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记者 杨骏

6月22日，市商务委召开座谈会，
就日前发布的《重庆市进一步做好利用
外资工作若干措施》（下称《措施》）进行
了延伸解读。

座谈会现场，江北、江津、长寿等区
县的相关负责人表示，《措施》的出台，
有助于增强区县对外资企业的吸引力，
推动招商引资工作，进一步补齐、延伸
区域优势产业链条，扩大对外开放。

江 北
加速以江北嘴为核心的金融开放

江北是重庆利用外资的“大区”。
数据显示，1-4月，江北实际利用外资
约4亿美元，同比增长46.46%。其中，
外商直接投资2.56亿美元，同比增长
42.22%。1-4月，该区新设外资企业9
家，增资项目2个，合同外资1.78亿美
元，同比增长6倍。

“数据可看出，外商投资在江北区
加快推进开放型经济建设中起到重要

作用，我们也一直重视相关工作。”江北
区商务委副主任邓琼举例说，《措施》出
台后，江北区按照相应要求，成立了由
区分管领导担任组长的“行政服务管
家”团队，与企业积极沟通对接，了解诉
求，解决问题。

“《措施》提出加快金融等领域的对
外开放，这也给我们下一步工作提供了
助力。”邓琼说，近年来，江北嘴的金融
业发展迅速。2019年，江北嘴金融核
心区实现金融业增加值207亿元，同比
增长30.3%，占全区的74.7%；金融资
产规模超1.7万亿元，占全区的85%。

《措施》出台后，江北嘴将进一步加
大金融对外开放力度，大力发展现代金
融，对标国际标准，持续优化金融业态，
积极配合推进滴滴西南结算总部等项
目落地，提高区域传统金融业、新型金
融以及要素市场聚集度。

江 津
做好产业“补链延链”

“《措施》明确，要加大重点外资项

目的支持力度。站在区县发展角度，这
有助于我们补齐和延伸重点产业、项目
的上下游产业链。”江津区商务委员会
副主任代杰说。

他以两个企业为例。一是玖龙纸
业。该企业于2006年落户江津，主要产
品为牛卡纸、低克重瓦楞纸和灰底白板
纸等，年产值超过50亿。目前，该企业
计划在江津新增投资，建设包装产业园，
承接玖龙纸业产品智能包装加工。一旦
产业园尘埃落定，江津将在纸业产品上
补齐产业链，预计产值将超过百亿。

二是益海嘉里。该集团在江津落
户已久，主要进行粮油的生产与加工。
本月15日，该集团新投资的益海嘉里
中央厨房项目正式开工，计划于今年三
季度投产，预计年产值22亿元。届时，
益海嘉里在江津的两个项目将实现循
环发展，推动产值向百亿元迈进。

“《措施》出台后，我们更有底气去
推进落实这些项目。”代杰表示。

另一方面，目前江津综保区正在积
极招商引资中。代杰认为，《措施》此时
出台，势必增加其对外资落户的吸引力，

助力江津进一步融入“一带一路”建设和
西部陆海新通道，提升区域开放程度。

长 寿
结合实际做好政策延伸

长寿区投资促进局副局长黄广木
介绍，截至目前，长寿共有外资企业61
家，其中世界500强企业22家，跨国公
司44家。

“有成绩，但也存在问题。”黄广木
说，在外资引进利用方面，长寿还存在
新增企业少、规模小、新兴产业不多等
问题。《措施》的出台，则给予长寿进一
步引进利用外资，加速对外开放提供了
指引。

具体而言，长寿将在《措施》的框架
下，结合自身实际，对一些具体政策进
行延伸与细化。比如，长寿已出台“投
资项目告知承诺制”，投资主体、中介机
构、施工单位、要素保障部门等多方作
出书面承诺后，有关行政审批部门按照

“承诺即视为有”的原则快速推进前期
审查审批工作。此举比原有审批时间
减少近70%。

“在利用引进外资方面，长寿将贯
彻《措施》的要求，打造政策优、成本低、
服务好、办事快的营商环境。”黄广木还
表示，长寿已成立外企招商分局，在利
用引进外资上更加精细化。

各区县积极落实利用外资新措施

加速对外开放步伐 补齐延伸产业链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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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 张莎）端午
近，粽香飘。6月22日，我市各地
开展“我们的节日·端午”活动，端午
佳节氛围逐渐浓厚。

渝北区龙山街道银桦路社区
新时代文明实践站组织辖区志愿
者、非公企业党员和小学生一起包
粽子。志愿者们一边给孩子们讲
述端午节的传统文化，一边教大
家如何捋粽叶、做漏斗状、填糯
米、压紧实、封口、扎捆，巧手翻
飞，不一会儿功夫，三角形、牛角
形、长条形等一只只各式各样的
漂亮粽子就成型。随后，大家一起
将包好的粽子和制作的端午贺卡
送到了几户社区空巢老人、残疾人
和高龄老人家中，让他们感受到端
午的温暖氛围。

在江北区，江北区总工会邀请
50余名一线职工、劳模，共同参与
庆端午包粽子活动。从折粽叶、装
糯米到系粽子，专业厨师手把手教，

“徒弟们”一招一式学。职工们由不
会到会、不熟练到熟练，还上了一堂
传统文化课。

端午近 粽香飘

我市端午佳节
氛围逐渐浓厚

新华社北京 6 月 22 日电 （记
者 伍岳）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22日
在例行记者会上表示，日方通过涉钓
鱼岛所谓“更名”议案，是对中国领土
主权的严重挑衅，是非法的、无效的，
中方已通过外交渠道向日方提出严正
交涉。

有记者问：日本冲绳县石垣市议会
22日通过有关议案，把钓鱼岛的所谓

“行政区划”更名。中方对此有何评论？

“钓鱼岛及其附属岛屿是中国固
有领土，中方维护领土主权的决心和
意志坚定不移。”赵立坚表示，日方通
过所谓“更名”议案，是对中国领土主
权的严重挑衅，是非法的、无效的，不
能改变钓鱼岛属于中国的事实，中方
对日方有关行径坚决反对。

他表示，中方已通过外交渠道向
日方提出严正交涉，并保留做出进一
步反应的权利。

外交部：

日方通过涉钓鱼岛
所谓“更名”议案非法、无效

新华社北京 6 月 22 日电 日前，
重庆潼南区发生 8名小学生溺亡事
件。国务院教育督导委员会办公室22
日发布预警，提醒各地、各有关部门和
学校引以为戒，认真落实防溺水工作
各项要求，严防溺水事故。

国务院教育督导委员会办公室强
调，各地教育部门和学校要结合当地实
际，广泛宣传防溺水知识和溺水危害，引
导广大学生珍惜生命，远离危险水域。
要采取多种形式，反复提醒学生在放学
后、周末和节假日不要私自下水游泳，更
不要到无人看护水域玩耍；遇到他人溺

水要沉着应对，以最快速度寻求大人帮
助，不要贸然盲目施救，造成更大悲剧。

国务院教育督导委员会办公室要
求，各地教育部门和学校要充分运用
家长委员会、家长学校等，通过家访、
家长会、电话、短信、微信、发放告知书
等方式，及时向家长进行防溺水风险
提示，督促家长增强安全意识和责任
意识，准确掌握孩子行踪，切实做好对
未成年子女的教育和监管，严防离校
期间溺水事件的发生。地方各级党委
政府要加强统筹协调，健全联防联控
机制，加强重点水域隐患治理。

国务院教育督导委员会办公室预警：

严防溺水事故

新华社西昌 6 月 22 日电 （李国
利 杨欣）中国卫星导航系统管理办公
室22日透露，6月16日推迟执行的北
斗三号最后一颗全球组网卫星发射任
务相关技术问题已排除，任务重新启

动，拟于6月23日择机执行。
目前，执行任务的长征三号乙运载

火箭已完成加注前的全部测试工作，功
能、性能满足任务要求，常规推进剂加
注已顺利完成。

我国重新启动北斗三号
最后一颗全球组网卫星发射任务

拟于23日择机执行

6月22日，万盛经开区万盛街道北二社区开展“品味端午·传承文明”巧
手做香囊活动。居民们自己动手，用废旧布料和艾草等制作出了一个个色彩
斑斓、形状各异的香囊。大家在其乐融融的节日氛围中感受端午节丰富的文
化内涵，进一步了解中国传统文化。 通讯员 王泸州 摄/视觉重庆

做香囊 迎端午

◆我们的节日·端午◆

经重庆市南川区人民政府批准，南川区规划和自然资源局决定公开出让LH组团K分区3-3地块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区规划自然资源局委托南川区公共
资源综合交易中心具体组织实施。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此次公开出让地块基本情况和规划指标要求(如下表)

重庆市南川区规划和自然资源局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公开出让公告
南川规资（土地）告字〔2020〕9号

编号

NC2020
让6-1-1

地块
名称
LH组
团K
分区
3-3
地块

建设用地
面积（㎡）

20796
（约31.19亩）

规划指标要求

计容建筑面积不得大于135714平方米，容积率≤6.5（不得小于1），建筑密度≤35%，绿地率≥25%，建筑控制高度100米。公共服务设施：公共厕所、垃圾
收集站、幼儿园（建筑面积不小于1800平方米）、体育活动场地、社区卫生站
（建筑面积不小于150平方米），其它配套设施按相关规范进行配套。具体规
划指标按南规资条件〔2019〕0550号文件执行。

用地
性质

二类居住用地

出让年限
（年）

商业40
居住70

竞买保证金
（万元）

5000

起始价
（万元）

12320

二、竞买人范围
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外自然人、法人及其它组

织均可申请参加，可以独立申请也可以联合申请
（但法律法规对申请人另有限制以及凡在我区欠缴
土地出让价款、造成土地闲置等违约行为的除外）。

三、公告时间
2020年6月23日9时00分至2020年7月13

日17时00分，相关资料由竞买人在南川区公共资
源 交 易 网（http://113.207.111.135/html/9/In-
dex.shtml）自行下载获取。

竞买保证金到帐截止时间:2020年7月13日
16时00分。

保证金账号：详情登录重庆市南川区公共资源
交易网

（http://113.207.111.135/html/9/Index.
shtml）。

递交竞买文件时间：2020年7月14日8时30
分至15时00分（工作时间）。地点为南川区公共
资源综合交易中心。

经审核，申请人按规定交纳竞买保证金，具备
申请条件的，南川区公共资源综合交易中心将在
2020年7月14日15时30分前确认其竞买资格。

四、出让方式及相关要求
出让方式：南川区公共资源综合交易中心以拍卖

或挂牌方式出让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竞买人在2人
以上（含2人）实行拍卖出让，2人以下实行挂牌出让。

公开出让时间：2020年7月14日15时30分
（如有变动另行通知）。

公开出让地点：南川区公共资源综合交易中
心。

受让人的确定：本次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公开
出让按照价高者得原则确定受让人。

五、联系方式
（一）重庆市南川区公共资源综合交易中心
联系人：赵女士
联系地址:南川区商务中心右副楼二楼
联系电话：（023）71610555
（二）重庆市南川区规划和自然资源局
联系人：李女士
联系电话：（023）71421580

重庆市南川区规划和自然资源局
2020年6月22日

本 报 讯 （记 者 周 松 实 习
生 张天杰）6月26日是第33个国际
禁毒日。22日上午，重庆市禁毒委员
会办公室联合市公安局、市生态环境
局、市检察院等部门，在江津区珞璜镇
组织开展毒品集中销毁行动，对缴获
的2700余公斤毒品进行统一销毁。

行动现场，全副武装的特警队员
全程警戒，禁毒民警对即将销毁的毒
品进行细致清点，从毒品出库到运输、
焚烧等各环节均安排专人负责，确保
活动绝对安全。海洛因、氯胺酮、神仙
水等10余种缴获毒品被一一编号，装
在毒品封装箱内，投入焚烧炉中。

本次集中销毁行动，共销毁毒品
以及制毒辅料2900公斤，案值逾8亿
元。据了解，为减少环境污染，此次毒
品销毁采用高温焚烧进行无害化处
理，市生态环境局、市检察院，以及市
公安局督察、审计等部门对毒品销毁
全程进行监督。

市禁毒办相关负责人介绍，2019
年全市破获毒品刑事案件4800起，抓
获犯罪嫌疑人5600人，缴获毒品690
公斤，帮扶救助吸毒人员2万余人次，
缉毒执法整体排名全国前列，戒毒康
复工作取得长足进步。同时，我市还
认真落实新时代全民禁毒宣传教育工
作指导意见，创新“融和式毒品预防教
育”工作方法，全力打造“全民禁毒宣
传月”“反毒大篷车”等靓丽品牌，开展
禁毒公益广告(短视频)征集、禁毒公益
创投项目征集、“最美禁毒志愿者”评
选等活动，全民禁毒氛围更加浓厚。

重庆集中销毁毒品2700余公斤
2019年全市破获毒品刑事案件4800起

据新华社悉尼 6 月 22 日电 （记
者 郭阳）澳大利亚科研人员日前通过
计算机模拟确认，一种名为α-酮酰胺
13b的化合物能有效阻止新冠病毒复
制。研究人员认为，这一化合物具有发
展为抗新冠病毒药物的潜力。

澳大利亚莫纳什大学高级研究员
汤姆·卡拉扬尼斯告诉新华社记者，他
所在的研究团队利用超级计算机模拟，
分析了α-酮酰胺13b对抗新冠病毒的
效果。模拟结果显示，这一化合物能与
新冠病毒主蛋白酶的活性位点紧密结
合，由此可以抑制主蛋白酶活性，进而
阻断病毒复制，在长时间的模拟中这种
结合依然稳定。

主蛋白酶在冠状病毒的转录和复

制过程中发挥重要作用，因而成为设计
抗病毒药物的热门候选靶点。此前中
国科研人员在《科学》杂志上也报告了
以新冠病毒主蛋白酶为靶向的两种化
合物具有开发成药物的潜力。

卡拉扬尼斯介绍说，德国吕贝克
大学科研人员在非典疫情后研发了以
主蛋白酶为靶向的α-酮酰胺类广谱
抗病毒化合物，并在今年5月公布了
其“改良版”α-酮酰胺13b的相关数
据。细胞培养实验已证明这一化合物
能有效抑制新冠病毒，未来有望基于
此开发出吸入式给药的抗新冠病毒药
物。

相关研究成果已发表在国际期刊
《计算生物学与化学》杂志上。

计算机模拟确认一种化合物
能有效阻止新冠病毒复制

新华社北京6月22日电 国务院
办公厅日前印发《关于支持出口产品转
内销的实施意见》（以下简称《意见》）。

《意见》指出，为深入贯彻落实党中
央、国务院关于统筹推进新冠肺炎疫情
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工作的决策部署，
做好“六稳”工作、落实“六保”任务，在
鼓励企业拓展国际市场同时，支持适销
对路的出口产品开拓国内市场，着力帮
扶外贸企业渡过难关，促进外贸基本稳
定。

《意见》强调，要发挥政府引导作
用，支持出口产品转内销，帮助外贸企
业纾困，确保产业链供应链畅通运转，

稳住外贸外资基本盘。要发挥企业主
体作用，坚持市场化运作，鼓励外贸企
业拓展销售渠道，促进国内消费提质升
级。要落实地方属地责任，因地制宜推
动出口产品转内销工作，重点帮扶本地
区重要产业链供应链外贸企业和中小
微外贸企业。

《意见》提出三方面举措：一是支持
出口产品进入国内市场。加快转内销
市场准入，简化出口转内销产品认证程
序，简化企业办税程序。促进“同线同
标同质”发展，扩大适用范围至一般消
费品、工业品领域。加强知识产权保
障。二是多渠道支持转内销。搭建转

内销平台，鼓励外贸企业对接电商平
台，引导主要步行街组织开展出口产品
转内销专题活动，组织大型商业企业开
展订单直采。发挥有效投资带动作用，
重点结合各地新型基础设施、新型城镇
化和重大工程建设需要，组织对接一批
符合条件的出口产品转内销。精准对
接消费需求，引导外贸企业研发适销对
路的内销产品，创建自有品牌，充分利
用新业态新模式，促进线上线下融合发
展。三是加强信贷保险和资金支持。
提升转内销便利化水平。做好融资服
务和支持，鼓励各类金融机构提供金融
支持，开展应收账款、存货、订单等质押

融资，依托大型电商平台加强对中小微
外贸企业直贷业务。加大保险支持力
度，支持保险公司提供多元化的保险服
务。加强资金支持，用足用好外经贸发
展专项资金。

《意见》要求，各地方人民政府、
各有关部门要高度重视支持出口产
品转内销工作。各地方要根据本地
区实际出台针对性配套措施。商务
部要会同相关部门制定具体工作方
案并组织实施，加强政策指导和业务
培训。要营造支持出口产品转内销
的良好环境，引导拓展国内市场空
间，促进公平竞争。

国办印发《实施意见》

支持出口产品转内销

本报讯 （记者 陈钧 实习生
王天翊）6月22日，重庆日报记者从两
江新区获悉，该区推进的“创新开展服
务贸易中小微企业融资试点‘信易贷’”
及“建设跨境金融区块链服务平台”两
项服务贸易创新，入选了商务部深化服
务贸易创新发展试点最佳实践案例。

“信易贷”是由两江新区管委会联
合国家信息中心、工商银行总行和数联
铭品科技有限公司，采取“政府主导、企
业主体、专业支撑、多方参与、协同创
新”的运营模式，利用大数据智能化技
术深度融合各主体数据资源，以信用建
设和普惠金融服务为核心的新尝试。
目前“信易贷”储备企业322家，提交贷
款申请的企业140家，申请总额5.0315
亿元，平台通过企业102家，意向金额
3.8亿元。

下一步，两江新区将建立健全联席
工作机制，进一步梳理流程，研究资金

管理、收益分配等细化管理办法。同
时，加快完成两江新区中小微企业大数
据库、通道式信息共享系统、企业融资
服务大数据平台。

而跨境金融区块链服务平台的应
用，缩短了融资申请周期，有效缓解了
中小企业跨境融资难、融资贵问题。
2019年,跨境金融区块链服务平台提
供了28亿美元贸易融资便利化，较传
统模式节省核验时间超过90%。该平
台可及时发现交易过程中的异常，既达
成跨境金融服务目标，又满足了真实性
监管要求，助力外汇事中事后监管。

今年以来，两江新区在金融创新方
面持续发力，助力实体经济发展，与人
行重庆营管部推出“金融暖企”云金融
服务，给企业疫情防控和复工复产注入

“金融活水”。
截至5月底，该项目已与11家银

行签订战略合作协议，涉及金额超过
500亿元；推动16家银行与31家企业
签约，涉及金额逾50亿元；促成31户
企业或个体工商户获得银行贷款52亿
元。在展期减息方面，该项目成功协调
蚂蚁小微、蚂蚁商诚小贷为16.96万户
办理延期还款7.76亿元，为16.9万客
户减免息费1107万元。

两江新区两项服务贸易创新入选
商务部最佳实践案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