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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 栗园园 通讯
员 罗远琴）6月13日，重庆“晒文化·
晒风景”大型文旅推介活动之石柱篇
精彩上线，石柱以“风情土家 康养石
柱”为主题，讲述了巾帼英雄秦良玉、
世界经典民歌《太阳出来喜洋洋》、西
沱古镇等自然人文历史故事，向外界
展示了石柱的旖旎风光和深厚历史文
化，引起社会各界广泛关注，收获点赞
无数。

“虽然我不是土生土长的石柱人，
但隔着屏幕都能感受到石柱的美。”在
石柱工作的十九大代表石君说，“双晒”
活动彰显了石柱文化自信，增强了土家
儿女生活幸福感，增进了干部群众的认
同感，有利于石柱文旅进一步融合发
展。

“虽然我已经离开石柱20年了，但
是看到家乡经济社会发展蒸蒸日上，打
心底感到自豪！未来退休了我还要回
到家乡，为家乡的发展贡献自己的力
量！”黔江区音乐家协会主席江小平说。

“我虽远在北京，但时刻心系家乡，

关注‘双晒’活动很长一段时间了。石
柱篇的上线，进一步扩大了石柱的知名
度和影响力。”北京仁光科技公司销售
总监谭登平说。

北京协和医院妇产科主任医师谭
先杰也是石柱人，虽然多年来一直在外
地工作生活，却时刻关注着家乡的发
展，得知“双晒”石柱专题正在刊播，他
也第一时间为家乡点赞投票。他认为，
石柱拥有丰富的文化旅游资源，这是一
次向全国展示的好机会。

十三届全国人大代表谭建兰是土
生土长的石柱人，也是一位农民企业
家。她说：“得知石柱‘双晒’作品闪亮
登场，我专门把‘区县故事荟’的专题报
道、‘书记晒文旅’和‘炫彩60秒’视频
反复看了几遍，发现石柱远比我所了解
的更美！”

“这次‘双晒’活动，不仅充分挖
掘、提炼了石柱的文化旅游资源，还掀
起了石柱儿女热爱家乡、为家乡点赞
的热潮。”石柱县文旅委负责人表示，
石柱接下来将继续紧紧围绕“转型康
养、绿色崛起”发展主题，聚焦“风情土
家·康养石柱”价值定位，突出“六养”
发展要素，通过大力发展康养产业、打
造康养经济、建设康养石柱，加快推进

“全国著名康养休闲生态旅游目的地”
建设。

“隔着屏幕都能感受到石柱的美”
石柱“双晒”文旅推介获点赞

本报讯 （记者 吴刚）6 月 13
日，主题为“汇聚双创活力，澎湃发展动
力”的2019全国双创活动周重庆分会
场启动仪式，在位于两江新区的重庆互
联网学院举行。

启动仪式后，全市各区县和市级部
门将同步开展第八届中国创新创业大
赛（重庆赛区）暨第五届重庆“高新杯”
众创大赛、阿里云诸神之战重庆赛区初
赛、第五届中国“互联网+”大学生创新
创业大赛重庆赛区初赛、“就在山城·渝
您位来”——2019年公共就业服务活
动进校园暨2019年高校毕业生暑期实
习及招聘对接活动、2019年重庆市院
士专家科普校园行等各类系列活动
120余场，充分展现创新创业成效，进
一步优化创新创业生态环境，营造热烈
的创新创业氛围。

重庆双创成绩亮眼
拥有3个国家级示范基地

2016年以来，国务院先后两批在
区域、高校和科研院所、企业3个领域
启动了120个双创示范基地建设。重
庆日报记者注意到，重庆双创品牌成绩
亮眼。

目前，重庆拥有两江新区、永川区、
猪八戒网等3个国家级双创示范基地，
双创环境正不断优化。其中，两江新区
已初步形成了具有区域特色的创新创
业形态，经济提质增效的内生动力稳步
增强，并在今年5月受到国务院通报表
彰。截至目前，两江新区集聚市级以上
孵化平台37家（国家级 8 家），其中国
家级孵化器2家，占全市17%；国家级
众创空间6家，占全市14%。

“智汇两江”双创品牌发布
两江新区构建“1+3”活动平台

启动仪式上，两江新区正式发布
“智汇两江”双创品牌，以进一步汇集全
球科技创新人才，构建面向未来的国际
创新城市、创新区域、创新地标，打造

“长江上游创新中心”。
围绕“智汇两江”主品牌，两江新区

还将打造“智汇两江·思享汇”“智汇两
江·创赛汇”“智汇两江·创业汇”三大子
品牌，构建起“1+3”活动平台。其中

“智汇两江·思享汇”侧重于微分享、微
沙龙、微座谈等创新活动，打造活动及
服务平台；“智汇两江·创赛汇”侧重于
双创赛事、融资路演、项目展示等，推动
创业资本对接、产业资源合作；“智汇两
江·创业汇”侧重于政策解读、区域协
作、融合创新等，旨在深度赋能企业，实
现融合成长。

据介绍，作为国务院批准的中国第
三个、内陆第一个国家级开发开放新

区，目前，两江新区已经初步形成了具
有区域特色的创新创业生态，特别是获
批国家双创示范基地以来，不断探索创
新创业高质量发展路径，打造双创“升
级版”，在上市挂牌企业数、高新技术企
业数、新增小微企业数、创新服务平台
数，以及各类创新活动举办、创新政策
制定等方面，取得一系列突破和成果。

“独角兽加速基地”开业
助力重庆打造数字经济高地

6月13日上午，2019年全国双创
活动周重庆分会场启动当天，由创业黑

马打造的“独角兽加速基地”举行开业
典礼并在重庆互联网学院正式投入运
营，将助推重庆及两江新区打造数字经
济高地。

作为国内领先的城市产业加速服
务平台，创业黑马10年间成功培育了
11家上市公司以及35家独角兽企业，
同时为超过10万黑马企业提供服务。
此前，该平台已经在上海、无锡等地布
局了相应的“独角兽加速基地”。今年
1月，创业黑马“独角兽加速基地”项目
正式落地两江新区。

据介绍，两江新区“独角兽加速基

地”将为入驻企业带来加速赋能、资本
赋能、市场赋能、空间赋能、产业赋能等
五项赋能服务，做好企业与政府之间的
桥梁，同时以基地为窗口，通过开展跨
城交易、资源链接、社群活动，为重庆及
两江新区打造企业孵化的“快车道”。

活动现场，知道创宇、猎户星空、极
链科技、零氪科技、旅发环保、重盟信
息、百望股份7家（准）独角兽企业参与
当天的招商对接洽谈，博昆软件、筑信
云智建筑科技、万航星空科技、一零二
四科技4家企业正式签约入驻“独角兽
加速基地”。

2019全国双创活动周重庆分会场启动

120余场活动为大众创业万众创新鼓劲

本报讯 （记者 陈波 通讯员
陈元园）6月13日，重庆日报记者从市
应急局获悉，近日我市连续阴雨天气，
造成19个区县暴雨，于是下拨市级救
灾资金330万元，调运帐篷25顶、夏凉
被1700余床等救灾物资支援区县开展
救灾工作。

据了解，6月8日至12日，我市大
部地区持续阴雨天气，部分地区达暴
雨，局地大暴雨，主要降雨时段有：8
日，中西部部分地区及东部局地大雨
到暴雨，酉阳、北碚、长寿、丰都、渝北、
云阳、璧山、涪陵、巫溪、垫江、合川、铜
梁、沙坪坝、万州、江北、武隆、南岸、彭
水、巫山等19个区县81个雨量站暴
雨，最大雨量95.9毫米（酉阳天京）；
11日，中东部中雨到大雨，部分地区
暴雨，巫溪、彭水、梁平、万州、开州、奉
节、云阳、城口、石柱、巫山、酉阳、忠
县、黔江等13个区县113个雨量站暴
雨，巫溪建楼村大暴雨（104.0毫米）。
连日来的强降雨导致我市部分区县受
灾。

据统计，截至6月13日17时，此次

强降雨过程造成我市江津、綦江、巴南、
沙坪坝、北碚、长寿、武隆、忠县、丰都、
涪陵、黔江、垫江、梁平等 13个区县
17110人受灾，紧急转移安置182人；
农作物受灾面积776公顷；严重损坏房
屋77户 146间；乡村级公路毁损（塌
方）306处；桥梁毁损（塌方）5座；下穿
道堵塞3处，下水道堵塞5处，毁损3
处；小型水库毁损1座，山坪塘毁损4
座；直接经济损失2883万元。

面对灾情，市应急局迅速安排部署
发出通知，要求各区县严密关注持续降
雨可能引发的山洪、滑坡、泥石流、山体
崩塌等自然灾害，及时转移安置处于危
险区域的群众，切实保障受灾群众基本
生活。

同时，要求各相关区县严格落实
24小时领导带班和干部值班制度，保
持24小时通讯畅通，及时了解和掌握
灾情动态和救灾工作情况。

此外，市应急局还及时报送灾情，
坚持主动向下问灾，第一时间收集、汇
总、统计、上报灾情，指导受灾区县开展
救灾工作并及时下拨救灾款物。

为应对近期暴雨洪涝

重庆下拨市级救灾资金330万元

参与无偿献血34万余人次，同比增长1.07%

献血总量54.5万单位，同比增长0.78%

每千人口献血率为11.18，同比增长4.96%

数读2018年重庆无偿献血

市血液中心全血采集中

团体献血占18.44%
高校献血占29.24%

数据来源：市卫生健康委 制图/丁龙

6月13日，在位于两江新区的重庆互联网学院，2019年全国双创活动周重庆分会场连线杭州主会场，与会者一起收看主会
场活动。 记者 张锦辉 摄

本报讯 （记者 韩毅）6 月 13
日，重庆日报记者从市文化旅游委、市
政府新闻办举办的2019重庆夏季旅游
新闻发布会上获悉，全市20多个区县
将推出200多项特色鲜明的夏季文旅
活动及产品，盛邀八方游客来渝体验。

近年来，重庆开发打造出大量山地
休闲避暑旅游目的地，高山“绿色资本”
十分富足，其中海拔1000米以上的山
峰就有 700 多座，夏季平均气温在
25℃以下，这些高山、峡谷、洞穴、湖
泊、溪流等自然资源，为重庆的避暑旅
游提供了丰富的应用场景和空间。

“夏天来重庆，游客不仅可以体验
40℃的火热，也能畅享18℃的清凉。”
市文化旅游委相关负责人介绍，今年夏
季，为了让游客在纵情大自然的同时，
能有更丰富、更深度、更难忘的旅游体

验，我市20多个区县围绕“消夏”和“避
暑”两大主题，共准备了200多项特色
鲜明的夏季文旅活动及产品，时间跨度
从6月中旬起，一直贯穿整个暑期，包
括夏令营、音乐节、啤酒节、康养大会、
星空露营、漂流体验、民俗文化展演等
多形态、特色化活动，可谓好戏连台，精
彩纷呈。

比如，万盛经开区将于6月22日
在青年汇巅峰乐园举办万盛民谣歌
会，田馥甄、黄丽玲、王北车等知名歌
手将现场献技；江津区将举办四面山

生态五项国际挑战赛和第12届七夕
东方爱情节；黔江的濯水形象大使选
拔总决赛将于7月初拉开帷幕；巫溪主
打“旅游+体育”牌，将于7月、8月相继
推出大宁河国家漂流大赛、红池坝国际
山地自行车赛两场活动，邀请爱好者前
往挑战。

在这些丰富多彩的活动中，有清凉
而充满活力的亲水运动，如长寿的铁人
三项赛、北碚的金刀峡国际溪降大赛、
巫山的当阳大峡谷户外挑战赛等；有爽
朗而热情的消夏节会，如武隆的仙女山

啤酒节、开州的盛夏露营节、丰都的雪
玉山国际帐篷音乐节等；还有休闲而惬
意的康养活动，如石柱的康养大会、城
口的消夏养生节、涪陵的森林康养知识
讲堂等。

高山避暑、森林康养、漂流体验、星空篝火……

重庆推出200多项夏季文旅活动及产品

具体有哪
些活动及产品

扫一扫
就看到

本报讯 （记者 李幸）6 月 13
日，由市人力社保局主办，市就业局
承办，汇博人才市场协办的“就在山
城·渝您位来”——2019年高校毕业
生暑期实习及招聘对接活动举行，本
次活动列入2019年全国双创活动周
重庆分会场重点活动。据统计，此次
招聘会共吸引了1000多名毕业生前
来对接，200余人次与用人单位达成
就业意向。

重庆日报记者在招聘求职区看到，
前来求才的企业多达100余家，涉及电
子商务、餐饮快消、物业管理、教育培
训、医疗护理、金融、市场营销、机械制

造、装饰建材等十几个行业。为毕业生
实习和就业提供了近1000个岗位，包
括品质管理员、检验技术员、运维实习
生、行政实习生、客服专员、运营、前台、
网络推广、实习会计、社工、新媒体运
营、测试工程师等。

据汇博人才市场相关负责人介绍，
此次招聘活动中餐饮快消、物业管理、
装饰建材等服务行业企业提供的岗位
较多，分别占所有岗位数量的17%、
16%和14%。

“老师，我不清楚自己应该找一份
什么样的工作。”6月13日，招聘会现
场人潮涌动，即将走出大学校门的张旭

在职业指导区坐了下来。“最近我看了
很多招聘信息，但自己内心还是没有一
个很明确的求职方向。”

“你还没有经历过职业选择的过
程，建议你可以先找一份专业对口的工
作实习一段时间，实习是一个很好的了
解就业环境和自身能力的机会，也可以
积累一定的工作经验。”现场职业指导
老师耐心地为他做出了解答。

此外，主办方还在现场设置了政
策宣传区、培训服务区等平台，吸引了
众多的毕业生前来详细了解就业环
境，以及大学生就业、创业等各类优惠
政策。

高校毕业生暑期实习及招聘对接活动举行

达成就业意向200余人次 餐饮等服务行业人才需求最大

相关新闻>>>

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重庆保监局颁（换）发保险许可证公告

机构名称：中国邮政集团公司重庆市垫江县分公司

机构负责人：赵亮

机构编码：5002317116420900

机构住所：重庆市垫江县桂阳街道工农南路万一巷

邮政编码：408399

联系电话：18723866684

代理险种：中国银监会批准、备案的财产保险和人身保险

发证日期：2019年4月28日 有效期至：2022年4月27日

机构名称：重庆机场空港服务有限责任公司

机构负责人：杨勇

机构编码：50010376266613200

机构住所：重庆市江北国际机场内

邮政编码：400060

联系电话：023-67153357

代理险种：意外伤害保险

发证日期：2019年4月28日 有效期至：2022年4月27日

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重庆保监局颁（换）发保险许可证公告

中国十九冶集团有限公司招聘公告
中国十九冶集团有限公司（简称“中国十

九冶”）成立于1966年，总部位于天府之国成
都，是世界少数独立连续承担过从矿山开采
到热轧冷轧冶金全流程施工、拥有“三特八
甲”资质的大型综合建筑企业，是国家高新技
术企业和在世界技能大赛中为中国夺得首枚
金牌的企业，为世界五百强企业中国五矿集
团有限公司旗下中国中冶的骨干子公司。

为满足公司发展需要，现面向社会诚聘
英才。

一、招聘需求：
（一）项目经理2人
（二）项目副经理、项目总工共20人
（三）施工技术30人
（四）质检、安全、造价、测量等专业人员

共40人
二、报名方式：
按要求详细填写《应聘人员登记表》（请

赴 中 国 十 九 冶 集 团 招 聘 网 页 http://

www.19mcc.com.cn/mcc19/rlzy66/rc -
zp97/index.html下载），并在报名截止日期
前将报名表以及相关材料电子文档及扫描件
发送到招聘专用电子邮箱，文件名命名为“应
聘岗位+姓名”。

相关材料的扫描件包括：身份证、学历学
位、执业资格或职称等相关资质证书，其他代
表个人能力、任职经历的证书和材料。

报名截止时间：2019年6月30日（双休
日可报名）。

三、薪酬待遇：
薪酬面议。
四、联系方式：
联系人：童先生13281836885

何女士13550159116
招聘专用电子邮箱：hr19mcc@163.com
联系电话：028-86930995
公司地址：四川省成都市人民中路三段

57号，邮编：610031

本报讯 （记者 李珩）6月14日
是世界献血者日，重庆日报记者13日
从市卫生健康委举办的“热血共济·爱
动重庆——无偿献血宣传周暨第十六
个世界献血者日主题活动”上获悉，去
年，我市共有34万余人次参与无偿献
血，献血总量54.5万单位，每千人口献
血率为 11.18，较 2017 年分别增长
1.07%、0.78%和4.96%，让重庆这座城
市变得越来越温暖。

“近年来，无偿献血人次在逐年增
加，这是一个很好的态势。”市卫生健康
委医政医管处处长张维斌介绍，统计数
据显示，2018年，重庆累计有341682
人 次 参 与 无 偿 献 血 ，总 共 献 出
110408120 毫升的血量，相当于每
1000人中就有约11个人无偿献血。

除街头采血外，我市还通过打造
“医务人员、军人、台商”献血品牌、高
校无偿献血知识宣讲等方式发展应
急团队和高校献血，提升无偿献血抗
风险能力。2018年，市血液中心全血
采集中，团体献血占18.44%，高校献

血占29.24%。
“目前，临床用血量需求在不断増

长，需要更多社会爱心人士伸出臂膀，
拯救更多人的生命。”张维斌介绍，重庆
正在建设覆盖全市的采供血互联互通
信息系统，预计今年7月上线运行。“我

们现在采供血机构一共是19个，大的
医疗机构是几百家，我们跟各个医疗机
构和血站之间，将建立完善血液管理的
信息化体系，实现血液从献血者到用血
者的全程可追溯管理。”张维斌举例说，
比如某个人的血液有问题，系统上就可

以直接把他屏蔽，就不用再人工打电话
通知，进一步保证血液质量安全。

血液专家介绍，对健康的人来说，
一次献血200毫升不但不会影响人体
血液的正常循环，还有利于新陈代谢，
因此，18-55岁身体健康的居民，都可
以加入到无偿献血的队伍中来。

另外，为鼓励市民积极无偿献血，
《重庆市无偿献血采供血成本费用核销
办法（试行）》规定：献血者献血后，献血
者及其配偶、父母、子女即可享受免交
采集、储存、分离、检验等采供血成本费
用。献血者的配偶、父母、子女按献血
者献血量等量核销采供血成本费用。
具体核销办法为，对于献血后血液检测
至少一次合格的情形：献血者临床用
血，免交采供血成本费，献血者的亲属
临床用血按献血者无偿献血等量核销
采供血成本费；对于献血后血液检测均
不合格的情形：献血者及其亲属临床用
血按献血者无偿献血等量核销采供血
成本费；献血者与其亲属临床用血所享
受的优惠互不影响。

重庆去年 34 万余人次无偿献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