，相关部门批准建设不到100平方
米，但他家却通过增高楼层一共建了
三楼一底900多平方米。

作为北碚区澄江镇缙云村最大的
违法建筑，李星华起初想着只把违章
部分拆除，人工拆了9天，没有多大进
展。“镇里的同志上门做工作，希望我
能带头加快进度。”第十天，李星华喊
来了镇里统一调度的挖掘机，当天就
将自家房子全部拆掉。

看着散乱一地的钢筋水泥，李星
华心中有不舍更有期盼。随后，他又
动员哥哥李星庸拆除违建700多平方
米。兄弟俩一带头，当地拆除实体违
建一下子有了突破性进展，绝大部分

原住村民都动了起来，着手拆除违章
建筑。他们说，生态美了，生活才会好
起来。

北碚区相关部门负责人介绍，当
地在坚守“生态保护红线”、限时完成
各阶段整治任务的同时，坚持实事求
是、推进民生改善等，有力地推进了相
关问题的整治整改。截至10月9日，
该区整治涉及实体违法建筑7.3万平
方米，完成全部体量的92.8%。近期
内，保护区相关搬迁的政策及方案将
会陆续出台。

拆掉最美景观房支持整改

露台上散乱地摆放着木地板，旁边
就是拆掉的6间顶层客房留下的地面，
这是记者在缙闲居民宿采访时看到的
场景。望着远处的苍茫群山，缙云村
四社缙闲居民宿经营者刘武，希望保
护区综合整治进度能够再快一点。

在今年7月开始的缙云山国家级
自然保护区生态环境综合整治开始
时，刘武才刚刚完成民宿的内外装修，
投入了70多万元希望能在夏天旅游
旺季尽快收回成本。然而，随着整治
动员向当地农家乐、民宿扩展，刘武和
当地多家农家乐停业整改。

“6月进入旺季，到7月停业整改，
今年营业一个月收入10多万元。”刘武
说，民宿业务对生态环境质量要求高，
生态环境整治有利于长远发展。为配

合整治，他拆除了民宿最高层、景观最
好的6间客房，并准备将其打造成一个
阳光露台。“档次的提升一定会吸引来
更多游客。”刘武信心满满地说。

同样是旅游住宿行业，缙云村一
社的李铸也拆掉了自家农家乐的顶层
违建，将三楼一底削成了两楼一底，并
进行装修改造。“希望借此机会，在明
年打个翻身仗。”李铸说，以前，当地农
家乐每人每天是100元包食宿，今年
不需要整改的农家乐每人每天的收费
已达到150元。“希望整改后可以达到
目标。”他说。

北碚区加强缙云山国家级自然保
护区生态环境综合整治工作领导小组
相关负责人介绍，近几个月来，该区对
缙云山景区乱象进行了专项治理，走
访农家乐160余家，出动执法人员300
余人次，对缙云山及周边农家乐违法
违规经营行为进行联合执法，依法责
令停止营业农家乐34家。目前，该区
旅游部门正在加快推进当地旅游服务
行业提档升级，打造具有地域品牌和
统一服务标准的农家乐、民宿品牌。

原住民投身生态环境保护

拆掉自家违建房屋后，64岁的李
星华被镇里安排当上了生态护林队队
员。“还是我们了解缙云山，别的人根
本找不到路。”除了下雨天，每天都要
轮流在责任林区里巡逻的李星华慢慢

习惯了新的身份。
缙云山是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动

植物资源丰富多样，一旦发生火灾，后
果不堪设想。“作为护林员，必须时刻
擦亮眼睛、亮起嗓门。”李星华说，除了火
灾，盗挖树木、乱砍滥伐和病虫害也是森
林的大敌。“守护，不能有一点松懈。”

北碚区相关负责人介绍，在全力
推进综合整治的同时，当地加大了困
难群众救助帮扶力度，聘请150名当
地村民担任巡山守卡护林员，引导和
鼓励群众积极参与缙云山生态环境保
护。随着缙云山生态环境综合整治的
深入推进，保护生态环境的观念在当
地已深入人心。

下一步，北碚区上下将抓住违建
整治重点任务，强化日常巡查监管，坚
决杜绝拆后复建、违建反弹的情况发
生，同步做好垃圾清运、清扫保洁、覆
土复绿等后续工作；持续开展旅游秩
序整治和环境综合整治，提升缙云山
景区品质；加强与市级相关部门、有关
区县的联动协作，加快《缙云山国家级
自然保护区总体规划（修编）》《缙云山
北碚区迁建地空间规划》《北碚缙云山
片区旅游策划及总体规划》等规划编
制；探索建立务实管用高效的自然保
护区管理体制机制，探索建立群众利
益联结机制和生态移民搬迁、生态赎
买等政策措施，努力实现生态美和百
姓富的有机统一。

缙云山村民有的拆掉自家房，有的当起护林防火员，他们说——

生态美了 生活才会好起来
本报记者 王亚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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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 黄琪奥）10月
11日，重庆日报记者从市文化委获
悉，江津区日前出台《江津区影视产业
发展扶持试行方法》（以下简称《方
法》），通过设立影视产业发展扶持专
项资金的方式，吸引更多影视企业入
驻江津，进一步打造影视产业链。

据江津区文化委有关负责人介
绍，对在江津区注册的影视企业，如果

拍摄的影视作品剧本获得夏衍杯、中
宣部“五个一工程奖”，最高可获得20
万元的扶持；如剧本曾获得中国电视
飞天奖、金鹰奖、中国电影华表奖、金
鸡奖等，则可获得最高10万元的扶
持。在江津区注册的影视企业以第一
出品单位的身份，发行的作品登陆城
市院线，并且票房达到3000万元以
上，可获得100万元的奖励；如该单位

作为第一出品单位发行的作品被央视
电影频道买断，则可获得10-30万元
的奖励等。该负责人还表示，在江津
注册的影视企业作为第一出品单位发
行的影视作品能在奥斯卡、戛纳等国
际A类电影节获奖，则将获得200万
元扶持资金，荣获中宣部“五个一工程
奖”则可获得100万元扶持资金等。

同时，该《方法》还指出，在江津区

取景的影视作品，达到规定要求可获
得30—60万元的现金补助。

“江津出台《方法》，打造影视产业
链只是我市近年来大力发展电影产业
的一个缩影。”市文化委有关负责人表
示，2017年，市文化委出台《重庆市电
影扶垚计划管理办法》，每年将有
1000万元的资金用于扶持本土电影
的发展，同时随着影人视界电影创意
公园落户巴南，华策影视、华录新媒、
北京步天影业、环球壹线、唐亚影视等
市外一批比较有实力的影视公司入驻
重庆，也为重庆电影产业发展提供了
新的动力。

设立2000万元产业发展扶持专项资金

江津区多项措施打造影视产业链

本报讯 （首席记者 陈
钧 实习生 唐璨）10 月 11
日，重庆日报记者从两江新区了
解到，落户该区的独角兽企业
——云从科技凭借“智慧金融中
的集成生物识别关键技术及应
用”入选吴文俊人工智能科技进
步一等奖。

10月9日，被誉为“中国智
能科学技术最高奖”的吴文俊人
工智能科学技术奖第八届授奖
名单正式公布。本届吴文俊人
工智能科学技术奖竞争激烈，在
700多家高校、研究院所和企业
申报的329个项目中，最终只有
70个成果授奖，云从科技创始
人周曦博士带领团队研发的“智
慧金融中的集成生物识别关键

技术及应用”是4个人工智能科
技进步一等奖之一，也是唯一一
个获得一等奖的由重庆企业主
导的项目。

云从科技研发的“智慧金融
中的集成生物识别关键技术及
应用”已形成系列产品簇，通过
集成人脸识别、指纹识别、虹膜
识别等多种生物特征识别方案，
广泛运用于金融行业业务办理
时身份验证并进行统一记录与管
理，对用户进行交叉实名认证，加
强了金融机构信息管理、风险管
理、审计“三道防线”建设。

吴文俊先生是全球著名的
数学大师、人工智能先驱、首届
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获得者、中
国科学院院士。

重庆企业获业内最高荣誉
云从科技入选吴文俊人工智能科技进步一等奖

本报讯 （记者 杨艺）10
月 18日—21日，“重庆市第四
届中小微企创业创新服务节”将
在杨家坪商圈举办。全市500
余家知名单位和企业，以及来自
四川、湖北、河南洛阳、辽宁沈
阳、贵州铜仁等地的20余家单
位和企业参展参会。

本届服务节由市商务委和
九龙坡区政府主办，主题为

“牵手中小微企，引领创业创
新”。

“渝创之星”评选活动已向
全市征集到300余个项目，涵
盖人工智能、电子商务、医疗服
务、信息技术等方面，其中有肾
科智能分析机器人、VR家居新
零售、钛星AI超算网络、智能
住宿产业共享平台等众多创新
项目。

“渝创+”项目推介及投融
资对接会是服务节一大亮点，来
自互联网技术、新零售、虚拟现
实、电子技术等行业的20余家
优质中小微企业将现场推介，易
一天使、星耀资本、PNP、重庆成
长工场创新基金等15家投资机
构现场投资，还有重量级导师和
嘉宾亲临现场点评和指导，推动
创业项目快速发展。

本届服务节还邀请了全国
“两创”示范城市、双创示范基
地、高校孵化园、企业示范基地
等代表进行现场交流。哈尔滨

“两创”示范城市、湖北省商务
厅、洛阳市小微“两创”示范城
市、贵阳省铜仁市中小商贸流通
企业服务中心等齐聚山城，共同
对各城市的开展的“两创”工作
进行展示、分享。

第四届中小微企创业创新服务节本月18日开启

300家企业将竞逐“渝创之星”

（上接1版）

新厂房
明年上半年即可投产

膜达膜的主要投资者来自
厦门。由于产业发展的需要，重
庆膜达膜材料科技有限公司组
建成立，落户两江新区，预计年
产值1亿元以上。

膜达膜从考察两江新区到
智博会上签约落户，仅仅花了半
个月时间。

为什么如此快速、高效？
两江新区装备产业部有关负责
人介绍，该区正加快推进新旧
动能转化，双方可谓“一拍即
合”。

原来，在高分子材料领域，
两江新区一直希望引入一家代

表性企业，正好膜达膜在进行扩
厂选址。双方接触后，两江新区
决定加紧让膜达膜落户，并将一
处预留的标准厂房提供给膜达
膜使用。

“从考察到决定落户，只花
了一周时间，即便是确定最终细
节，也没超过半个月。”练必元
说，最终膜达膜与两江新区在今
年智博会上成功牵手。

“这个项目一期投入5000
万元，主要用于租用装修厂房、
购置三条全自动智能化生产线、
完善生产工艺等，未来我们会根
据生产情况继续加大投入，后期
将扩大生产规模，建设厂房。”练
必元介绍，目前公司生产线齐
全，租用厂房已经确定，装修后，
明年上半年即可投入使用。

这个环保高科技项目为何“跑步”入渝

（上接1版）
前不久，南津村四社贫困户刘怀

安在进行D级危房改造时，因地的问
题同叔伯兄弟发生争执，互不相让。
刘宁赶到时几人正在抓扯，他急忙将
他们分开，让双方都冷静下来。随后，
刘宁用上了自己总结的“情理交融
法”，即用情来说服矛盾双方换位思
考，并通过多年当警察时处理的类似
案件加以引导，整整调解了3天，两家
人终于达成和解。目前，刘怀安的新
房已经竣工。

五社村民冯云汉在另一村民家的
荒田里种上庄稼，同社村民陈克景却在

这片庄稼地里放牛，冯云汉一怒之下将
耕牛“扣押”了。经刘宁一番调解，不
到两个小时，两位老人便消除了隔阂。

十三社村民唐均西在别人承包地
上种玉米，邻居龚光明在周围放羊，结
果羊吃玉米不说，一只羊糊里糊涂死
在水缸里，一只羊莫名其妙掉进茅厕。
矛盾不断升级，两人结下了“梁子”，还
放出了狠话。刘宁通过个别谈话、双
方面对面、联系双方外出子女出面做
工作等多种办法，最终促使两位老人

握手言和。

他是儿子：笑在脸上痛
在心里

前两个“身份”虽然辛苦，却让刘
宁感到充实和满足。然而，每当忙完
了工作上的事，他的心情便会急转直
下，因为患胃癌的母亲已经时日不多，
自己却不能长伴床前尽孝。

今年3月，刘宁的母亲被确诊为
胃癌。由于工作原因，刘宁只能每周

去医院看望一次。每到周末回城后，
他便第一时间赶到医院，周六再亲自
下厨，为母亲做点好吃的，中午送到病
房，一勺勺喂进母亲嘴中。看到老母亲
吞咽困难和痛苦的表情，刘宁一双结实
有力的大手总会不由自主地颤抖。

每每这时，母亲总会安慰他：“儿
啊，你去忙你的事，妈这没事，不要耽
搁了你的工作。”

“妈，儿今天不忙，今天只陪您。”
周末的两天时间很快过去，每个

星期天下午5点左右，刘宁又要动身
赶往几十公里外的南津村，继续当他
的驻村工作队队长和警察……

驻村干部刘宁的三重身份

仅用半个月时间引进“膜达
膜”这家环保高科技公司，只是
两江新区快速吸引高科技、智能
化项目的一个缩影。

高科技、智能化项目每个地
方都想争取，出手必须要“快”。
两江新区抢抓智博会机遇，依托
两江新区数字经济产业园、礼嘉
智慧城等新载体，签约项目 62
个，协议投资金额超过千亿元，
吸引了国内最大的智能服务机
器人“独角兽”企业优必选、视源
科技、臻迪特种机器人等一批高
科技智能化项目。

吸引项目不仅出手要“快”，
服务更要“细”。如在引进膜达
膜的过程中，两江新区毫不犹

豫，将原本预留的一处标准厂房
提供给膜达膜，让其可以快速布
置生产线，快速形成产能。

两江新区为充分激发市场
活力，加快形成法治化、国际化、
便利化的营商环境，制定了《两
江新区进一步优化营商环境“十
项行动”方案（试行）》，细分 40
条举措，要将该区打造成全国行
政效能最高、发展环境最优地区
之一。

服务做好了，效果看得见。
统计数据显示，今年1-9月，两
江新区直管区共引进重大项目
113个，投资1715.4亿元。这些
重大项目将为两江新区推动新
旧动能转换提供充足动力。

引入项目出手要“快”服务要“细”

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
分公司拟对重庆晋愉峰海房地产有限公司1
户债权进行处置。截至2018年7月31日，债
权本金为5688万元，债权利息2556.46万元，
代垫费用0万元，合计8244.46万元。该债权
的交易对象为法人、自然人、其他组织，并应
具备注册资本、资信证明、境内企业等条件，
但国家公务员、金融监管机构工作人员、政法
干警、资产公司工作人员、国有企业债务人管
理层以及参与资产处置工作的律师、会计师、
评估师等中介机构人员等关联人或者上述关
联人参与的非金融机构法人，以及与参与不
良债权转让的资产公司工作人员、国企债务
人或者受托资产评估机构负责人员等有近亲
属关系的人员不得购买或变相购买该资产。

公告有效期：10个工作日

受理征询或异议有效期：10个工作日，如
对本次处置有任何疑问或异议请与中国信达
浙江分公司联系。

联系人：薛先生
联系电话：15310846059
分公司地址：杭州市延安路528号标力

大厦B座11-12楼
对排斥、阻挠征询或异议的举报电话：

0571-85774697
对排斥、阻挠征询或异议的举报电子邮

件：lexunping@cinda.com.cn
详见我公司网站：www.cinda.com.cn

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
2018年10月12日

重庆晋愉峰海房地产有限公司1户债权处置公告
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

分公司拟对重庆美帆金属材料有限公司1户
债权进行处置。截至2018年7月31日，债权
本金为6500万元，债权利息1969.09万元，代
垫费用15万元，合计8484.09万元。该债权
的交易对象为法人、自然人、其他组织，并应具
备注册资本、资信证明、境内企业等条件，但国
家公务员、金融监管机构工作人员、政法干警、
资产公司工作人员、国有企业债务人管理层以
及参与资产处置工作的律师、会计师、评估师
等中介机构人员等关联人或者上述关联人参
与的非金融机构法人，以及与参与不良债权转
让的资产公司工作人员、国企债务人或者受托
资产评估机构负责人员等有近亲属关系的人
员不得购买或变相购买该资产。

公告有效期：10个工作日

受理征询或异议有效期：10个工作日，如
对本次处置有任何疑问或异议请与中国信达
浙江分公司联系。

联 系 人 ：薛 先 生 联 系 电 话 ：
15310846059

分公司地址：杭州市延安路528号标力大
厦B座11-12楼

对排斥、阻挠征询或异议的举报电话：
0571-85774697

对排斥、阻挠征询或异议的举报电子邮
件：lexunping@cinda.com.cn

详见我公司网站：www.cinda.com.cn

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
2018年10月12日

重庆美帆金属材料有限公司1户债权处置公告

机构名称：中国大地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重庆分
公司第二中心支公司

机构负责人：黎明
机构编码：000010500107
原机构住所：重庆市九龙坡区杨家坪团结路1号国

际金融大厦17F北楼、23F南楼
现机构住所：重庆市九龙坡区花半里路2号2幢8-

6、8-7、8-8、8-9
成立时期：2005年08月23日
邮政编码：400050 联系电话：023-68522288
业务范围：财产损失保险、责任保险、法定责任保

险、信用保险和保证保险、农业保险、其他
财产保险业务、短期健康保险和意外伤害
保险、上述保险业务的再保险业务。

发证日期：2018年09月20日
发证机关：中国保监会重庆监管局

保险业务机构
地址变更公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