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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 黄光红）4月9日，
市政府组织召开5G网络建设攻坚工作
电视电话会议，部署2020年5G建设任
务。重庆日报记者从会上获悉，未来3
年，我市将投入超过300亿元建成10万
个5G基站。其中，2020年将建设3万
个5G基站，实现区县城市重点区域5G
网络覆盖。

当前，全国各地都在抢抓5G建设
机遇。我市经过努力，争取到了今年建
设3万个5G基站的计划指标，数量排在
全国第6位。当天的会议要求，这3万
个5G基站建设任务，要在6月30日前
完成。

今年以来，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
情，使我市5G基站建设进度受到一定
影响。截至目前，全市新建成约3000个
5G基站，还有2.7万个需在80天内完
成。这意味着，接下来，平均每天须建设
300余个5G基站。

市通信管理局相关负责人介绍，为
确保如期完成今年的5G基站建设任
务，我市将从建立5G建设办公室、抓好
项目落地、抓好共建共享、注重安全生
产、加强督办激励和利用大数据平台进
行全网调度等六个方面，坚决打好5G
网络建设攻坚战。

其中在建立5G建设办公室方面，
要求各区县尽快建立5G建设办公室，
进一步强化工作统筹和调度指挥，充分
调动各类资源要素，形成配合紧密、行动
有力的工作机制。

在抓好共建共享方面，通信企业将
围绕5G网络共享和异网漫游，强化与
电力、市政、交通和公安等社会资源的互
换互用，深化铁塔、杆路等设施共建共
享，打造集约型5G网络。

在加强督办激励方面，我市将建
立 5G 建设进度通报机制，及时报送
5G 建设进展、报告 5G 建设各类问
题。同时，探索挂牌督办与奖励激励
并举，及时将进展不力的基站建设计

划调整到其他区县。
在利用大数据平台进行全网调度

方面，重庆将依托已建成的重庆市5G
新型基础设施大数据平台高效管控建
设进度。该平台功能强大，具备5G建
设全网调度能力，市领导和区县领导
可以通过平台实时获知5G建设目标
任务、工程进度和基站建设时遇到困
难的原因等相关信息。

在加快建设5G基站的同时，今年
我市还将开展示范试点，推广5G网络
应用。会议透露，今年，我市将积极推
广AR/VR、4K/8K、赛事直播、游戏娱
乐和虚拟购物等 5G应用；实施“5G+
卫生健康精准扶贫”和“5G+工业互联
网”512工程，促进“5G+车联网”协同
发展；筹办 2020 中国智博会 5G高端
论坛，打造云服务、开放平台及应用开

发环境，提升5G创新能力；借鉴北京、
广东等省市发展5G的经验，通过套餐
升级优惠、信用购机等举措，加快5G
放号，促进5G终端消费，加快用户向
5G迁移，推动5G用户规模增长。

据悉，在各方努力下，2019年我市
建成5G基站1万个，约占全国的8%，成
功跻身全国第一梯队。目前，全市有5G
用户67.5万户。

市政府部署5G网络建设攻坚工作

6月30日前建成3万个5G基站 本报讯 （记者 陈钧 实习
生 王天翊）重庆“双创”（大众创业、
万众创新）工作获得全国性声誉和影
响力。重庆日报记者4月9日从两
江新区获悉，2019年全国双创示范
基地第三方评估结果近日发布，重庆
两江新区国家双创示范基地在本次
评估中以81.2分的成绩位列十四个
区域类新区总分第一。

据介绍，此次评估的指标包括政
府职能、政策落实、双创生态、文化建
设四个方面，评估范围涵盖120家国
家级双创示范基地。

两江新区科技创新局局长李洁
介绍，两江新区2016年5月获批全
国首批“双创”示范基地。3年多来，
两江新区围绕国家赋予的“长江上游
创新中心”的战略定位，以及重庆以
大数据智能化为引领的创新驱动发
展战略行动计划，不断探索创新创业
高质量发展路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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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为助推改
革不断深化、经济新动能持续壮大和
高质量发展行稳致远的重要载体。
2019年，两江新区国家双创示范基
地建设工作获国务院通报激励表彰。

其中，两江新区推行的集群注册
制度成为中国科协重点推广的经验
之一。2018年3月，两江新区在全国
率先对科技类和文创类企业推行集
群注册制度，可实现无办公场所投资
设立企业，大大降低企业注册成本。

截至2019年底，已经有来自美
国、亚美尼亚等全球多个国家和地区
的近2000家企业通过集群注册制度
落地两江新区，登记就业人数超过
6000人，注册资金70亿元，有效完
善了两江新区的双创体系。

在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的
机遇之下，该制度的运营方——漫客
空间也正在积极筹备在成都落地。
漫客空间总经理杜云霞称：“成渝地
区双城经济圈建设的重要一环就是
营造一流的营商环境，集群注册制度

在两江新区首次推出以来受到了市
场的积极反馈。我们也想抓住这个
机遇，将更多创新经验在成都落地。”

除了改革创新之外，两江新区在
重大科技创新方面的突破也值得称
道。

2019年9月，重庆永仁心医疗
器械有限公司的国家创新医疗器
械——植入式左心室辅助系统
EVAHEART I（下称“永仁心”人工
心脏）正式获得国家注册上市批准，
标志着我国第一个植入式心室辅助
产品正式上市销售。

重庆永仁心董事长张本焱介绍，
截至目前，该产品已经获得了来自全
球的2亿元的采购需求。“目前重庆

‘永仁心’已经全面复工复产，将会加
大生产力度，全面满足市场需求。”

在人工智能领域，云从科技也在
三大主流跨镜追踪技术数据集Mar-
ket- 1501、DukeMTMC- reID、
CUHK03上超过阿里巴巴、腾讯、微
软、中科院自动化所等企业及科研机
构，两次创造新的世界纪录。

在此基础上，2019年，两江新区
专利授权量超过2800件，其中有效
发明专利数2200件，发明专利占全
部授权专利比重达到17%；万人发
明专利拥有量超过28件，超过全市
平均水平的2倍。

不仅如此，两江新区还依托礼嘉
智慧公园、两江数字经济产业园、两
江协同创新区三大创新平台高质量
推进“双创”示范基地和国家自主创
新示范区建设。其中清华大学、中国
科学院大学、同济大学、中科院计算
所、新加坡国立大学、比利时鲁汶大
学等一批国内外知名院所相继落户
两江协同创新区，将为重庆建设国家
（西部）科技创新中心提供有力支撑。

下一步，两江新区还将完善政策
支撑体系，加大对区内双创载体的支
持力度，进一步优化科技创新生态，
为建设长江上游创新中心提供坚实
支撑。

2019年全国双创示范基地评估结果出炉

两江新区总分排名
列14个区域新区第一

4月9日，中国移动重庆公司工作人员正在对5G基站进行调试。
记者 张锦辉 摄

未来3年
我市将投入超过

300亿元建成10万
个5G基站。

2020 年将建设 3
万个5G基站

实现区县城市重
点区域5G网络覆盖。

为更加积极鼓励刺激消费，落实
市商务委以“春暖花开·美好生活”为
主题的“十个一”活动要求，渝中区政
府主办的“游母城、享美食、购潮品”
2020重庆·渝中春夏消费季从3月20
日启动，持续到6月30日结束。渝中
区面向市民免费发放千万元消费券
卡，辖区2大商圈、3大地标，50家大
型商场、500家重点企业、5万个商户
集中推出系列促销活动，让市民和游
客每周来渝中都有新“耍事”，买得实
惠、住得优惠、看得称心。

重庆百货踊跃响应市级部署，承
担社会责任，于4月初正式启动“万物
复苏空调节——千万消费券重启家装
计划”，整合电器、超市、百货、汽贸、家
装、餐饮、摄影、亲子早教、医疗等众多
跨行业商家平台，吹响激发市场活力、
提振消费信心的集结号。4月3日后，
消费券已陆续发放1万余份，此活动受
到广大消费者的热烈追捧，消费券供不
应求。应消费者的强烈需求，消费券派
发仍在火热进行中，请时刻关注公众号
重庆重百商社电器微商城会员中心。

民有所需，企有所应。作为立足
渝中，辐射全市的企业，商社电器解放
碑旗舰店也积极参与2020重庆·渝中

春夏消费季活动。2020重庆·渝中春
夏消费季活动启动以来，商社电器解
放碑旗舰店备受消费者青睐，商场销
售额同比增长28.1%。

解放碑商圈办
大力支持商社家装节启动
为了响应 2020 重庆·渝中春夏

消费季的号召，4 月 3 日-12 日，商
社电器解放碑旗舰店推出促销活动
的消费升级，包括：到店领 500元电
器消费权益券；购物满 1500 元送
100 元 重 百 新 世 纪 提 货 卡 ；参 加
2020 重庆·渝中春夏消费季微信抢
券活动，立享满 300 元立减 100 元，
来店购物消费者还可用 99 元换购
原价 599 元的珐琅铸铁锅。此外，
解放碑商社电器旗舰店携手美的、
海尔、格力等众多大家电品牌商家，
优惠力度释放到底，以完美的体验、

优质的产品、优惠的价格、优质的服
务回馈山城消费者！

商社电器解放碑旗舰店还将提
供来料免费加工磨粉、烘培，免费衣
物SPA，免费手机充电，免费咖啡畅
饮休闲区，免费提供针线、药品、礼品
包装，提供雨伞租借等服务，为消费
者提供便利。

4月10日上午10:00在商社电器
解放碑商场外展舞台举行春夏家装节
启动仪式，除了场内活动，商社电器解
放碑旗舰店携手美的、海尔、格力、松
下、老板、创维、索尼、华为等厂商，将
通过丰富的场外展销，共促消费升
级。美的电器推出微清烘焙体验课
堂、生活电器养生课堂、微晶冰箱三文
鱼体验、洗衣机微力洗实验、舒适星空
调柜机三段无风感体验等五大活动；
老板电器推出周末美食直播，现场烘
焙美食，游客可品尝烘焙美食，学习烘

焙知识……

万物复苏空调节
重百电器一年一次的空调触底价，

如约而至，即日起—4月12日，重百电
器携手美的、格力等大牌联合放利，惠
动全城！品牌大1P变频空调低至888
元，3P客厅中央空调仅需2399元，套
购还加送原装进口咖啡机；购厨卫产
品，买一送一，买三免一，优惠力度空
前。

重百电器世纪通招商会今日召开
一次不同以往的特别邀请！一场

意义非凡的家电盛会！电器大咖齐聚
在此，只等你来！4月10日，重庆渝中
区曾家岩雾都大酒店，一次创业的好
机会，放马过来，商机无线——2020
年重百电器世纪通招商盛会。

重百电器世纪通现有合伙人460

个，已在南岸、渝北、涪陵、大足、武隆、
江津区等地成功开店近400家，加盟重
百世纪通，将共享SAP系统、仓储、产
品、货源、服务，提供各项加盟政策支
持，从根本上解决传统零售品类不全、
运输周期长、经营成本高、电商竞争大
等痛点。携手重百电器世纪通，创业成
功更轻松。

重百电器世纪通充分利用重百成
熟优质的品牌、信誉、资金、渠道、物流、
服务等方面的优势，紧密聚合品牌企
业、物流商、金融机构、增值服务商等各
大群体，整合资源为创业者实现全方位
的 跨 界 赋 能 。 加 盟 热 线 ：023-
63822513。

全屋家电大牌一站购
重百电器商社精工团队致力于中

央空调、采暖、新风、净水、智能家居等
舒适家产品的咨询、设计、销售、安装、

售后的整体服务。现拥有千人专业院
校毕业施工团队，10年行业顶尖技术
骨干全程设计、施工、监理把关，以及
高于行业施工用材标准及工艺水平。
重百电器品质信誉保障，全方位解决
隐蔽工程安装不确定性，打造隐蔽工
程极致用户体验！更放心！4 月 1
日-4月12日，舒适家套购满29999还
送价值4980的美的智能锁套餐。咨
询电话：023-63827633。

重百创客：自买省，分享赚
重庆百货电器事业部倾力打造的

社交电商平台——重百创客，深度挖掘
私域流量，为品牌方以更低的成本精准
触达用户提供了平台。4000多个知名
品牌，8万多种商品，有100多万名会员
和上千个线下门店网点作为销售通路
支撑。从生鲜到家居日用，重百创客充
分发挥全场景零售布局优势，有效搅动
了社交电商市场。成为重百创客合伙
人，自买省钱，分享赚钱，借助全民营销
的热潮，重百创客还将持续为消费者打
造“身边的重百创客”，满足消费者多样
化的品质需求，持续深化流量变现，引
领社交电商未来。

谢恒

2020重庆·渝中春夏消费季

撬动“补偿性消费”，游渝中有耍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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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4月10日9:00－2020年4月14日17:00。若有疑问，请与重庆市自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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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5号

接受社会监督的公告

序号

X20026

土地位置

九龙坡区中梁山组团J分区
J13-16/02、L分区L02/02、
L03-01/02、L05/02号宗地

规划用途

原用途

商住用地

现用途

商住用地

土地面积（㎡）
原面积

121966

现面积

121966

规划部门确定的总建筑规模（㎡）
原规模

354614.88

现规模

355380.87

规划部门确定的地上或计容规模（㎡）
原规模

304915

现规模

305366.32

应补交地价款
金额（万元）

17

原土地使用权人

重庆恒大君鑫房地产开发
有限公司

调整依据

该宗地已全部竣工，计容建筑面积增加451.32平方米（物管用
房），涉及部分用途转换；新明确不计容商业建筑面积967.33平方
米，补缴地价款。

X20027

X20028

X20029

X20030

九龙坡区中梁山组团J分区
J13-14/02、J13-15/02、J13-
17/02、J14-07/02、J14-08/
02、J14-12/02、J14-10/02号

宗地

两江新区悦来组团D分区D21-
1/03、D21-2/03号宗地

沙坪坝区西永组团C20-1-1、
C20-2-1、C20-2-2、C20-2-
3、C20-3-1、C20-3-2、C20-
3-3、C20-3-2-3、C20-3-5-2

号宗地

沙坪坝区上桥张家湾宗地

商住用地

二类居住用
地

商业、车库

住宅

商住用地

二类居住用地

商业、车库

住宅

196222.1

83276.4

109880.59

3468

196222.1

83276.4

109880.59

3468

641564.91

124914.6

401337.17

16913.07

634923.49

184686.59

401337.17

16913.07

521583.63

124914.6

168038.97

16913.07

516644.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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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恒大君鑫房地产开发
有限公司

重庆怡置星怡房地产开发
有限公司

重庆市公共住房开发建设
投资有限公司

重庆尚美置业有限公司

该项目已全部竣工验收，根据房测报告，计容建筑面积未增加，涉
及部分用途转换；新明确不计容建筑面积925.96平方米（商业），
补缴地价款。

根据《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计容建筑面积未增加，涉及部分用
途比例转换；新明确不计容建筑面积 59771.99 平方米（车库
49589.01 平方米、设备用房4087.11 平方米、无偿移交幼儿园
6095.87平方米不计征地价款），补缴剩余地价款。

该项目为公共租赁住房项目，已全部竣工验收。现土地使用权人
申请将该项目中非独栋部分 401337.17 平方米（计容商业
168038.97 平方米、不计容车库 233298.2 平方米）分摊的
109880.59平方米土地的取得方式由划拨转为出让，补缴地价款。

该项目为危改安置房项目，已全部竣工验收。现土地使用权人申请将
该项目中建筑面积16913.07平方米（计容住宅）分摊约3468平方米
土地的取得方式由划拨转为出让，补缴地价款。

X20031 高新区西永组团F分区F10-7/
02号宗地

二类居住用
地 二类居住用地 74115 74115 195644.39 193359.28 148230 145558.62 34 重庆和威房地产开发有限

公司
该项目已竣工验收，根据房测报告，计容建筑面积未增加，涉及部
分用途转换；新明确不计容商业3658.6平方米，补缴地价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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