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2 月 11 日，“重庆飞·畅逸行”商旅服务在重庆机场正
式上线，为旅客提供快速登机、代客泊车、老人儿童接送
机等相关服务。

记者 罗斌 摄

本报讯 （记者 崔曜）
12月 11日，重庆机场针对客
运和货运，分别推出了“重庆
飞·畅逸行”商旅服务产品和
生鲜货物“一小时”提货绿色
通道。今后在T3航站楼出港
的国内航班旅客，可享受更加
便捷的航空服务，生鲜商家1
小时内就能拿到货物。

针对客运，重庆机场推出
了“重庆飞·畅逸行”商旅服务
产品，为旅客提供重庆机场辖
区内的代客泊车、快捷登机
（协助办理登机牌、协助行李
托运、快速安检）、专用休息
厅、老人儿童接送机及会议接
站等服务。

重庆日报记者在现场看

到，T3航站楼内、外均设置了
“重庆飞·畅逸行”专用指引标
识，指引旅客前往“重庆飞·畅
逸行”服务站点，向工作人员
咨询相关产品。

针对货运，重庆机场推
出了生鲜货物“一小时”提货
绿色通道。以往，生鲜提货
需要 3小时左右，其中海产
品存活率只有 7成。现在，
商家 1 小时内就能拿到货
物，生鲜存活率提高了1—2
成，同时也缩短了生鲜货品
从产出地到重庆市民餐桌的
时间。“市民将享受到更加新
鲜的海产品，甚至比沿海一
些市场更新鲜。”机场相关负
责人表示。

方便晚到旅客快捷登机
重庆机场推出多项便捷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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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户端

本报讯 （记者 申晓佳）当前，越来
越多的人工智能产品及应用，正在改变人
们的生活，如何保证其便捷与安全兼备？
12月11日，2018人工智能与网络安全新
技术论坛在重庆举行，20多位来自国内
外的专家学者就人工智能发展应用趋势，
互联网、物联网中的网络安全等话题进行
了深入交流。

新西兰国立理工学院教授、国际信息
安全与数据分析协会主席庞韶宁认为，基
于互联网和人工智能技术的产品虽然让

日常生活更方便，但也在客观上带来了一
定风险。“例如，小到智能家居，大到工业
物联网，其基本结构都是由一个个网络节
点将家居及工业的各个环节相联。理论
上，节点越多，其安全风险就越高。”庞韶
宁建议，在搭建工业物联网时，要提前设

计好安全预案，对网络风险有足够的防范
意识，从而避免因单个节点被攻破而造成
整个网络瘫痪。

也有专家认为，在保障安全的基础
上，人工智能技术仍将为更多的社会领
域带来助力。香港中文大学教授金国

庆介绍，他和团队正在进行人工智能技
术在教育领域应用的探索，目前已经在
该校开设面向学生的人工智能项目。
下一步，他希望能把人工智能相关知识
及基础应用推广到中学生群体，并为企
业提供个性化的人工智能技术培训等
服务。

据悉，本论坛由市科协和国际信息安
全与数据分析协会联合主办，会期2天。
除学术交流外，期间还将进行人才项目洽
谈、科技成果转化对接等。

20多位国内外专家学者集聚重庆

探讨人工智能与网络安全

本报讯 （记者 夏婧）今年是改革
开放40周年，40年岁月里，一个个重庆
品牌锻造出一座城市的记忆。12月12
日起，重庆日报全媒体平台发起“改革
开放40年重庆品牌风云榜”全民网络票
选，展示“重庆造”的强大力量。曾经，
哪些品牌影响了你？现在，哪些品牌改
变着你？100个重庆品牌等你点赞！

据了解，重庆品牌风云榜是重庆日
报在改革开放40年之际推出的大型活

动，活动通过征集、遴选出一批重庆知名
品牌，在重庆日报全媒体平台进行宣传
报道，并通过网络投票形式，由市民选出
心中最能代表重庆形象的优秀品牌，集
中展示改革开放40年来重庆经济社会
发展成就，探寻经济和社会高质量发展
的实现路径。

重庆品牌风云榜活动于9月26日开
启推荐通道，经过2个月的推荐与筛选，
目前共有100个品牌入围此次评选，其

中风云榜60个、新锐榜40个。记者注意
到，此次榜单涵盖汽车、家电、食品、日
化、旅游等各个方面。如在风云榜中，就
有世界文化遗产大足石刻荣获“福布斯
全球企业500强”的龙湖地产、深深印入
重庆人记忆的天府可乐和冷酸灵；而新
锐榜单则涵盖了江小白、猪八戒、长安出
行等在近年来迅速发展的重庆品牌。

识别以下二维码，或登录重庆日报
客户端进入重庆品牌风云榜专题，就可

为你喜欢的品牌点赞。相同IP地址或微
信号每天可为同一榜单的10个品牌投
票，同一品牌最多可投10票。最终入选
名单将于12月下旬在重庆日报全媒体
平台公布。

重庆品牌风云榜开启投票通道
100个本土品牌等你点赞

本报讯 （记者 韩毅 通讯员 武
晓静）11月29日，“绿色亚太2018环保成
就奖”颁奖典礼在香港举行，重庆万盛黑
山谷景区荣获“绿色亚太2018环保成就
奖——杰出健康绿色旅游目的地”，为该
景区再添一块沉甸甸的奖牌。

“绿色亚太2018环保成就奖”评选活

动由联合国环境规划基金会、中国环保协
会、香港环保协会、澳门环保协会主办，旨
在秉持绿色发展理念，注重生态环境保
护，大力拓展健康绿色旅游产业。黑山谷
景区获此殊荣，不仅是因为秀美的自然风
光，更源于一直坚持在不破坏景区原生态
的前提下，以全域旅游发展的视角，对景
区进行保护开发、规范经营、绿色经营，对
入园游客文明旅游进行合理管控等。

当前，旅游产业在各地发展得如火如
荼。如何处理好发展和保护的辩证关系？
作为一座曾经的资源型城市，万盛对此有
更深刻的认识和领悟。万盛旅投公司相
关负责人介绍，在景区开发建设中，他们
始终秉持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发展
理念，以黑山谷、龙鳞石海景区为龙头，坚
持全域旅游发展牵引，科学布局奥陶纪公
园、板辽金沙滩水上部落、青年汇巅峰乐

园、尚古村落、百花谷等集高空项目、卡丁
车、赛车、攀岩、蘑菇总动员、乡村体验等众
多景区景点，纵向成链、横向成群，实现旅
游要素和服务的区域全覆盖，增加产品有
效供给，对游客形成持久吸引力。

今年上半年，黑山谷、龙鳞石海景区入
园游客量同比增长超过20%。黑山谷景区
旅游服务标准化项目，还获批为国家级示
范项，填补了国内养生旅游服务标准空白。

黑山谷：绿色发展引领万盛全域旅游“飞”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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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 报 讯 （首 席 记 者
李珩）在消化内科、儿科、妇
科等专业，哪个医生更好？
12月11日，重庆日报记者从
市卫生健康委获悉，第二批
重庆市首席医学专家人选名
单进入公示期，国医大师段
亚亭、重医附一院神经内科
教授王学峰等 19位专家获
得这一重庆卫生计生领域的
顶级荣誉（扫描二维码，查看
完整名单）。

据了解，2016 年 4 月，
重庆市委组织部、市编办、
市财政局、市教委、市人力
社保局、市卫生计生委 6部
门联合印发《重庆市高端卫
生 计 生 人 才 队 伍 建 设

“55221”行动计划（试行）》，
提出在“十三五”时期，全市
卫生计生系统培养或引进院
士 5名、选拔首席医学专家
50名、选拔培养医学领军人
才 200名、选拔培养中青年
医学高端后备人才 200名、
引 进 海 内 外 高 层 次 人 才
1000名，逐步搭建高端卫生
计生人才梯队。

据悉，选拔“重庆市首
席医学专家”是“55221”行
动计划的重要支柱，计划每
年选拔一批医德高尚、具有
较高学术造诣、在专业领域
具有较高声誉和权威、能够
引领医学技术创新发展的
重庆市首席医学专家，在
2020年达到50名。

重庆市首席医学专家任
期3年、年年考核、连任不超
过 2届等条件，保障了高端
人才的延续性和高质量。同
时，市卫生健康委将对重庆
市首席医学专家进行重点培
养，搭建人才基石，通过划
拨专项经费、落实高于本单
位 3倍绩效考核保障、优先
推荐参评国家级高层次人
才、优先推荐到国际国内学
术组织任职等方式，倾力帮
助其进一步成长为国家级高
层次人才。

重庆第二批
首席医学专家名单出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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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51
根据《招标拍卖挂牌出让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规定》，现对以下拟供应宗地按出让年限商业40年、办公40年、住宅50年、工业50年予以公告，公告时间为2018年12月12日12：

00－2019年1月2日12：00。公告时间内有2家以上（含2家）申报的，将择日采取招标拍卖方式确定受让方；公告时间内有1家申报的，将挂牌出让。招标拍卖日期另行通知。请有意
受让者在公告截止前到重庆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重庆联合产权交易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土地和资源交易分中心索取出让具体要求和相关资料并进行报名，联系电话：63650270、
63656187（FAX），地址：重庆市北部新区龙睛路2号凯比特大厦A1栋1楼，联系人：王先生。出让人：重庆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地址：重庆市渝北区龙山街道龙山大道339号。

详情请登录重庆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重庆联合产权交易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网站：www.cqggzy.com。

重庆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
重庆联合产权交易所集团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公开出让公告

商业、住宅类
序号 土地位置 用途 土地面积（㎡）总计容建筑面积（㎡） 最大建筑密度 绿地率 出让价款起始价（万元） 备注

18110

18111

备注：1、土地面积以实测为准；2、竞买人取得《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成交确认书》后2个工作日内申请办理订立《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逾期则《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成
交确认书》自行失效。

九龙坡区大杨石组团G分区G09-1/06
号宗地

巴南区李家沱-鱼洞组团Q标准分区
Q20-1/02号宗地

二类居住用地

二类居住用地

38842

60058

≤97105
≤180174

≤45%
≤30%

≥30%
≥30%

67993

74178

以上信息可在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网站上（www.cbrc.gov.cn）查询

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重庆监管局关于颁发《中华人民共和国金融许可证》的公告
下列机构经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重庆监管局核准，颁发《中华人民共和国金融许可证》，现予以公告。

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重庆永川支行

机构编码：B0005S350060002
许可证流水号：657107
业务范围：许可该机构经营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

委员会依照有关法律、行政法规和其他
规定批准的业务，经营范围以批准文件
所列的为准

机构地址：重庆市永川区
汇龙东二路54、56、58、60、62号

邮编：400000 电话：023-49876822
成立日期：1994-03-03
发证日期：2018-11-20
发证机关：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永川监管分局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重庆黔江分行

机构编码：B0002L350000003
许可证流水号：655399
业务范围：许可该机构经营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

委员会依照有关法律、行政法规和其他
规定批准的业务，经营范围以批准文件
所列的为准

机构地址：重庆市黔江区
城西街道西沙步行街9号

邮编：409000 电话：023-79223068
成立日期：1988-10-01
发证日期：2018-11-22
发证机关：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黔江监管分局

本报讯 （记者 白麟 通讯员 黄
雨薇）12月11日下午，记者从重庆能源集
团获悉，该公司旗下巨能建设集团中环建
设公司在深圳市东部过境高速公路第一
合同段施工建设中，克服种种困难，近期
终于攻下世界最大断面高速公路隧道—
莲塘隧道，完成了这一工程界的壮举。

12月11日下午，深圳市仙湖植物园
附近，中环建设公司的员工们正在工地上
做最后的清理和装修，迎接即将进行的竣
工验收。中环公司董事长赖成军介绍，深
圳市东部过境高速公路是由西至东贯穿
深圳通往香港一条高速公路，全长32.4千
米，对促进深港经济一体化具有重要战略
意义。中环公司所揽得的是第一合同标
段全长3.53千米，有前后相接的三个隧
道，其中就包括莲塘隧道。

莲塘隧道左线分岔部，开挖断面达
428.5平方米（宽30.01米、高18.41米），比
标准篮球场420平方米还大，专业查新机
构提供数据显示，此前世界上断面最大的
公路隧道，是开挖断面达405.1平方米的
青岛胶州湾隧道。莲塘隧道如此大的高
速公路隧道断面，在世界工程历史上也是
闻所未闻。

断面越大，施工难度就越大。难在施
工过程岩层难稳定、易冒落，支护安全风
险大，容易发生土石方大面积垮塌。

此外，莲塘隧道地质条件异常复杂，

要穿越6条断层构造带，11次上跨既有结
构物（地铁 2 号线、市政连接线、排污隧
道），对爆破振速控制也要求极其精准。
对建筑企业而言是一项重大挑战。

尽管如此，中环公司对上述项目却有
充分自信。隧道施工，本就是这家公司的
长项，此前重庆渝中两江大桥连接隧道，

以及江北观音桥商圈北大道下穿隧道曾
让许多建筑巨头“望而却步”，但中环公司
却勇担重任，并顺利完成施工和贯通。

针对断层构造带岩体破碎的难题，中
环公司采取了严格控制单循环开挖进尺
等技术方案。开挖前，先采用电磁波技术
对隧道前方50米进行超前地质预报探

测，根据探测情况不断调整开挖方案，确
保施工安全。他们应用了隧道开挖精准
爆破技术，并首次创造13步的双侧壁导
坑微台阶施工、数码雷管和非电雷管混合
起爆、系列防突水等技术，使得难题一
个个破解，最终实现标段如期高质量
完工。

重庆建设方建成世界最大断面公路隧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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