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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 申晓佳 张亦
筑）7月15日，第三届国际前沿科技创
新大会在沙坪坝区大学城开幕。本届
大会以“创新引领，互联互通”为主题，
市科协主席、中国工程院院士潘复生，
中国科学院院士都有为、欧洲科学院
院士丹尼尔·舍曼（Daniel Scher-
man）、欧盟科学院院士李长明等近千
名海内外专家学者及企业代表参会，
并就相关议题作学术报告，开展深度
交流。

本届大会以“深化交流合作、促
进共同发展”为宗旨。大会开幕式
上，重庆电子工程职业学院向都有为
院士颁发学术委员会首席科学家聘
书，重庆大学能源与动力工程学院向
中国科学院院士李永舫颁发院士工
作站专家聘书。国家技术标准创新
基地（重庆）与南德认证检测（中国）
有限公司、重庆海吉亚肿瘤医院与英
国巴斯大学药学与药理学系研究团
队分别签署协议，将在技术交流共享

等方面开展合作。
此外，大会还设置2019重庆西部

科技创新及标准化国际论坛、2019重
庆新一代信息通信论坛、国际青年学
者论坛特邀报告会及4个专题分论坛
等议程，力求为前沿学术交流、产学研
深度融合搭建平台。

据悉，本届大会会期3天，由重
庆市科学技术协会（下称市科协）、重
庆大学、西南大学、国家技术标准创
新基地（重庆）、重庆电子工程职业学

院、重庆大学产业技术研究院联合主
办，重庆市产学研合作促进会等联合
承办。

市科协相关负责人表示，大会连
续3年在重庆召开，对促进前沿科技
领域信息交流与多元化协作、推动重
庆高新技术产业发展带来了良好助
力。希望与会专家学者继续围绕关键
科学问题、难点及瓶颈技术问题，深入
开展交流研讨，广泛凝聚合作共识，为
重庆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大动能。

第三届国际前沿科技创新大会在渝开幕

促进产学研协作 院士专家凝智聚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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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 报 讯 （记 者 韩 毅）7 月 15
日，重庆日报记者从市政府新闻办召
开的发布会上获悉，2019年中国北京
世界园艺博览会（简称：世园会）“重庆
日”活动，将于7月 25日至 27日在北
京延庆区举行，通过举办经贸合作、产
品展示、旅游推介、文化交流等系列活
动，展现重庆山水之美、人文之美、城
乡之美和产业之美。

世园会“重庆日”活动，以“山水之
城·美丽之地”“行千里·致广大”为主
题。开幕式上，除了将举行林业合作项
目、重庆企业对外投资项目等签约外，还
将举行重庆全域旅游、中国国际智能产
业博览会、中国国际摩托车博览会等优
势资源和特色项目宣传推介。

世园会期间，以“绿水青山巴渝乡

院”为主题、占地3000平方米的室外重
庆园将对外开放。重庆园分为重庆印象
区、山水林田湖草生态展示区和美丽家
园示范区，充分体现了巴渝文化风貌、独
特的珍稀植物、山水之城景观，展现了重
庆山环水绕、江峡相拥的巴渝特色，并利
用多媒体、大数据、互联网等平台播放重
庆城市形象宣传片、重庆智能产业发展
宣传片、重庆旅游宣传片和两江新区、万
州、涪陵、黔江、长寿、铜梁、奉节、巫山等
区县宣传片。

重庆智能产品和非遗特色产品也将
于7月25日至27日惊艳亮相。此外，世
园会“重庆日”活动期间将举行综合性文
艺汇演、地方民俗风情表演、铜梁龙街头
巡游、民间艺术展演等，全面唱响“山水
之城·美丽之地”的美丽乐章。

世园会“重庆日”活动精彩不容错过

本报讯 （记者 韩毅）7月15日，
重庆日报记者从市政府新闻办召开的发
布会上获悉，第二届世界大河歌会暨“百
万游客打卡万州游三峡”大型旅游活动
将从7月至11月举行，盛邀八方游客来
渝“行千里·致广大”。

继去年首届世界大河歌会在万州区
成功举办后，今年2月起，我市就启动了
第二届世界大河歌会筹备工作。本届歌
会由市政府主办，市文化旅游委、万州区
政府承办，按照“策划创新、演出新颖、影
响扩大”的原则，围绕打好“三峡牌”、唱
好“三峡戏”，突出三峡特色、彰显中国气
派、体现国际水准的基调，注重文旅融
合、群众参与、线上推广、区域联动，主要
活动包括“第二届世界大河歌会”短视频
大赛、区县广场音乐会、电视直播晚会
等。

短视频大赛面向国内外歌唱爱好
者、合唱团队进行公开评选，获奖作品将
通过腾讯视频、优酷、爱奇艺、今日头条

等进行展播；“世界大河歌会-抖音唱
响”活动，将以“我和世界大河歌会同在”
为主题，鼓励市民、游客通过拍摄歌唱世
界大河经典名曲短视频，上传到抖音平
台，赢取奖品。

广场音乐会则将公开招募邀请境内
外合唱团队，在9月至11月期间，走入
三峡沿线各重点区县“大河歌会区县广
场音乐会专场”，演唱世界大河歌曲和经
典名曲。

电视直播晚会将于11月21日晚在
万州区举行，演出阵容约600余人，包括
4支国内外顶级合唱团队、3—4名国内
外知名艺术家、2支公开招募的优秀合
唱团队等。

“百万游客打卡万州游三峡”大型旅
游活动，以“万千风韵·万客来游”为主
题，推出了三个万州本地一日游产品、四
个万州联动周边区县的二日游产品、三
个万州联动周边区县的三日游产品，邀
请游客走进三峡、体验三峡、品味三峡。

世界大河歌会邀全球歌者唱响三峡
“百万游客打卡万州游三峡”大型旅游活动同期举行

本报讯 （首席记者 陈钧 实习
生 孙天然）7月15日，重庆日报记者
从两江新区了解到，轨道交通4号线二
期工程进入全面施工阶段，预计2022年
投运。轨道4号线二期串联起两江新区
鱼复和龙兴两大片区，市民出行将更加
方便。

在土建1标段铁山坪站施工现场，
记者看到，挖机、运渣车穿梭其间，工人
们戴着安全帽干得热火朝天。与此同
时，土建2标段、3标段、4标段等地的项
目建设也在积极实施中。

据了解，目前8个标段12个点全部
进场施工，这意味着，重庆轨道交通4号
线二期工程进入全面施工阶段。

轨道交通4号线二期起于唐家沱站
（不含），止于石船站，线路全长约32.8
公里，地下段长约21.25公里，高架段长
约11.55公里。该线路建设周期为3.5
年，预计2022年投运。

轨道交通4号线二期全线设14座
车站，分别是铁山坪站、干坝子站、鱼
嘴站、鱼庙路站、高石坎站、复盛站、王
家城站、生基堡站、龙兴站、高石塔站、
普福站、桐梓林站、石船南站、石船站，
其中高架站 4座，地下站 10座。与 3
条规划中的轨道线路换乘，即：在干坝
子站和生基堡站与规划中的8号线换
乘，在复盛站与规划中的 11 号线换
乘，在普福站与规划中的 14 号线换
乘。

轨道交通4号线二期项目建成后，
将完成重庆市城市轨道交通“八线一环”
的基本网建设，结束两江新区东部片区
无轨道交通覆盖的状况。线路串起鱼复
和龙兴园区，有利于加快沿线开发建设
及区域经济发展，促进区域板块价值升
值，积蓄城市发展潜能，并将促进唐家
沱、鱼复、龙兴、悦来等外围组团与中心
城区的联动发展。

串联鱼复龙兴两大片区

轨道交通4号线二期全面开工

7月15日，在第三届国际前沿科
技创新大会上，中国工程院院士、国际
标准化组织（ISO）镁及镁合金技术委
员会主席潘复生以《国际标准的若干
思考》为题进行了分享。

在谈到自己从事的镁及镁合金研
究领域时，他说，如今全球矿产资源短
缺越来越严重，镁矿资源却非常丰富，
特别是我国的镁矿资源占全世界储量
的70%以上。而且，镁合金本身具有

很多优点，比如镁的密度小，可以在汽
车轻量化等方面有很好的应用；镁合
金可以实现100%循环利用，再生镁的
能耗仅为生产原生粗镁的5%；镁合金
还拥有高比强度、减振性能好、导热性
能好、屏蔽电磁辐射等很多良好性能，
产业非常有前景。

不过，镁及镁合金产业在国际标准
方面也遇到不少问题。比如，现有的国
际标准数量太少，参与标准制订的成员

少，特别是镁及镁合金材料领域的专家
参与标准制订少，国际标准质量不够
高，甚至这一领域的国际标准还没有美
国制订的国家标准有影响力。在潘复
生看来，这一系列的问题，都导致镁及
镁合金的国际标准使用很少。

潘复生建议，建立标准交流平台，
提升国际标准制订的专业水平，优化镁
合金标准体系，更好地推动镁及镁合金
产业的发展。

中国工程院院士潘复生：

优化镁合金国际标准体系

“人工智能是新一轮科技革命及
产业变革的重要驱动力。新一代人工
智能的发展与智能感知技术密不可
分。”7月15日，重庆市电子学会副理
事长、重庆理工大学电气与电子工程
学院副院长赵明富在第三届国际前沿
科技创新大会上表示。

“人工智能时代，互联设备激增，
数据呈现爆炸式增长，中心化的‘云
端’已经‘不堪重负’。”赵明富称，更重
要的是，对于智能制造或者智慧交通
等应用场景来说，云端分析的延迟会
让数据价值呈现“断崖式”下跌，为此，
边缘智能开始兴起。

他介绍，智能感知器是很好的边
缘节点，利用嵌入式技术将传感器与
微处理器集成为一体，可以使其成为
环境感知、数据处理、智能控制与数据
通信功能的智能数据终端设备。因
此，智能感知器将在智能制造、智能家
居、智慧医疗、网联汽车、智慧农业等
应用场景有很大作为。

“如今，人工智能时代的‘寒武纪
爆发’正在发生，人工智能、物联网爆
发即将来临。有人预测，到2035年将
有超过一万亿个设备可以在云端保存
感知数据。”他说，未来，人工智能感知
技术水平的高低，将成为衡量一个国

家综合实力的重要组成部分。以感知
技术、微处理芯片等核心电子元器件
为代表的智能感知终端，成为新一代
人工智能迈向应用繁荣的基础。

另外，他还将人工智能从0到7分
为八个等级，AI-0级是人工智能具有
人类简单的基于感知的条件反射能
力，AI-7级是人工智能具有人类思
考、智慧、灵感、顿悟能力。在他看来，
人工智能产业要实现更好发展，需要
智能等级标准的出台。他也希望这能
得到更广泛的关注。

（本组稿件均由记者张亦筑、申晓
佳采写，图片由通讯员吴玥瞳摄）

重庆市电子学会副理事长赵明富：

人工智能产业发展，需要出台智能等级标准

7月15日，第三届国际前沿科技创
新大会2019重庆西部科技创新及标准
化国际论坛上，中国标准化研究院国家
标准馆馆长汪滨介绍，通过开展与“一
带一路”沿线国家的标准化务实合作，
中国标准正在“走出去”，并在“一带一
路”建设中使更多的沿线国家受益。

“标准在‘一带一路’建设的政策
沟通、设施联通、贸易畅通、资金融通、
民心相通等方面起到桥梁纽带作用。”
汪滨表示，“一带一路”建设中，标准不
可或缺。2017年12月，《标准联通共
建“一带一路”行动计划（2018-2020

年）》发布，进一步提高与沿线国家标
准体系的兼容性，以标准化助力“一带
一路”建设。

标准究竟在“一带一路”建设中发
挥了哪些作用？汪滨介绍，比如近年
来，我国与老挝共建哈密瓜标准化示
范区，其哈密瓜生产技术规程基于我
国的无公害哈密瓜生产技术规程，并
采用了适合当地的保护地大棚、滴灌、
基质栽培等新技术。根据测算，进行
标准化生产后，当地的哈密瓜产量提
高10%以上。

再比如，在2015年开通的埃塞俄

比亚首都亚的斯亚贝巴轻轨项目中，
中方编制相关工程技术标准，经埃方
铁路公司审核后发布，为工程建设提
供了详细的标准参考。

汪滨表示，在标准联通“一带一
路”的实践中，我国与沿线国家积极开
展标准信息交流，加强专家能力建设，
推动标准互认。目前，已有300项左
右的食品、能源、工程建设等领域的中
国标准被土库曼斯坦等6个国家注册
或采用。人民币跨境支付系统标准业
务已延伸到150多个国家和地区，实
现全球各时区金融市场覆盖。

中国标准化研究院国家标准馆馆长汪滨：

以标准联通“一带一路”建设

重庆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对以下宗地予以公告以接受社会监督，公告时间为2019年7月16日9:00－2019年7月22日17:00。若有疑问，请与重庆市国土资源利用事务中心联系。电话：63654101、63654102、63654105（FAX），联系人：朱先生
重庆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

渝地监告字[2019]20号

接受社会监督的公告

序号

X19210

土地位置

北碚区蔡家组团M、P标准分区M69-
03/02、P16-2/01、P17-1/01、P17-4/
01、M69-01/02、P16-1/01、P17-7/
01、P16-6/01、M61-4/04、P18-5/
03、P18-1/01、P17-12/01、P17-12/
05、P18-8/02、P18-9/03号宗地

规划用途

原用途

二类居住用地

现用途

二类居住用地

土地面积（㎡）
原面积

248686

现面积

257938

规划部门确定的总建筑规模（㎡）
原规模

517578.01

现规模

517578.01

规划部门确定的地上或计容规模（㎡）
原规模

416838

现规模

416838

应补交地
价款金额
（万元）

3173

原土地使用
权人

重庆东原创
博房地产开
发有限公司

调整依据

该宗地周边9252平方米土地不具备单独利用条件，土地使用权人申请整合土地，补缴
地价款。

X19211

X19212

X19213

巴南区李家沱合建村宗地

两江新区两路组团C分区C66-2/02、
C67-4/03、C71-1/02、C72-1/02、
C72-2/02、C72-3/02、C72-5/02、
C85-1/03、C85-4/03、C85-7/03号

宗地

两江新区龙兴工业园A8-1/01、A11-
1/01号地块

商业、车库

二类居住用地

住宅

商业、车库

二类居住用地

住宅

2109.86

203112

46503.74

2109.86

203737.04(含
625.04平方米
地下、地上空
间使用权)

46503.74

4900.98

362486

152743.38

4900.98

362697.04

152743.38

2226.89

362486

152743.38

2226.89

362486

152743.38

146

63

428

重庆赵李房
地产开发有
限公司

重庆雅恒房
地产开发有
限公司

重庆两江新
区龙兴工业
园建设投资
有限公司

该项目为安置房项目，已全部竣工验收。现土地使用权人申请将该项目中4900.98平
方米的建筑面积（其中计容商业2226.89平方米、不计容车库2674.09平方米）分摊的
2109.86平方米土地的取得方式由划拨转为出让，补缴地价款。

根据重庆市规划局两江新区分局出具的《关于重庆雅居乐富春山居二期（C72-3/02、
C72-5/02地块）项目连接通道建设事宜咨询的函》（渝规两江函〔2019〕57号）,土地
使用权人申请整合211.04平方米地下车库连接通道和414平方米地上架空车道，补
缴地价款。

该项目为划拨安置房项目，现已部分竣工验收，土地使用权人申请将住宅152743.38
平方米分摊的土地使用权取得方式由划拨调整为出让，补缴地价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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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项目部分竣工，计容面积未增加，涉及部分用途转换；新明确不计容建筑面积
17326.84平方米（其中车库12532.28平方米不计征地价款、设备用房1058.28平方米
不计征地价款），补缴剩余地价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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挂牌出让年限50年予以公告，公告时间
为2019年7月16日9:00时至2019年8月5日17:00时。土地供应方将挂牌出让。挂牌开始时间为2019年8月6日15：
30，挂牌截止时间为2019年8月15日15：30。

详情请登录重庆市南川区公共资源综合交易网站：http://jyzx.cqnc.gov.cn/html/9/Index.shtml
联系电话：（023）71413398 联系人：戴先生

重庆市南川区公共资源综合交易中心

重庆市南川区公共资源综合交易中心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挂牌出让公告
南川交易（土地）告字[2019]9号

编号

NC2019
让-4-3-8

NC2019
让-4-3-9

NC2019
让-4-3-7

地块
名称

南平组团A10分区
01/01B地块

南平组团A10分区
01/01C地块

南平组团A1分区
03-01（A）地块

建设用地
面积（㎡）
11135㎡
（16.7亩）

186700㎡
（280亩）

30797㎡
（46.2亩）

规划指标要求

容积率下限控制应符合国家有关规定，上
限按1.5控制；建筑密度≥30%。其它规划
条件按渝规南条件函〔2019〕0500号执行。
容积率下限控制应符合国家有关规定，上
限按1.5控制；建筑密度≥30%。其它规划
条件按渝规南条件函〔2019〕0500号执行。
容积率不得大于2.0，建筑高度不得超过40
米，建筑密度≥30%。其它规划条件按渝
规南条件函〔2019〕0504号执行。

用地
性质

二类工业
用地

二类工业
用地

二类工业
用地

出让
年限（年）

50年

50年

50年

竞买保证金
（万元）

50

400

200

起始价
（万元）

107

1792

55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