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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 颜安）3 月 26
日，上海医药集团、南川区政府和市药
物种植研究所（下称市药研所）签订战
略合作协议。按照协议内容，上海医药
集团将在南川投资 4亿元建设占地
150亩的中药饮片、保健品等现代中药
制造基地，项目预计2020年投产，届时

年产值将达到10亿元以上，成为我市
规模最大的中药饮片企业。

据悉，这次签约可谓强强联手。上
海医药集团是综合排名位于全国前列
的大型综合性医药产业集团。而南川
区的中药资源得天独厚，尤其是境内的
金佛山，药用植物多达4000多种，被誉

为“中华药库”。此外，市药研所是国内
唯一成建制的中药材栽培专业科研机
构，根植南川80多年，科研成果上千
项，在全国中药材种植科研领域独树一
帜。

近年来，市委、市政府把南川确定
为全市唯一的中药材种源繁育基地、市

级中药材特色产业基地和都市现代中
药材示范区，在南川规划建设市级中医
药科技产业园区。目前，该区累计签约
中医药项目59个、协议引资553.9亿
元，其中中医药科技产业园签约入园项
目20个、总投资145亿元。此次签约，
将有助于南川打造西南地区中药饮片
品牌，通过深化产业链上游中药材种植
布局，辐射影响产业链下游中成药工业
发展，最终在区域内形成“种、加、销、
医、养、研”的中医药全产业链。

投资4亿元 南川建重庆最大中药饮片项目

本报讯 （记者 王翔）3 月 26
日，重庆日报记者从“老外@Chongq-
ing·玩转非遗2019”新闻发布会上获
悉，我市将继续搭建免费的非遗学习平
台，邀请在渝的外籍友人学习非遗技
艺，体验重庆特色文化，爱上中国传统
文化。

2018年4月至10月，巴南区举办
了“我在重庆学非遗”主题活动，吸引了
来自美国、加拿大、俄罗斯、哈萨克斯坦
等国家的218位外国青年友人报名参
加。今年我市将开展升级版的“老外学
非遗”活动——“老外@Chongqing·
玩转非遗2019”，继续搭建免费的非遗
学习平台。

据介绍，“老外@Chongqing·玩转
非遗2019”活动由市委宣传部、市文化
和旅游发展委员会、巴南区委区政府联
合主办，活动时间为3月至12月，与去
年相比，内容更丰富，学习项目更多，持
续时间更长，提供的学习平台更大。

即日起至30日，组委会将面向全

球发布非遗玩家网络征集令，接受国际
非遗爱好者报名。感兴趣的外籍朋友
们可以通过邮箱 1227740996@qq.
com报名（咨询电话 023-62857627），
欢迎一起来“玩非遗”。

此外，3月30日，我市将在巴南区
木洞河街举行非遗玩家拜师仪式；3月
30日—31日，巴南木洞河街将特别邀
请梁平竹帘、渝派连环画、漆器髹饰技
艺等全市38个区县的50项非遗代表性
项目、50项优秀传统手工艺项目进行集
中展示；4月—11月，还有玩转非遗·月学
月赛活动，重点进行非遗项目的学习培训；
不仅有“学”，还有“演”，6月、9月、12月，巴
南区将以重庆举办文化和自然遗产月、
乡村文艺汇演和年度性的文艺评比为
时间节点，开展“老外@chongqing·玩
转 非 遗 ”成 果 展 示 ，结 合 老 外
@Chongqing非遗玩家网上招募，评选
年度@Chongqing非遗玩家大咖，并在
12月下旬举办“老外@Chongqing·玩
转非遗”迎新年成果展示会。

玩家拜师 项目体验 又学又演

邀请外国友人一起来“玩转非遗”

本报讯 （记者 廖雪梅 杨骏
实习生 唐璨）重庆日报记者3月26
日从2019年全市公租房管理暨党风廉
政建设工作会上了解到，截至2018年，
重庆市已累计分配公租房50.5万套，
市级公租房累计分配28.77万套，全面
完成全年分配目标任务和市政府民生
实事任务。今年，市级公租房项目还
将投用幸福华庭、缙云新居、空港佳园
3个。

去年，我市有龙洲南苑、碚都佳园、
缙云新居、幸福华庭、空港佳园等5个
市级项目6.4万套房源新推出接受社
会申请。在公租房建设稳步推进的同
时，我市还严格规范公租房住用行为，

全年查处了因购房不再符合租住条件
的6500余户。

为打造便民服务平台，我市还在公
租房管理中加入了“智能”元素，深入融
合“互联网+”技术。

重庆的智慧公租房建设由“一平
台、三系统”组成，分别是智慧公租
房管理与服务平台，智慧公租房政
务、智慧公租房小区、智慧公租房数
据系统，争取在申请分配、住用监管、
维修维护等环节实现全流程信息化
管理，实现数据统一管理、收集、统
计、分析，为保障性住房管理提供决
策支持，也有利于提高公共服务的精
准度。

重庆累计分配公租房50.5万套
今年还将投用3个市级公租房项目

物流巨头争相抢滩
江津综保区，除了江津
综保区自身的政策优
势，还有其“水公铁”综
合物流优势和国际陆海
贸易新通道的开放通道
优势

本报讯 （记者 汤艳娟）3 月
26 日下午，中国汽车后市场创业联
盟大会暨中迅威汽车供应链协同管
理平台品牌入驻签约仪式在重庆举
行。注资30亿元落户合川的中迅威
汽车供应链协同管理平台，将依托
中国汽车后市场产业联盟体，打造
成为市值超千亿级的中国汽车后市

场产业平台。
近年来，合川区坚持工业主体地

位，突出发展以汽摩为主的装备制造
产业，倾力打造千亿级天顶汽车城。
目前，天顶汽车城已形成了以北汽银
翔、比速汽车、银翔摩托为代表的汽摩
制造，和以中微汽博为代表的汽车后
市场产业，成为重庆第二大汽车生产

基地，获批国家新型工业化汽车产业
示范基地、重庆市汽摩特色产业示范
基地。

中迅威汽车供应链协同管理平
台由合川区人民政府携手中微汽博控
股集团，联合全国30余家行业商协会
以及全国汽车后市场优秀产销企业，
于今年1月共同注资30亿元成立。该

平台将真正实现中国汽车后市场产业
联盟体，致力于重塑中国汽车后市场
供应链协同管理体系，无缝链接万亿
级汽车后市场全球产业资源，未来将
形成市值超千亿级的中国汽车后市场
产业平台。

此前，中迅威汽车供应链协同管理
平台已相继启动了供应商、经销商考察
谈判，以及平台服务体系的制订和市场
调研，并于今年2月成功实现中迅威自
主品牌“齐威达”缸体缸盖总成产品上
线和全国发货。

合川打造千亿汽车后市场产业平台

本报讯 （记者 周雨）3 月 26
日，江津区举行2019年第一季度招商
引资项目集中签约活动和2019年首
批产业项目集中开工活动，共集中签
约产业项目50个，集中开工产业项目
34个，该区经济迎来“开门红”。

此次集中签约的50个项目，总投
资达229亿元，涉及保税物流、医疗器

械、食品加工、进出口贸易、智能制造、
科创研发、文化旅游、城市综合体等多
个领域。其中工业项目30个，合同引
资96.86亿元，占42.3%；第三产业项目
19个，合同引资131.9亿元，占57.6%。
从产业发展前景看，战略性新兴产业项
目有18个，其中制造业8个，服务业7
个，其它方面3个，占引资总额的36%。

此次集中开工的34个项目以工业
项目为主，既有技改项目又有搬迁项
目，既有传统产业又有战略性新兴产
业，这些项目的总投资为155亿元。

这批项目的签约和集中开工，将
为促进江津产业结构优化升级、推动
江津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重要动
力。

本报讯 （首席记者 陈钧 实习
生 唐璨）3月26日，重庆海关对我市
首票保税平行进口车进行开箱查验并
办理了通关手续。

据介绍，首票保税进口车辆型号
为2019款丰田塞纳车，共4辆，由加
拿大启运，经海运到广西钦州港，再
搭乘“国际陆海贸易新通道”班列经
铁路抵达重庆铁路保税物流中心（B
型）。

重庆海关渝州海关关长张涛表示，
相较之前的进口汽车“落地征税”政策，
保税仓储业务的正式开展对汽车贸易

商来说是一个巨大利好消息，尤其是与
前期监管模式相比，本次取消了保税
仓储3个月期限的限制，可以大大降
低平行进口汽车的物流成本和资金压
力，进一步助推企业扩大业务规模、延
伸产业链。

这项业务的开展，将为普通消费者
带来哪些实实在在的好处？重庆国际
物流园相关负责人透露，针对消费者，
购车成本将会进一步降低，同时在整车
口岸进口展示中心选择购车，相比之前
从下订单到提车需要一两个月时间，现
在购车当日就能提车上路。

重庆首票保税平行进口车抵达
取消保税仓储3个月限制，降低车商物

流成本和资金压力

3月26日，在江津区举行的2019
年第一季度招商引资项目集中签约活
动中，重庆江津综合保税区成了“最大
赢家”，共签约了 10个项目，引资达
128亿元，占签约总金额一半以上。

而在这些签约项目中，更是聚集了
成都铁路局集团、德邦物流等一批物流
巨头，呈现出争相抢滩江津综保区的势
头。由此可见，去年7月才封关运行的
江津综保区，已初步显现出发展引擎作
用。

多个大型物流项目落户

重庆日报记者注意到，在这些签约
项目中，以成都铁路局集团投资打造的
珞璜铁路综合物流园投资金额最大，总
投资达50亿元，将以小南垭物流中心
及配套的水运、公路物流设施为基础，
集结各种物流资源，为江津综保区及周
边地区提供以铁路运输为主导的多式
联运现代物流服务。

该项目将围绕机电、粮油、汽摩以
及大宗商品等开展铁水、铁公多式联运
业务，提供水果、肉类及生鲜等冷链物
流服务，拓展仓储中转、增值加工、城市
配送、交易市场、金融服务等物流综合
配套功能。

为此，物流园将建设场站设施、仓
储设施、口岸作业场所、综合服务设施、
物流信息化系统等软硬件配套设施。
其正式投运后预计每年新增货物流量
480万吨，实现年物流营收10亿元、年
货物交易额100亿元。

物流巨头德邦股份有限公司此次
也投资14亿元，在江津综保区打造西
南总部基地与冷链服务项目。该项目
拟占地242亩，定位为“一总部，五中
心”，建设多元化、全方位物流供应链。
其中，“一总部”是指西南总部，服务管
理重庆、云南、贵州、四川部分地区。“五
中心”是指智能仓储供应链服务中心、
智能数字分拣中心、智能科技研发中
心、企业管理培训中心、金融服务结算
中心。项目建成后年产值不低于14亿
元。

另外还有腾博物流投资15亿元的
仓储物流及进出口项目、重庆港湾物流
有限公司投资3亿元的仓储物流项目、
重庆百沁进出口贸易公司投资1亿元
的进出口贸易项目等，此次也集中签约
落户到江津综保区。

政策、物流、通道优势明显

“江津综保区是重庆继两路寸滩保
税港区和西永综合保税区之后的第三
个海关特殊监管区域。”江津综保区管
委会经济发展局局长聂勋宇说，这些物
流巨头争相抢滩江津综保区，除了江津
综保区自身的政策优势，还有其“水公
铁”综合物流优势和国际陆海贸易新通
道的开放通道优势。

在交通上，江津综保区除了紧邻重
庆绕城高速公路，还紧邻珞璜铁路综合
物流枢纽、珞璜长江枢纽港。

其中，珞璜铁路综合物流枢纽项目
已完成占地1500亩货场建设，共建成
到发线15条、货物线13条，并有6公里
的铁路专线与珞璜港连接，可就地实现
江铁无缝联运。该货场已于2018年
12月28日正式投用，设计年到发货量
达2000万吨。

珞璜长江枢纽港一期工程将建设
4个5000吨级直立式泊位、1个下河滚
装泊位，码头年通过能力1000万吨（含
集装箱 60 万标箱），预计 2019 年完
工。目前，珞璜港已形成600万吨（20
万标箱）年吞吐能力，已建成1个散货
泊位、1个集装箱泊位。

目前，像江津综保区这样集综保
区、铁路综合物流枢纽、长江枢纽港于
一体的开放平台，在重庆还是独一家，
在全国也非常少见。

2018年，江津抢抓江津综保区封
关运行机遇，与广西防城港市联手启动
重庆江津-广西防城港跨区域合作示
范项目，开通运行国际陆海贸易新通道
江津班列，并揭牌运营了中国西部(重
庆)东盟商品分拨中心、农副产品分拨
中心。

由此，江津综保区与两路寸滩保税
港区、西永综合保税区基本形成了错位
发展、三足鼎立的发展格局：位于重庆
主城东部的两路寸滩保税港区是重庆
东向开放的桥头堡；位于主城西北部的
西永综合保税区则是重庆西北向开放
的桥头堡；而位处主城南部的江津综保

区，则是重庆南向开放的桥头堡。

带动外贸进出口爆发式增长

为充分发挥江津综保区的经济带
动作用，江津除了综保区网内规划面积
2.21平方公里，还在网外规划了27.9
平方公里的配套区。江津综保区从
2017年1月17日获国务院批准设立开
始，就坚持一手抓规划建设，一手抓招
商引资，在此集中签约以前，综保区就
已注册了112家工业、物流、外贸企业。

由此，江津综保区从2018年7月
封关运行之日起，就开始发挥出经济效
益。

在综保区的带动下，江津对外进出
口额实现了爆发式增长。

2018年1-11月，江津区累计实现
外贸进出口额118.89亿元，同比增长
172.99%，增幅位居全市第一，这也是
江津历史上第一次进出口额突破100
亿元大关。其中，江津综保区在不到4
个月的时间里，就累计实现进出口额
59亿元，占到了新增进出口额的近八
成。

今年1月，江津实现外贸进出口超
13亿元，同比增长逾157%。其中，江
津综保区实现进出口5亿元。

“现在还是一个从量变累积进入质
变开始的阶段！”江津区商务委主任应
健认为，江津去年以来的进出口数据变
化和物流巨头争相抢滩江津综保区的
现象可以得出论断，江津正由过去的工
业驱动型城市，加快转型为工业、商贸

“两轮驱动”城市。

物流巨头争相抢滩江津综保区的背后
本报记者 周雨

江津集中签约开工84个项目
总投资384亿元

本报讯 （记者 申晓佳）3月26
日，第二届重庆市青少年STEAM科
创大赛启动仪式暨新闻发布会在重庆
科技馆举行。重庆日报记者从会上获
悉，今年大赛新增了科幻文学赛、中英
STEAM国际创新赛（专项赛）和创意编
程赛3个竞赛单元，其中科幻文学赛单
元的前100名晋级选手作品，可获科幻
作家王晋康、韩松推荐，并结集出版。

据悉，重庆市青少年STEAM科创
大赛于2018年首次举行。本届大赛由

重庆市科学技术协会、重庆市科学技术
局、重庆市大数据应用发展管理局、共
青团重庆市委员会、中国科学院重庆绿
色智能技术研究院共同主办，主题为

“智造不凡”，赛事内容和赛程安排在去
年的基础上进一步升级，强调“项目的
应用性”。

目前，大赛已开始报名。有意参赛
者，需在5月31日前登录官网www.
cqsteam.com.cn注册相关信息。大赛
后续安排也将陆续在官网公布。

第二届重庆市青少年STEAM科创大赛启动

获奖作品可获科幻作家推荐出版

3 月 18 日，建设中的南纪门长江
轨道专用桥。作为轨道10号线二期工
程的重要跨江通道，南纪门长江轨道
专用桥建设正加紧建设，除靠近渝中
区的 3 号主墩和靠近南岸区的 2 号主
墩外，其余桥墩已基本完工。该桥长
约 1.2 公里，共设 9 个墩台，其中高塔
229米、矮塔160米，为五跨高低塔双索
面斜拉桥，上跨南滨路、长江、渝中区
滨江公园、长滨路、中兴路及拟建的雷
家坡立交，连接10号线南滨路地铁隧
道与七星岗地铁隧道。

记者 崔力 摄

南纪门长江轨道
专用桥加紧建设

本报讯 原重庆长征重工有限
责任公司副局级离休干部段彩淑同

志因病于2019年3月26日逝世，享
年97岁。

段彩淑同志系山东省乳山县人，
1941年6月参加革命工作，1941年
9月加入中国共产党。

段彩淑同志逝世

本报讯 （记者 周松）3 月 26
日，重庆日报记者从重庆市公安局出
入境管理局获悉，4月1日起，中华人
民共和国普通护照、往来港澳通行证、
往来台湾通行证等出入境证件实行

“全国通办”，即内地居民可在全国任
一出入境管理窗口申请办理出入境证
件，申办手续与户籍地一致。

据介绍，出入境证件实行“全国通
办”后，可以实现三个“都能办”：一是全
国各地都能办，即内地居民可在全国任
一出入境管理窗口申办出入境证件，申
请材料与户籍地一致；二是内地居民都
能办，即不受户籍地、居住地等条件限

制，内地居民均可在异地申办出入境证
件；三是出国出境证件都能办，即普通
护照、往来港澳通行证、往来台湾通行
证等都可在异地申办。此外，申请人异
地申办赴港澳台团队旅游签注，还可在
自助签注机上办理，立马可取。

国家移民管理局政务服务平台
也将于4月 1日同步上线，市民可登
录服务网站、国家移民管理局App等
预约申请办证、办理往来港澳台旅游
签注，查询证件进度、出入境记录
等。平台将为市民提供24小时网上
服务，真正实现“让数据多跑路、让群
众少跑腿”。

4月1日起

内地居民申领出入境证件“全国通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