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5月16日，西洽会现场热闹非凡，
参展单位各显神通，展示发展成果、招
商、洽谈、展示特色商品、推广旅游一
应俱全。

四川
现代产业发展成果亮眼

四川省作为本届西洽会主宾省之
一，组织了40余家优质企业参展。展
馆面积达600平方米，设置了四川综
合展区、“5+1”优势产业展区、主题城
市展区、洽谈区等板块。

四川综合展区划分为“一干多支、
五区协同”、“四向拓展、全域开放”等
板块，展示了四川省最新的发展成果
以及未来发展规划；

在四川馆“5+1”现代产业展区，
来自电子信息、装备制造、食品饮料、
先进材料、能源化工和数字经济等领
域的众多高科技产品惊艳亮相。

比如，四川省能源投资集团展示
的5G智慧灯杆，集城市照明、气象监
测、视频监控、汽车充电桩、井盖管理、
紧急呼叫、IP广播、信息发布和5G基
站等功能于一体，可实现“一杆多用”；
成都企视云科技有限公司展示的“知
了知屏”，可实现大屏内容自主管理、
远程发布信息及多屏、大屏资源营销
推广等功能。

借新一轮川渝合作东风，资阳市
正着力推进与重庆渝北区、大足区、潼
南区的区域合作，助推川渝合作长远
发展。此外，四川南充、达州、广安、内
江、泸州、巴中和凉山等市（州）独立组
团，参加了西洽会并举办了招商推介
会、扶贫产品推介会、新材料产业推介
会和企业家座谈会等经贸推介活动，
取得了良好效果。

贵州
推出避暑度假游“清凉大礼包”

5月16日，“山地公园省·多彩贵
州风”2019多彩贵州避暑度假游主题
推广季启动仪式在重庆电视台演播大
厅举行。启动仪式上，贵州宣布了最
新的景区门票和高速通行优惠政策。

据悉，“山地公园省·多彩贵州风”
2019避暑度假旅游优惠的时间为：
2019年 6月 15日至9月22日（共计
100天），优惠政策包括景区门票优惠
和高速公路优惠政策。

景区门票优惠政策包括：贵州以
外全国其他省（区、市）和港澳台地区
居民凭本人有效身份证件享受贵州省
各收费旅游景区门票挂牌价五折优
惠，以上优惠政策不包括温泉景区门
票和景区内特许经营性项目。

高速公路优惠政策为，贵州以外
的全国其他省（区、市）7座及以下小型
客车在贵州境内高速公路行驶实施五
折通行优惠。

据了解，2018年贵州省接待游客
9.69亿人次，实现旅游总收入9400多
亿元。

渝黔两地的文化和旅游主管部门
当天还签订了《文化和旅游发展战略
合作协议》。今后，贵州与重庆将从旅
游资源开发、旅游人才互通、旅游质监
部门联动等角度入手，共同营造发展
环境，大力提升旅游质量；将以红色旅
游、渝贵铁路、乌江滨河旅游度假带为
着力点，共同打造旅游产品，促进旅游
产业发展；将通过搭建平台、增开旅游
专列、加强旅游信息化交流与合作等
方式，共同构建发展平台，全面推进旅
游合作。

重庆保税港区
展台精品荟萃

在N5馆，重庆保税港区展台展示
的“掠夺者”电竞仓吸引了众多游客，
该座舱式游戏机可同时安装3个显示
器，配合冲击振动功能，为玩家带来沉

浸式体验。
同时，展区还推出了智能试衣镜，

观众可以利用这个黑科技，轻松看见
自己着正装、古装的样子。

当然，展区还汇集了来自全球各
地的特色商品，德国的牛奶、斯里兰卡
的红茶、肯尼亚的手工艺品、韩国的美
妆商品让人目不暇接。

涪陵综合保税区
开启招商模式

“涪陵综合保税区年内就会封关
运行，欢迎广大客商前来投资兴业。”5
月16日，西洽会现场，国博中心北登
陆厅外，涪陵综合保税区的巨型展示
幕布特别显眼。

“目前，涪陵综合保税区的筹建进
展顺利，将在10月迎接封关验收。”该
区一负责人表示，按照国务院批复，重

庆涪陵综合保税区规划面积2.7平方
公里，共分两期建设，其中一期规划建
设面积1.82平方公里，预计总投资32
亿元，综合办公楼、主卡口、次卡口、检
疫处理区、保税仓库、标准化厂房等都
正在按进度全面推进。

这次西洽会就是涪陵综合保税
区的一次重要招商活动，涪陵将按
照“3+2+3”的主导产业布局，加快招
商引资，确保保税区封关运行后，成
为涪陵高水平开放、高质量发展的新
高地。

綦江
推介自产芯片

“我们的芯片既能‘上天’，用到卫
星上，也能很‘接地气’，用在日常小家
电、医疗器械、手游上。”在西洽会綦江
展厅，华芯智造微电子（重庆）股份有

限公司相关负责人正在推介自家的产
品。

华芯智造入驻綦江工业园后，成
为綦江发展大数据智能化产业的领军
企业。其主要从事芯片、软件技术、控
制系统、集成电路板及电子产品等系
统技术开发、产品生产和销售，其产品
以海外市场为主要销售市场，产品出
口德国、美国、韩国、印度等国家，去年
产值在30亿元左右。

秀山
企业负责人喝环保“染料”

用来染布的染料也能吃，你信
吗？在秀山展台，秀山一公司负责人
现场喝下了用于布包、帽子、围巾等染
色的植物染料，几位客商在了解实情
后，现场签下了上百万元的布包、围巾
等订单。这位负责人说：“我们的产品

的染料都是植物染料，经过特殊工艺
加工，没有添加任何化学成分，因此，
人喝这个染料就和喝植物汁没太大区
别。”

中国中铁
气动有轨电车亮相

5月16日，在中国中铁展区，一种
新型的轨道列车——气动有轨电车亮
相。

气动有轨电车就像一艘倒置的帆
船。它是一种依靠空气推动机车行进
的新型智能化轨道交通系统。其牵引
及制动结构简单，具有建造及运营成
本低、绿色低碳、安全可靠等优势，可
广泛适用于大城市骨干线网加密线、
延伸线、接驳线，中小城市中低运量线
网，旅游观光线。

据介绍， 作为地铁、轻轨、有轨
电车等组成的城市轨道交通体系的重
要补充，气动有轨电车弥补了城市大
运量轨道交通的“短板”。

机器人有限公司
新款机器人会拧魔方

西洽会上，重庆机电集团旗下重
庆机器人有限公司展示了多款机器
人。有一款红色的机器人，长长的手
臂上有6个关节，最快1分钟、最慢5
分钟就可还原一个魔方，引来众多观
众叫好。

“不仅是拧魔方，这款机器人还可
根据客户需要，分捡食品、饮料、电子
产品、小零部件，它还可拧螺丝。”重庆
机器人有限公司人士称。

而一款焊接机器人则拥有激光
“鹰眼”，其焊接精确度可达万分之一
毫米。

据介绍，该公司可生产系列机器
人产品，广泛应用于焊接、机床上下
料、码垛、搬运等领域。

十八梯风貌区
道路设计有玄机

建设中的十八梯风貌区，将体现
出哪些特色风貌？在西洽会展区N4
馆，中冶赛迪现场展示了将地面交通
分为地上道路慢行系统和地下车行系
统的十八梯风貌区道路建设沙盘，吸
引了众多观众眼球。

中冶赛迪负责人介绍，作为十八
梯风貌区道路基础设施的设计方及承
建方，中冶赛迪在确保十八梯原有“七
街六巷”传统格局基础上，采用了地上
道路以慢行交通为主、地下道路以车
行为主的复合式交通设计。其中，地
上道路共有7条干道，连通解放西路，
地下道路有4条干道，连通已建成的
解放碑地下环道及长滨路，并设计了
大型停车场。

（首席记者 陈钧 记者 黄光
红 王翔 夏元 张亦筑 廖雪梅
颜安 杨永芹）

展示发展成果、举办招商活动、推广特色商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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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 杨永芹）5月16
日，作为西洽会系列经贸活动之一，
2019年重庆市重点基础设施项目合作
对接座谈会举行。重庆共推出交通、城
建和生态修复等38个重点基础设施项
目，总投资超过3700亿元。中国中铁、
中国铁建等央企，部分省市国企和国内
知名民企等参加了对接会。

交通类项目，共推介24个项目，总
投资 2579 亿元。市交通局重点“打
捆”推出射线高速BOT项目包和渝湘
复线PPP项目包，以及主要由区县投
资建设的高速公路、铁路和港口等项
目。其中，高速公路项目18个，里程
约1000公里，包括射线高速公路BOT
项目包、渝湘复线PPP项目包和其它

高速公路项目。铁路项目5个，包括渝
湘高铁（黔江至吉首段）、成渝中线高
铁、重庆主城至潼南至遂宁城际铁路
重庆段、成渝铁路重庆站至江津站改
造和重庆东站铁路综合交通枢纽，里
程391公里。港口项目1个，即寸滩邮
轮母港。

城建项目，市住房城乡建委推出轨

道交通、“两江四岸”治理提升和“清水
绿岸”治理提升等三类、共12个城建基
础设施项目，总投资规模约1156亿元。

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共推出2个
项目，包括重庆市长江经济带废弃露天
矿山生态修复和复盛高铁及轨道站场
周边土地综合开发利用项目等。

具体项目如下表：

2019年重庆市重点基础设施项目合作对接座谈会举行

38个项目总投资超过3700亿元

13条其它高速公路项目
主要由区县政府牵头实施、具有路网加密功能的项目共13

个，总里程547公里。

1.梁平至开江高速（重庆段）长46公里，新增我市与四川的省际

高速公路通道，缩短梁平至开江距离。

2.万盛至正安高速（重庆段）长72公里，新增我市与贵州的省际

高速公路通道，沿线具有丰富的旅游资源。

3.合川西环高速长27公里，将形成城市环线高速，对疏解城市过

境交通流量、拓展城市发展空间具有重要作用。

4.双槐至钱塘高速长29公里，联接G75、G85两条国家高速公路，

沿线具有丰富的旅游资源。

5.南川西环高速长11公里，将形成城市环线高速，对疏解城市过

境交通流量、拓展城市发展空间具有重要作用。

6.大昌至巫溪高速长33公里，将贯通巫山至巫溪高速公路，完善渝东

北地区高速公路网络，形成旅游环线发挥路网整体效益。

7.永川至璧山高速长22公里，将改善区域内高速公路网结构，促

进沿线茶山竹海等旅游资源开发。

8.永川至江津高速长16公里，将有效缩短永川、江津间的距离，

加密区域高速公路网，有利于区域经济快速发展。

9.长寿支线高速二期长34公里，将新增长江大桥，连通沿江高速和

沪渝高速，完善高速公路网结构，支撑长寿城市空间进一步拓展。

10.万州经开州南雅至达州高速重庆段长50公里，属于G5012高

速公路，直线连接达州和万州，减少绕行距离，形成川东地区进

入万州港的便捷通道。

11.涪陵北环高速长24公里，属于G69在涪陵的城市过境路段，

形成城市环线高速。

12.垫江至丰都至武隆高速长138公里，是连接渝东北和渝东南

地区的重要通道，沿线具有丰富的旅游资源。

13.秀山至印江高速长约44公里，对促进渝黔资源开发合作，完

善渝黔高速公路省际通道，加速推进武陵山区经济社会、文化、

旅游的协调发展具有重要作用。

5条高速铁路

1.渝湘高铁（黔江至吉首段）长104公里，将接轨沪昆高铁，构建
连接长沙、厦门的厦渝大通道，贯通成渝城市群、长株潭城市群
和海西经济区。
2.成渝中线高铁长98公里，将构建成渝之间第二高速铁路通道，
有力促进成渝城市群快速发展。
3.重庆主城至潼南至遂宁城际铁路重庆段长123公里，是满足成渝
腹地区间城际客运交流，构建重庆市域铁路公交网的重要项目。
4.成渝铁路重庆站至江津站改造，同时实施铁路沿线用地和毗邻
站场区域土地的综合开发。
5.重庆东站铁路综合交通枢纽，将实施铁路站房与配套综合交通枢
纽进行一体化设计，以综合交通枢纽为核心，统筹实施TOD开发。

1个港口项目寸滩邮轮母港

寸滩港位于主城核心区域，区位条件优越，水域条件良好，将打

造成重庆长江邮轮母港所在地之一，也是集邮轮旅游、文化休闲、保
税服务贸易以及商务办公等为一体的综合体。

3条射线高速公路包

1.渝武高速扩能（北碚至合川段），长39公里，将形成主城至合川
一条直联通道。
2.铜梁至安岳，长49公里，将形成铜梁城市环线，并新增一条两
江新区至成都的省际便捷通道。
3.江津至泸州北线高速公路长68公里，位于渝西地区长江以北，将
形成一条泸州方向快速进入重庆城区的便捷射线通道。

2个渝湘复线PPP项目包

1.渝湘高速扩能（巴南至武隆至彭水至酉阳），长252公里，将形
成主城至酉阳一条直联复线通道，相比既有渝湘高速将大幅缩
短通行距离约70公里，并且串联带动沿线丰富的旅游资源。
2.武隆至道真高速（重庆段）长46公里，新增我市与贵州的省际
高速公路通道，同时与渝湘高速扩能组成一条新的射线通道。

5个轨道交通项目

1.璧山至铜梁线工程。该线为东西向市域快线，起于铜梁区铜梁
站，止于璧山站，共设站7座。
2.轨道交通15号线工程。该线为东西向城轨快线，西起曾家站，
东至两江影视城站，共设站24座。
3.轨道交通7号线一期工程。起于金凤站，止于物流园枢纽站，
设站17座。
4.轨道交通4号线西延伸段工程。西起盘桂路站，东至一期工程
民安大道站，设站9座。
5.轨道交通6号线东延伸段工程。起于国铁枢纽重庆东站，止于
已运营段起点茶园站预留接口，设站3座。

“两江四岸”治理提升项目

1.长江南岸2个子项目，全长40.6公里，其中巴南区18.9公里，南
岸区21.7公里。
2.长江北岸3个子项目，全长34.3公里，其中大渡口区14.5公里，
九龙坡区11公里，渝中区8.8公里。
3.嘉陵江南岸2个子项目，全长16.3公里，其中：沙坪坝区6公里，
渝中区10.3公里。
4.嘉陵江北岸1个子项目，岸线全长17.8公里，均属于江北区。

6个“清水绿岸”治理提升项目

1.花溪河“清水绿岸”治理提升，流域面积268平方公里。
2.溉澜溪“清水绿岸”治理提升，流域面积13.5平方公里。
3.清水溪、凤凰溪“清水绿岸”治理提升，流域面积42平方公里。
4.跳蹬河“清水绿岸”治理提升，流域面积85平方公里。
5.一品河“清水绿岸”治理提升，流域面积394平方公里。
6.黄溪河“清水绿岸”治理提升，流域面积17.5平方公里。

复盛高铁及轨道站场周边土地综合开发利用，以复
盛站为中心，探索TOD开发新模式。

重庆市长江经济带废弃露天矿山生态修复项目，在
长江、嘉陵江、乌江两岸各10公里范围内，对废弃露天矿
山生态进行修复，探索矿山修复模式。

本报讯 （记者 崔曜）作为
本届西洽会主宾国之一，乌拉圭
在渝举行推介活动——5月 16
日，乌拉圭艺术展在重庆鹅岭二
厂国际当代艺术中心开幕。

本次展览主题为“南美保存
最为完好的神秘一角”，展出了
20多位乌拉圭艺术家创作的98
幅作品。展览将一直持续到5月
25日，市民可免费观展。

艺术展不仅展示了乌拉圭
的风土人情，也有一些“中国元
素”，比如由乌拉圭艺术家创作
的“中国龙”模型。乌拉圭驻华

大使费尔南多·卢格里斯介绍，
乌拉圭不少艺术家到过中国，对
中国文化有着独到的见解，“这
条参展的‘中国龙’就融入了乌
拉圭艺术家对中国文化的理解
与思考。”

重庆日报记者在现场看到，
不少参展的乌拉圭版画以手提箱
为题材。“手提箱是乌拉圭人民辛
勤拼搏的象征。”费尔南多·卢格
里斯解释，“很多乌拉圭人到世界
各地打拼时，会提着一个手提
箱。箱子里往往会装着故乡的泥
土，以表示他们永不忘本。”

乌拉圭艺术展
在鹅岭二厂开展

5月16日，西洽会现场，中国中铁展示新型气动
有轨电车。 记者 罗斌 张锦辉 摄

5月16日，国博中心，琳琅满目的重庆土特产颇受客
商和市民欢迎。 特约摄影 钟志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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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16日，现场展示的石墨稀保暖衣。
特约摄影 钟志兵

本报讯 （记者 夏元）5月
16日，在第二届中国西部国际投
资贸易洽谈会上（下称西洽会），
位于重庆国博中心N1馆的匈牙
利国家馆开馆。

匈牙利国会副主席雅高布·
伊什特万、匈牙利驻重庆总领馆
总领事罗澜出席仪式。

“今年是新中国成立70周
年，也是中匈建交70周年，匈牙
利受邀担任本届西洽会主宾国，
意义重大。”罗澜表示，匈牙利正
在积极参与建设“一带一路”，计
划与重庆在科技、教育、文化、旅
游等多个方面进行合作。

他说，本届西洽会上，匈牙

利将重点展示其创新技术和优
质贸易产品，并通过举办中匈
温泉产业高峰合作论坛、桌式
足球互动娱乐、匈牙利旅游体
验馆和民俗文化活动等，进一
步增进匈牙利和重庆彼此了
解，巩固扩大既有成果，同时拓
展深化多领域互利合作，实现
共同发展。

据介绍，匈牙利国家馆包括
“国家形象+企业展区”“旅游体
验馆”“桌式足球展馆”等，观众可
现场“零距离”体验匈牙利特色旅
游景点和温泉文化，参与匈牙利
旅游景点“打卡”和抽奖、品酒会
等。

匈牙利国家馆开馆

观众可“零距离”
体验匈牙利文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