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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 韩毅）桃花红、
梨花白、樱花粉，梅花枝头鸟闹春，玉
兰馥郁满人间……3月20日，正值春
分时节，江北区鸿恩寺森林公园、铁山
坪森林公园、石门公园等公园均已向游
客开放，推窗见绿、开门见景、处处闻
香，“醉”美城景这边独好，欢迎市民游
客在做好防疫措施的同时前往游玩。

鸿恩寺公园，烂漫海棠红成阵，粉
面桃花相映好，洁白梨花雪满枝，微风
拂过，簌簌缤纷，落袖沾余馥……三两
游客踏青赏花，怡然自得。铁山坪公
园，成片桃花、樱花、海棠竞相绽放，登
临觅香亭，姹紫嫣红，灿若云霞，森林
吸氧、赏花观景、觅香结缘，逸乐游人。

江北嘴中央公园，绿树掩映、草坪
吐翠，广玉兰皎洁无暇、红叶李红里泛
白……花香鸟语，蜂蝶翩跹，映衬着鳞
次栉比的现代建筑，诗意江景、大气城
景、秀美街景，摁下快门随时定格最美
瞬间。北滨路，十里江岸十里花园，带
雨的樱花、含苞的月季，在格桑花、金
盏菊、紫薇等妆点下，形成绚烂多彩的
花带，争相传递春的气息，蓝色自行车
道、橘色慢跑道、景观游憩道引得不少
市民休闲打卡。望海花都，蝴蝶兰、牡

丹、白盏等各类花卉，更是娇艳欲滴，
带着自然的芬芳，吸引不少市民“把春
天带回家”。

以城为布、以花为墨，工笔细描山
水画卷。近年来，江北区大力实施了

“提质添绿”“增绿添园”“立体绿化”“坡
坎崖绿化美化”四大主题行动，打造“推
窗见绿，开门见景，四季见花、处处闻
香”城市风貌，内外兼修提升城市品质，
居民的幸福感、获得感得以不断提升。

江北：不负春光不负卿 姹紫嫣红春满园

□本报记者 夏元

3月20日，重庆市2020年首轮工
业投资项目集中开工视频连线活动，
在江北港城工业园举行。江北、渝北
等7个区共110个工业投资项目集中
开工，总投资575亿元，达产后将培育
形成1131亿元产值。

在当前我市已连续24日无新冠
肺炎新增确诊病例报告，以及全市规
模以上工业企业开工率达到99.9%的
情况下，此次集中开工的上百个工业
项目有哪些特点？疫情防控期间，这
批项目如何激活全市经济“脉搏”？对
此，市经信委相关负责人进行了解读。

项目涉及行业多投资规模大

“涉及行业多，投资规模大，是此
次集中开工项目的最大亮点。”市经信
委相关负责人介绍，此次开工项目分
行业来看，主要包括智能产业项目29
个，汽摩产业项目10个，装备产业项
目10个，材料产业项目26个，生物医
药产业项目13个，消费品产业项目
15个等。

从项目投资规模来看，本次集中
开工项目10亿元以上18个，5亿元以
上10亿元以下22个，1亿元以上5亿
元以下项目70个，平均每个项目投资
规模达到了5.23亿元。

项目结构优化特色发展突显

“聚焦新兴产业培育壮大和现有
产业链‘填平补齐’，让投资结构更加
优化，是此次集中开工项目的另一特
点。”该负责人表示，智能产业、新材料

等新兴产业的项目数量，占此次开工
项目总数过半。

另外，此次集中开工项目的7个
区均来自主城都市区，将在整体上加
快区域产业高端化步伐。如江北区莱
芯半导体半导体晶圆代工中段制程与
芯片封装测试项目，将进一步完善我
市功率半导体器件产业链条，助力建
成功率半导体器件基地；长寿区通过
实施年产6000万米超纤革及聚氨酯

树脂、川维精细化工产品等项目，将进
一步提升我市新材料产品市场竞争
力，为汽车、电子、消费品等产业发展
提供原料保障。

全年完成重大工业项目
投资500亿元

今年以来，面对疫情影响，我市一
手抓疫情防控，一手抓复工开工，目前
全市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开工率达到

99.9%，计划一季度开工的47个市级
重大项目里已开工38个，其余9个有
望在本月底前开工。

市经信委表示，接下来，我市将进
一步加大招商引资力度，加快在建项
目推进，促进完工项目投产放量，力争
市级重大工业建设项目全年完成投资
500亿元，推动市级重大工业投达产
项目对全市工业增长贡献率保持在
50%以上。

工业项目集中开工激活经济“脉搏”

110个开工项目培育1131亿元产值

本报讯 （记者 夏元）3月20日，
作为当天全市集中开工的110个工业
投资项目之一，由莱芯半导体（重庆）
有限公司牵头的半导体晶圆代工中段
制程与芯片封装测试项目落户江北
区，达产后将为我市汽车电子、消费电
子等领域提供芯片配套服务，填补国
内空白。

莱芯半导体（重庆）有限公司总经
理姚俊纲介绍，此次莱芯半导体开工项
目总投资17亿元，计划分两期建设，一
期项目将建设月产10万片的晶圆代工

产线，提供包括晶圆研磨、晶圆凸块等
服务；二期项目将扩充中段制程产线并
布局新一代功率半导体封装测试产
线，形成芯片月产能2万片，为本地汽
车电子、消费电子等领域提供配套。

“接下来莱芯半导体将引入更多

高端半导体制程内容，在提高企业产
品竞争力的同时，带动提升重庆高端
智造水平。”姚俊纲表示，作为专注于
新一代功率型半导体晶圆制程关键技
术的企业，莱芯半导体主要提供晶圆
封装制程代工与测试等服务，包括集

成电路研发、制造、代工、销售，以及晶
圆超薄化、晶圆再生、微机电代工等。
此次开工项目达产后，莱芯半导体还
将具备承接高端功率半导体器件和微
波器件的减薄和封装制程业务的能
力，填补国内半导体产业空白。

莱芯半导体项目落户江北

将填补国内半导体产业空白

□本报记者 夏元 罗芸

3月20日，随着江北、九龙坡、北
碚、渝北、长寿、綦江和铜梁等7个区，
共计110个工业投资项目集中开工，
这批总投资 575 亿元的工业项目，
为疫情防控下的我市工业经济发展增
添了活力。

那么，这7个区各自开工的工业
项目都涉及哪些产业领域？

“江北区是本次全市工业投资项
目集中开工的主会场，这既是鼓励，也
是鞭策。”江北区负责人介绍，此次江
北区集中开工的10个项目，包括半导
体晶圆代工中段制程与芯片封装测
试、平伟智能制造产业园等5个智能
产业项目，将作为全市“芯屏器核网”
全产业链补充，另外5个投资项目主
要涉及对外贸易和大健康产业。这
10个项目总投资66亿元，达产后将

实现产值147亿元。
九龙坡区负责人表示，九龙坡此

次集中开工5个工业项目，总投资50
亿元，将实现产值90亿元。接下来，
该区将乘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
重庆高新区发展升级等“东风”，加快
推进中铝高端制造系列配套等一批重
点招商项目落地。

北碚区负责人表示，北碚集中开
工的中国工业互联网研究院重庆分院
等5个项目，主要涉及工业互联网建
设，项目总投资20亿元，今年内达产
后将实现产值33亿元，带动百亿级产
业链发展。

渝北区负责人介绍，此次渝北集
中开工项目19个，主要涉及大数据、
智能化、大健康等产业，项目总投资
82亿元，将实现产值 235亿元。其
中，投资22亿余元打造的“泰山电缆
研发制造基地”，达产后总产值有望实
现45亿元。下一步，渝北区将培育智
能终端、软件和信息服务等五个千亿
级产业集群。

集中开工项目多达41个的长寿
区，是当日集中开工项目数量最多的
区。该区负责人表示，这批项目总投
资156亿元，将实现产值288亿元，长
寿将通过对工业投资项目采取高强度

推进、高水平服务、高质量招商、高起
点储备等方式，在推动全市经济高质
量发展中“当好先锋、当好主力”。

綦江区集中开工项目13个，涉及
“芯屏器核网”全产业链，总投资98亿
元，包括投资53亿元的锂电池高新材
料项目、投资10亿元的重庆开拓卫星
科技有限公司的卫星核心部件及系统
生产制造项目。綦江区有关负责人表
示，这些项目将进一步提升綦江的产
业层次和竞争力。

另外，铜梁区集中开工项目17
个，主要涉及智能制造等领域，项目总
投资104亿元，将实现产值150亿元。

智能产业和高端制造成主力军

7个区集中开工项目“含金量”高

本报讯 （记者 黄光红）品一顿
美食、购一件新衣、泡一次书吧……随
着疫情防控形势持续向好，很多市民都
迫切地想去商圈商场消费购物。3月
20日，市商务委组织主城六大商圈开
启“拥抱春暖花开 享受美好生活”主
题消费活动，邀请市民逛一次商圈商
场，并号召广大商家积极复市营业，做
好防疫措施，全力确保市民安全消费、
放心消费、满意消费。

市商务委相关负责人介绍，为满足
广大市民消费购物需求，连日来，重庆
各商圈（商场）分期分类、有序推进商贸
企业复工复产。截至目前，全市各大商
圈（商场）已复工复产的商贸企业、个体
经营户共计达到上万家，复工率接近
100%。

其中在主城区，解放碑商圈重百大

楼、远东百货和新世纪百货解放碑商都
等16个购物中心、百货商超已全面复
工；观音桥商圈“五大”主力百货和“六
大”购物中心已恢复运营，复工企业（含
个体工商户）达6440家。另外，杨家坪
商圈复工企业达263家，三峡广场商圈
复工企业达1239家；南坪商圈限额以
上商贸企业（含持续营业）复工复产的
达253家。

各商圈（商场）在有序推进商贸企
业复工复产的同时，也重点加强对各购
物中心、百货超市等安全服务的指导和
监督（如设置体温测试设备、安全隔离
带、定期对商场消毒等），以确保消费者
购物安全。

目前，各商圈经营场所窗明几净、
环境宜人，各大商家承诺将以全新的姿
态、优质的服务，满足市民的消费需求。

主城六大商圈开启主题消费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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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 李珩）3 月 20
日，重庆日报记者从市卫生健康委获
悉，重庆部分医院已经启用电子健康
卡，凭电子健康卡不仅可在医院“亮码
入院”，还可进行挂号、取药、查报告等
全流程就诊。作为每个人的“健康就医
凭证”，电子健康卡全国通用。

电子健康卡是全国通用的医疗卫
生服务卡，是卫生健康部门根据居民身
份证以及其他法定证件，为城乡居民办
理的统一标准的就诊服务卡，由国家电
子健康卡系统服务平台统一生成、统一
认证、统一管理，全国通用。

作为“就医凭证”，电子健康卡可替
代就诊卡在就医全程使用，包括线上预
约挂号、在线智能导诊、到院扫码（刷
脸）签到、扫码（刷脸）就诊检查取药、在
线缴费查报告等就医全流程。

具有二代身份证号码的居民(包括
16周岁以下未成年人)，均可通过微信
搜索并关注“健康巴渝12320”公众号，
或通过“腾讯健康”小程序等方式申领
电子健康卡。与普通就诊卡不同的是，
电子健康卡不仅可跨院使用，而且其就
存放在智能手机里，不会重复建卡，也
不会丢失，即取即用。此外，为方便帮

助不便操作智能手机的亲属就医，也可
以绑定家人的电子健康卡，每人最多可
绑定5张。

据市卫生健康统计信息中心有
关负责人介绍，目前，市妇幼保健院、
重庆医科大学附属口腔医院、陆军军
医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市急救中心、
开州区人民医院、长寿区人民医院、
长寿区中医院、铜梁区妇幼保健院、
合川区中西医结合医院、奉节县人民
医院、巫溪县人民医院均可使用电子
健康卡。

“电子健康卡还可跨区域、跨医院
查询，通过患者手机、医生工作站在线
查询个人健康信息，实现不同医疗机构
间电子病历和电子健康档案共享调
阅。”该负责人称。

另据了解，升级后的电子健康卡还
具备防疫通行新功能，可显示为“红、
黄、绿”3种颜色，到院就医时只需出示
电子健康卡二维码给医务工作人员，就
可快速核验新冠肺炎个人健康状况，无
需排队填写健康信息登记，医院根据来
院就诊者电子健康卡二维码颜色，实现
分区分诊安全就医，降低院内就医交叉
感染风险。

看病别忘上微信领电子健康卡

江北嘴中央公园春色秀美。 通讯员 曹检 摄

左图：望海花都，市民“把春天带回家”。
记者 崔力 摄

右图：鲜花枝头鸟闹春。 通讯员 曹检 摄

本报讯 （记者 夏元）3 月 19
日，重庆日报记者从市经信委获悉，即
日起，我市启动2020年度全市智能化
改造项目，以及数字化车间和智能工厂
认定申报，合规企业可向所在地区县经
信委提出申报，由后者报送至市经信
委。

据介绍，本年度我市智能化改造项
目认定类别包括，数字化装备普及、信
息管理系统集成应用、“上云上平台”和
智能制造新模式应用等四个大类。申
报企业须满足的条件包括，申报主体在
我市注册登记，属独立法人资格的制造
业企业；申报主体实施的数字化装备普
及、信息管理系统集成应用等四类智能
化改造项目符合我市认定标准；申报项
目开工日期在2018年3月1日后，完
工日期在2020年1月1日后，且此前
未在智能化改造项目认定系统内开展
过认定等。

届时，合规企业可在本年内随时提
出认定申报，其中投资3000万元及以

下项目由各区县经信委组织认定，投资
3000万元及以上项目由各区县经信委
初审后，报送市经信委组织认定。

在数字化车间和智能工厂认定方
面，前者的认定条件包括设备数字化、
数据采集、生产过程数字化和车间信息
集成等，后者的认定技术条件包括设备
数控化、设计数字化、管理数字化和产
品数字化服务等内容。企业申报须满
足的条件包括，申报主体在我市注册，
具有独立法人资格，申报项目符合国家
及我市产业政策；项目设备和软件投资
数额不低于1000万元，渝东北、渝东南
区县项目投资数额不低于500万元；项
目未获得其他财政资金支持等。

市经信委负责人表示，此次申报为
无纸化申报，合规企业在4月11日前，
登录重庆市经济和信息化大数据应用
平台进行申报。各区县经信委通过该
平台对申报项目进行初审后报送至市
经信委，再组织专家评审通过，即对认
定项目进行公示、授牌。

智能化改造及数字化车间
和智能工厂认定启动申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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