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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 周雨 通讯
员 任悦）10月 22日，重庆荣昌农
牧高新技术产业研发专项项目评
审会在荣昌举行，来自中国农业大
学、西南大学、重庆市畜牧科学院、
重庆永健生物技术有限责任公司
等科研院校及农牧高新企业的21
个项目入围评审。通过评审会审
定合格的项目，将得到荣昌农牧高
新专项项目管理办公室的有力资
助，资助金额在50万元到500万元
不等。

重庆荣昌农牧高新技术产业研
发专项项目由重庆市科学技术局、荣
昌国家高新区、重庆市畜牧科学院三
方共同出资设立。其中，市科技局每
年出资200万元、荣昌国家高新区每

年出资不低于1000万元、市畜牧科
学院每年出资不低于1000万元，连
续支持三年，合同总金额不低于
6600万元。

该项目资助方向围绕荣昌区
农牧高新技术产业发展重大需求，
突出市场导向、政产学研深度融合，
聚焦具有全局性影响、带动性强、具
有前沿性的关键共性技术研发与示
范、应用基础研究，在动物育种、模
式动物、生物饲料、智能装备、大数
据、食品加工、生物医药、资源环境
等方向进行联合攻关。

据了解，荣昌国家高新区是
2018 年 3月经国务院批准设立的
国内首个以农牧为特色的国家高
新区。

荣昌设立农牧高新专项项目
入围项目可获得50万元到500万元资助

重庆市城市管理局供水水质情况简报
2019年9月，重庆市城市管理局对我市2家供水企业的3个水厂进行了水质监测，抽检结果

公布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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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单位：重庆市城市管理局供节水中心 咨询电话：630616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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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本月抽检单位各项检测指标均达标。
2、重庆市中法供水有限公司梁沱水厂、悦来水厂，重庆市梁平区龙泉
供水有限公司大井水厂均按出厂水106项、管网水42项指标进行检
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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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22日，记者在万州区龙驹镇
看到，岭上村“两江新区帮扶科技产业
园”里的200多亩猕猴桃长势喜人。

龙驹镇是全市18个市级深度贫困
乡镇。“市区两级科技特派员在荒山上
打响了猕猴桃‘癌症’攻坚战。”镇党委
书记张凤政介绍，2017年8月，高级农
艺师、市伏淡季水果专家组成员、市级
科技特派员何才智被派往岭上村指导
科技扶贫。“他选定了发展猕猴桃产
业。”

在岭上村，何才智的建议遭到了村
民甚至镇村干部的一致反对。近年来，
溃疡病严重影响了猕猴桃产量，被业界
称为猕猴桃的“癌症”。大家都知道猕
猴桃要是得了“癌症”，所有的投资都打
了“水漂”。

“携手打一场猕猴桃‘癌症’攻坚
战！”何才智告诉大家，一是从品种上选
择中国科学院武汉植物园研究员、国家
猕猴桃产业体系专家钟彩虹选育的专
利品种东红猕猴桃，该品种比其它红心
猕猴桃更抗病；二是创新采用一套接近
猕猴桃原生态条件的仿生栽培技术，有
效抵御病害侵袭。“用科技的力量培植
出扶贫产业，带动大家增收致富。”

何才智的建议首先得到了重庆玄
阔农业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向光兵的
支持。向光兵决定投资880万元在岭上
村实施万州区红肉猕猴桃仿生栽培科
技示范项目。随后，21户村民也抱着试
一试的态度，流转出226亩土地参与产

业发展。
“是与过去种猕猴桃不一样。”岭上

村党支部书记闫正伟回忆，按照何才智
的要求，先在平整好的土地上挖出一条
深0.5米、宽0.8米的基质槽，选用松针
土、糠壳、河沙、腐熟发酵的牛粪和过磷
酸钙等搅拌均匀作为定植果苗的营养
土；然后搭建钢架大棚，盖遮阳棚，防止
强光灼伤；配置迷雾设施调节空气湿
度。闫正伟说，“还有防冻技术、肥水一
体化技术啥的，多得我都记不清，这个
投入太先进了！”

何才智称，这种仿生栽培技术每亩
投入高达3万元，亩产量将达到2500斤，
比一般种植方式投入大，但产量更高
些。更重要的是仿生栽培技术降低了溃
疡病发生概率，提高了猕猴桃品质。

“营造接近猕猴桃原生态条件。”何
才智引导大家想想森林里野生猕猴桃
的生长环境：腐烂松软的枯枝落叶地
面、湿润的空气、斑斑点点的太阳光。
他说，一般的猕猴桃园恰恰没有规避猕
猴桃“怕高温、怕干旱、怕水涝、怕强风”
的特性。“不发病才怪！”

何才智的猕猴桃仿生栽培技术彻
底征服了岭上村的干部群众。果苗定
植下去了，大棚建起来了，群众的信心
有了。为支持猕猴桃产业发展，去年5
月，万州区果树站又将副站长、农艺师
周伟作为区级科技特派员派驻岭上村，
加强技术支持。同时，重庆市科技帮扶
集团也提供150万元资金支持产业发
展。

“科技特派员让我们大开眼界。”村
民李义权说，这些猕猴桃还采取定干、
定枝、定果“三定”技术，想让果苗怎么
长就怎么长、想让挂多少果就挂多少
果。“真没想到荒坡上能种出高科技宝
贝水果。”

现在，岭上村的猕猴桃产业已成为
龙驹镇推进产业扶贫科技示范项目。
周伟介绍，目前，猕猴桃长势良好，有效
阻击了溃疡病的侵袭，明年将试花挂
果，2021年达产后可年产优质有机红肉
猕猴桃300吨，实现销售收入1000万元
以上，带动当地村民实现劳务收入100
万元以上，每年村集体、贫困户、农户分
红12万元。

这是一场漂亮的科技攻坚战。岭
上村曾经的荒山上建起了产业生态化、
标准化、智能化、机械化的高科技智慧
猕猴桃示范园。张凤政称，何才智、周
伟引用专利品种，探索创新猕猴桃绿色
仿生态集成栽培技术，既化解了溃疡病
对猕猴桃产业的威胁，又为深度贫困乡
镇建起了科技扶贫产业。

万州龙驹镇岭上村：

科技特派员打响猕猴桃“癌症”攻坚战
本报首席记者 彭瑜 实习生 胡莉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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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 韩毅）10月 23
日，记者从云阳县政府获悉，云阳龙缸
景区建设的世界最大悬崖秋千主体工
程已完成，预计元旦节前后开放投用，
91.5米的最大摆径将极致挑战游客的
胆量。

秋千是很多人童年的记忆。这项
游艺项目已被演绎出多个“世界之最”，
供游客体验肆意尖叫的感觉。其中，新
西兰皇后镇内维斯大峡谷的高空秋千、
美国科罗拉多河的悬崖秋千，被众多玩
家称为“全球最刺激的死亡秋千”，享誉
全球。

云阳龙缸景区建设的这一超级大
秋千，在国际同类产品中高度最高、速
度最快、荡幅最大。它建在龙缸景区海

拔1100多米的猴子垭口的近700米高
悬崖边缘，主体部分由拱形塔和发射塔
组成，其中发射塔总高108米，拱形塔
总高100米，最大速度130千米/小时，
提升高度为 88米，最大摆弧可达 90
度，最大摆径91.5米，荡离悬崖最大距
离70米。

“为了保证安全性，我们选用了
国际上安全性能最高的结构钢材，使
用了无缝焊接等先进工艺。项目还
防雷防电，能抗10级地震和14级台
风。”云阳县旅发集团总经理李鹏飞
介绍，悬崖秋千投用后，游客乘坐时
要穿上经过欧盟认证的安全防护服，
在防护服外侧还增加了专门定制的
安全带进行束缚。

云阳龙缸景区建超级悬崖秋千

云阳世界最大悬崖秋千主体工程完工。 （云阳龙缸景区供图）

本报讯 （记者 夏元）10 月 18
日，记者从在重庆召开的“陕渝能源战略
合作2019年第三季度联席会”获悉，今
年1-9月，陕煤集团累计向我市发运煤
炭 838.53 万吨，比原计划超额运送
90.58 万 吨 ，占 我 市 电 煤 采 购 比 重
34.9%，有力保障了我市煤炭需求。

会上，市经信委与陕煤集团签署
了《新时代全面深化陕渝能源战略合
作协议》。市经信委副主任涂兴永表
示，陕煤集团在与我市合作过程中，始

终践行诚信担当理念，为重庆区域煤
炭保供和价格稳定下降发挥了关键作
用，下一步，双方将进一步拓宽领域深
化合作。

陕煤集团董事长杨照乾表示，陕渝
能源战略合作双方继续保持了密切往

来，深入推进合作，充分发挥沟通协调长
效机制作用，落实陕渝能源战略合作季
度联席会议制度，及时快速解决运行中
的各类问题，促进“陕煤入渝”行稳致
远。接下来，陕煤集团各保供单位将按
照双方商定的“确保目标实现，提高运行

质量，拓宽合作领域”总体要求，继续调
运煤炭入渝，支持保障重庆今冬明春及
明年全年电煤需求，并继续给予重庆煤
炭用户价格优惠。其中，计划2020年

“陕煤入渝”将完成保底运输量1000万
吨，力争运送1200万吨。

今年1-9月陕煤入渝838.53万吨
超额完成运送指标保障重庆煤炭需求

本报讯 （记者 黄光红）10
月23日，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投资
推广署（下称香港投资推广署）联合
市经信委、市商务委，在渝举办“一
带一路，共创新思路”座谈会。会
上，香港投资推广署就香港营商优
势进行了推介，并向渝企抛出橄榄
枝，欢迎渝企利用香港国际营商平
台优势加快拓展海外市场的步伐。

香港是一个国际化、多元共融、
高度对外开放、充满活力的国际大都
会。世界经济论坛近日发布的2019
年《全球竞争力报告》显示，在全球
141个经济体中，香港排名第3位，较
去年上升4位。

香港投资推广署署长傅仲森表
示，香港贯通亚洲多个重要市场，与
亚洲主要商业城市的距离都在4小
时航程范围内，地理位置非常优越，
一直是各国企业在中国内地及亚洲
发展业务的理想据点。目前，已有
超过9000家的中国内地企业及世
界众多国家的企业在香港设立地区
总部、地区办事处和当地办事处。
重庆企业如果到香港投资兴业，可
方便地找到很好的合作伙伴。香港

在服务业、金融、航运、贸易中心等
领域都担当着重要的国际角色，可
在“一带一路”倡议中发挥重要的作
用。借助香港的商业平台，重庆企
业可更好地抢抓“一带一路”倡议带
来的新机遇，走向更广阔的国际舞
台谋发展。

据悉，香港有良好的初创企业生
态系统，能为重庆企业到香港发展提
供很好的助力。譬如，香港政府的中
小企业资助计划，致力于为有意拓展
海外市场的中小型企业提供经济资
助；创新及科技基金，专为创意及创
新科技的公司提供支持；科技人才入
境计划，有利于内地企业在香港建设
离岸研发中心。

重庆与香港经贸联系紧密。其
中，香港更是重庆市最大的外来直接
投资地之一。香港投资推广署数据
显示，截至2018年底，重庆已备案在
香港成立的境外企业累计达119家，
中方投资额共计达到约32亿美元；
在港上市的重庆企业累计达 13
家。截至2019年8月，重庆累计批
准港资项目3048个，实际使用港资
4189亿元人民币。

香港投资推广署来渝抛橄榄枝：

利用香港营商平台优势
渝企可加快“走出去”

今年以来，渝州路街道认真落实
城市管理精细化、智能化、人性化和
大城智管、大城细管、大城众管的工
作要求，聚焦“三高九龙坡、三宜山水
城”总愿景，常态化开展“马路办公”，
不断让辖区干净整洁有序、山清水秀
城美、宜居宜业宜游，进一步增进了
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实施“大城智管”。今年上半年，
街道数字城管分中心共接到、分办、
派发案卷共计19942条，完成19792

条，结案率99.2%，群众满意率98%，
辖区市容环境、街面秩序、老旧小区
愈发干净整洁、规范有序、宜居靓丽。

坚持“大城细管”。持续对渝州路、
渝州支路、白马支路及便民摊区等50
余条主次干道进行降尘冲洗，出台310
车次，用水量约2300吨，清运各类垃圾
1440余吨、清除“牛皮癣”15万余处，劝
离、整治人行道违停车辆1520台次；补
栽绿化1200平方米，修剪树木、病害树
木治理84棵；修补破损路面1万余平

方米，整改下排管网150余米。
推进“大城众管”。街道11名班

子成员、15个机关科室、10个社区干
部挂片包干了辖区91条主次干道和
背街小巷。今年累计开展“马路办
公”100余次，问题整改600余件，另
外，184个小区、73栋楼由458名楼
长负责管理，2274 家临街门店由
2333名店长负责。每天，“五长”、网
格长们快速反应、上下联动，扎实推
进高质量城市管理，不断满足人民对
美好生活的向往。

干亚岚 魏娜

渝州路街道“马路办公”提升城市品质 重庆市采矿权公开出让公告
渝矿采出字〔2019〕23号

根据自然资源部《矿业权交易规则》《重庆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重庆市整合建立统一的公共资源交易平台实施方案的通知》，现对
以下采矿权予以公告，公告时间为2019年10月24日12:00-2019年11月21日12:00。公告日期内有2家以上（含2家）申报的采取拍卖方
式确定受让方，拍卖时间另行通知；公告时间内只有1家单位申报的将采取挂牌出让。本次公开出让的采矿权采用现场交易，出让详细资料
和具体要求，竞买申请人可在公告期内登录重庆市公共资源交易网（网址：http://www.cqggzy.com）进入重庆市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和矿
业权网上交易系统查阅、下载。地址：重庆市渝北区青枫北路6号渝兴广场B9、B10栋，联系电话：023-63628117，联系人：王先生。

本次公告将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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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

备注：序号GC19034采矿权出让人：巫山县规划和自然资源局，地址：巫山县高唐街道广东中路321号，联系人：陈志勇，联系电话：023-57692117。

序号

GC19034

采矿权名称
（暂定名）

巫山县骡坪镇
路口村采石场
建筑石料用灰

岩矿

地理位置

巫山县骡
坪镇路口

村

矿种

建筑石料
用灰岩

矿区范围
拐点坐标

详见《竞买须
知》

资源储量
（万吨）

1613.8

矿区面积
(平方公里)

0.126

开采
标高

+1130米
至+1010米

生产规模
（万吨/年）

50

出让年限
(年)

16.46

出让收益起
始价（万元）

2945.98

保证金金
额(万元)

620

机构名称：富德生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重庆市铜梁支公司
机构负责人：袁帅 机构编码：000061500224
原机构住所：重庆市铜梁区东城街道办事处迎宾东路160号
现机构住所：重庆市铜梁区东城街道中兴东路613、615、617、广龙路182、184、186、188、190、192号13-5室
成立时期：2016年11月22日 邮政编码：402560 联系电话：13808343477
业务范围：在重庆市行政辖区内开办以下业务：意外伤害保险、健康保险、人寿保险、年金保险以及经中

国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批准的其它人身保险业务
发证日期：2019年10月17日 发证机关：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重庆监管局

保险业务机构地址变更公告
机构名称：幸福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重庆市铜梁支公司
机构负责人：卢凤 机构编码：000124500224
原机构住所：重庆市铜梁区巴川镇中南路264号2-1，3-1
现机构住所：重庆市铜梁区东城街道中兴东路615号10-3
成立时期：2011年12月23日 邮政编码：402560 联系电话：85196860
业务范围：意外伤害保险、健康保险、传统人寿保险、人寿保险新型产品、传统年金保险、年金新型保险以

及经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批准的其它人身保险业务
发证日期：2019年10月17日 发证机关：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

保险业务机构地址变更公告 空港佳园项目位于重庆市渝北区空港新城中央公园北部，总建面约146.6万
平方米，分为A、B、C、D、E、F、G七个组团，其中住宅建面约100万平方米，总套数
约19595套，规划入住人口约4.9万人，商业总建面约18.10万平方米。本次推出
C、D、G区共计44个商铺，正在进行公开招商。

本次招商通过重庆产权交易网（www.cquae.com）进行挂牌招租，招商方式、
范围等信息已在重庆产权交易网（www.cquae.com）和重庆市公共租赁房信息网
（http://gzf.zfcxjw.cq.gov.cn/）发布，请意向承租者及时关注。报名请登录重庆
产权交易网（www.cquae.com）或拨打电话详细咨询。

联交所报名联系人及电话：陶老师63628134，赵老师63628070
招租方联系人及电话：韩老师023-67031105（工作时间：9：00-12：00（上

午）；2：00-5：30（下午），周末及节假日除外）

空港佳园公租房项目C、D、G区共计44个商铺招商公告

本报讯 （记者 崔曜）10 月 23
日，记者从国家移民管理局获悉，经国
务院批准，2019 年 12月 1日起，符合
条件的外国人由重庆航空口岸过境将
实施144小时免签。

据了解，12月1日起，浙江、重庆、
四川、陕西四地现行过境免办签证政策
将进行优化，延长重庆、西安航空口岸的
免办签证停留时间，将浙江宁波航空口
岸增设为江浙沪地区免办签证政策实施

口岸，扩大成都航空口岸的免办签证停
留区域。其中，重庆航空口岸过境免办
签证停留时间从原来的72小时延长至
144小时。

据介绍，延长过境免签政策将为外

国人在华从事旅游观光、商务洽谈、探亲
访友等短期活动提供更多便利，促进重
庆等省市进一步完善航线布局，带动当
地旅游业发展，吸引更多国际客流和中
转客流。

重庆过境免签从72小时延长至144小时
12月1日起实行，将为外国人来渝旅游观光、商务洽谈、探亲访友等提供更多便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