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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2日，南滨路海棠溪码头，江水将江边护栏淹没，逼近停车场。
通讯员 崔景印 摄/视觉重庆

巴南：招商育新机 发展开新局
今年第三次集中签约项目22个，合同金额267亿元

7月2日，巴南区举行今年第三次
招商引资集中签约活动。当天共签约
投资项目 22个、总投资额达 267亿
元。投资项目涉及生物医药、智能制
造、商贸物流、科技服务等多个产业。
其中，工业类项目12个、合同金额243
亿元，现代服务业类项目9个、合同金
额16亿元，生态农业类项目1个、合
同金额8亿元。

今年以来，巴南扎实做好“六稳”
工作、全面落实“六保”任务，主动担
负起主城都市区中心城区的责任担
当，努力抢抓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
设的战略机遇，加大招商力度，创新
招商方式，努力在危机中育新机、于
变局中开新局，招商引资实现逆势上
扬。

发展谋新篇——
央地合作建设大江科创城

7月2日，巴南与央企兵装集团签
下协议，建设大江科创城。

兵装集团是国有重大装备制造
骨干企业，拥有以装备制造、电子信
息、金融服务为重点的现代产业体
系。

兵装集团与巴南的合作由来已
久，先后在巴南投资成立了长安铃木、
大江工业、建设工业等龙头企业。双

方的发展早已紧密融合在一起，在开
发展新局中，双方合作升级，共同建设
大江科创城。

据介绍，此次签约建设的大江
科创城，规划面积9.41平方公里，以
大江工业园、天明工业园、金竹工业
园为核心区，整合国内外创新产业
和创新资源，建设创新研究院、产业
示范园、特色主题小镇等“一院、一
园、一小镇”。在科创城内，将重点
发展汽车整车及零部件、公共安全、
新能源与新材料等产业，建成后预
计实现年产值1000亿元，年创利税
200亿元。

“央地合作的大江科创城，将打造
成具有全国影响力的科技创新生态
圈。”巴南区相关负责人说，这一重大
项目将力争打造成央企与地方政府合
作的典范。

唱好“双城记”——
国际生物城迎来投资热潮

6月30日，重庆国际免疫研究院
正式启动仪式暨生物医药院士论坛在
重庆雾都宾馆隆重举行。

重庆国际免疫研究院位于重庆国
际生物城，总建筑面积4万多平方米，
将在重庆已有的国家生物产业基地、
国家工程实验室、国家工程技术研究

中心等9个国家级平台基础上，建设
国家创新中心，打造国内顶尖免疫研
究平台。

在“生物医药院士论坛”上，中
国科学院院士、中国工程院院士饶
子和、金宁一、卞修武分别围绕各自
专业领域，就国内外免疫学的前沿
研究成果和未来发展趋势等做了精

彩报告。院士们表示，建设重庆国
际免疫研究院是提升重庆生物医药
科技创新能力的重大举措，研究院
起点高、基础好、环境优、后劲足，未
来发展大有可为。

在7月2日的集中签约中，巴南
的重庆国际生物城，又签约落户了
玖誉医疗器械 3D打印技术应用转

化平台项目、起禾康复医学服务平
台项目、汇集药业药品和医疗器械
流通项目等4个投资项目。

重庆国际生物城迎来的持续投
资热潮，是巴南推进成渝地区双城
经济圈建设的一个缩影。

5 月 26 日，巴南区党政代表团
前往成都市温江区考察，并签订了
《重庆市巴南区人民政府、成都市
温江区人民政府推动成渝地区双
城经济圈建设战略合作协议》，按
照协议，在重庆国际生物城，与在
温江的成都医学城，将开展产业协
同发展共兴，开展生物医药研发、
制造等领域创新合作、产业链互
补，共同促进生物医药产业发展。

重庆国际生物城抓住成渝地区
双城经济圈建设的战略机遇，唱响

“双城记”，提升园区竞争力和影响
力。知名药企慕名而来，一批医药
项目抢滩落户。今年以来，已先后
签约引进了上海交通大学重庆首个
数字医学领域技术转移中心。推动
与四川大学华西药学院共建成渝药
物制造工程研究中心；与重庆理工
大学共建国际生物城——重理工生
物医药创新中心、国际生物城——
重理工药学院校企人才联盟和研究
生联合培养工作站等。

招商逆势上扬——
半年合同引资508亿元

今年来，巴南已先后举行了3次
重点招商项目集中签约活动，成功
引进了一批高技术性、高成长性的
重大项目。截至6月，全区已引进投
资项目 69个、合同投资金额达 508
亿元。其中，签约市外产业项目38
个、合同投资255亿元。

受疫情影响，今年的招商工作压
力颇大。究竟有何秘籍，能够实现逆
势上扬？

“立足定位精准招商。”巴南招商
投资局相关负责人一语中的给出了答
案。精准实施“产业链招商”，瞄准京
东集团落户巴南的机遇，开展全链条
招商，促成京东集团与巴南区第二轮
深化合作。精准实施“创新链招商”，
重庆国际生物城立足“1+3+N”产业
体系，补齐研发、中试、转化等创新薄
弱环节，引进重庆国际转化免疫研究
院。

据了解，与此同时，巴南区还加大
了对签约项目的落地服务，让项目尽
快建设投产。上半年，市外投资的产
业项目到位资金就达到了41亿元。

张雲亮 王彩艳
图片由巴南区招商局提供

7月2日，巴南区举行今年第三次招商引资集中签约活动

机构名称：中国平安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重庆市开州支
公司温泉营销服务部

机构负责人：黄倩
机构编码：000018500154001
原机构住所：重庆市开州区温泉镇徐家坝居委6组
现机构住所：重庆市开州区温泉镇河东社区龙门街90号房屋
成立日期：2011年08月18日
邮政编码：405423 联系电话：023-5930785
业务范围：承保人民币和外币的各种人身保险业务，包括各

类人寿保险、健康保险（不包括“团体长期健康
保险”）、意外伤害保险等保险业务；办理各种法
定人身保险业务；证券投资基金销售业务；对营
销员开展培训和管理，收取营销员代收的保险
费、投保单证，分发保险公司签发的保险单、保
险收据等相关单证，接受客户的咨询、投诉；经
中国保监会批准的其它业务。

发证日期：2020年06月19日
发证机关：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万州监管分局

保险业务机构地址变更公告
机构名称：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重庆市梁平区

支公司云龙营销服务部
机构负责人：李韩
机构编码：000005500155001
原机构住所：重庆市梁平区云龙镇云二路40号
现机构住所：重庆市梁平区云龙镇龙溪路655，657号
成立日期：2002年08月23日
邮政编码：405200
联系电话：023-53228894
业务范围：对营销员开展培训及日常管理;收取营销员

代收的保费、投保单等单证;分发保险公司
签发的保险单、保险收据等相关单证；接受
客户的咨询和投诉。

发证日期：2020年06月1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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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巫山县支公司
机构负责人：杨国华 机构编码：000005500237
原机构住所：重庆市巫山县高唐街道广东中路451号1幢
现机构住所：重庆市巫山县高唐街道圣泉街688号2幢2-

5-1、2-5-2、2-5-3、2-5-4、2-5-5、2-5-6、
2-5-7、2-5-8、2-5-9、2-5-10、2-5-11、2-
5-12、2-5-13、2-6-1、2-6-2、2-6-3、2-6-
4、2-6-5、2-6-7、2-6-8、2-6-9、2-6-10、
2-6-11、2-6-12、2-6-13

成立日期：2003年6月30日
邮政编码：404700 联系电话：18996513303
业务范围：人寿保险、健康保险、意外伤害保险等各类人身

保险业务；人身保险的再保险业务；国家法律、
法规允许或国家批准的资金运用业务；各类人
身保险服务、咨询和代理业务；国家保险监督管
理部门批准的其他业务。

发证日期：2020年6月2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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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重庆石柱中益支行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重庆凤澜路支行
机构编码：B0003S350040030 许可证流水号：658560
业务范围：许可该机构经营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

会依照有关法律、行政法规和其他规定批准
的业务，经营范围以批准文件所列的为准

机构地址：重庆市江北区凤澜路91号附4号、附5号、附6号2-1
邮编：400020 电话：023-67086561
成立日期：2020-06-22 发证日期：2020-06-23
发证机关：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两江监管分局

机构编码：B0002S350030004 许可证流水号：658743
业务范围：许可该机构经营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

会依照有关法律、行政法规和其他规定批准
的业务，经营范围以批准文件所列的为准

机构地址：重庆市石柱县中益乡大坝街43号
邮编：409199 电话：023-73333751
成立日期：2020-06-16 发证日期：2020-06-17
发证机关：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黔江监管分局

中国邮政储蓄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重庆渝北区花园新村营业所

机构编码：B0018A350040055 许可证流水号：658561
业务范围：许可该机构经营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

会依照有关法律、行政法规和其他规定批准
的业务，经营范围以批准文件所列的为准

机构地址：重庆市渝北区松石北路58号1-1幢1-46、1-47、1-48、Y-049
邮编：401147 电话：023-67619990
成立日期：2005-02-02 发证日期：2020-06-23
发证机关：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两江监管分局

中国邮政储蓄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巫山县巫峡路营业所

机构编码：B0018A350000415 许可证流水号：657974
业务范围：许可该机构经营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

会依照有关法律、行政法规和其他规定批准
的业务，经营范围以批准文件所列的为准

机构地址：重庆市巫山县巫峡路183号—193号（单号）
邮编：404799 电话：023-57625025
成立日期：2005-02-02 发证日期：2020-06-04
发证机关：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万州监管分局

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重庆监管局关于颁发《中华人民共和国金融许可证》的公告

以上信息可在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网站上（www.cbirc.gov.cn）查询

下列机构经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重庆监管局核准，颁发《中华人民共和国金融许可证》，现予以公告。

据新华社北京 7 月 2 日电 （记
者 刘夏村）记者2日从应急管理部获
悉，国家防总决定于7月2日20时启动
防汛Ⅳ级应急响应，向相关地区发出通
知，并派出两个工作组分赴湖南和湖
北、安徽协助地方做好防汛抗洪抢险救
灾工作。

应急管理部有关负责人表示，当
前，我国南北方全面进入主汛期，防汛
抗洪抢险救灾工作处于关键阶段。7
月2日10时，长江三峡水库入库流量
达到50000立方米每秒，发生2020年
第1号洪水。

这位负责人进一步表示，7月2日，
国家防总向上海、江苏、浙江、安徽、江
西、河南、湖北、湖南、重庆、贵州、云南
等地发出通知，要求密切监视雨水情变
化，强化会商分析研判，统筹协调有关
部门严防大江大河洪水，紧盯局地强降
雨可能引发的山洪灾害、中小河流洪水
和城市内涝防范，切实落实中小水库安
全度汛措施，提前发布预警避险信息，
果断转移危险区人员，切实保障人民群
众生命安全。

据气象部门预测，7月4日至6日，

西南地区至长江中下游等地降雨将加
强。强降雨与前期降雨区高度重叠，预
计长江中游部分河段可能超过警戒水

位，暴雨区发生山洪地质灾害、中小河
流洪水和城市内涝的风险较高。

本 报 讯 （记 者 李 珩）7 月 2

日，据市气象台预计，3日全市大部地
区有望牵手短暂阳光。3日夜间起，
雨水又将大范围卷土重来，局地仍有
暴雨出现，请防范强降水及其次生灾
害。

据悉，2日夜间到3日白天，东南部
小雨到中雨，其余地区阴天间多云，有
分散阵雨。3日夜间到4日白天，东部
中雨到大雨，局地暴雨，其余地区小雨
到中雨。4日夜间到5日白天，各地阵
雨或雷雨，雨量长江沿线及其以南地区
中雨到大雨，局地暴雨，其余地区小雨
到中雨。

根据降水预报及地质状况，铜梁
区、潼南区、合川区、綦江区、江津区、巴
南区、武隆区、石柱县、丰都县、彭水县、
黔江区、酉阳县、秀山县、大足区、涪陵
区、南川区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高。

荣昌区、万盛经开区、永川区、璧山
区、渝北区、长寿区、垫江县、梁平区、九
龙坡区、北碚区、大渡口区、南岸区、江
北区、渝中区、两江新区、沙坪坝区、忠
县、开州区、万州区、云阳县、奉节县、巫
溪县、巫山县、城口县地质灾害气象风
险较高。

未来3天雨水将卷土重来
●国家防总启动防汛Ⅳ级应急响应，要求重庆等地密切监视雨水情变化，严防洪灾及城市内涝
●市气象台提醒我市各地加强防范降水及其次生灾害

本报讯 (记者 龙丹梅)7月2日，重
庆日报记者从市水文监测总站获悉，7月
1日8时至7月2日8时，我市普降中到大
雨、局地暴雨到大暴雨。沙坪坝、北碚等
28个区县出现暴雨，受降雨影响，江津
区綦江干流、綦江区綦江干流、等7条中
小河流出现超保证水位洪水。

据了解，出现暴雨的28个区县中，
最大日降雨量出现在酉阳庙溪乡荆竹
村，达128毫米。受降雨影响，江津区綦
江干流、綦江区綦江干流、綦江区羊渡河
等7条次中小河流出现超保证水位洪水。

据悉，7月2日10时，市水文监测总
站分别解除7月1日发布的綦江区蒲河
洪水黄色预警、江津区綦江五岔站洪水
橙色预警。在这一轮涨水中，綦江流域
重庆段时隔一周再遇超保证水位洪水袭
击，市水文监测总站提前9.5小时发布
洪水预警，为沿线政府提前转移6000余
名群众提供了准备时间。

此外，针对“6·20”“6·26”近两轮强
降雨导致的河流水位上涨，市水利局紧
急发出16个水利工程调度令，通过调度

9座大型水库、33座中型水库拦洪削峰
错峰，共减淹城镇21个，减淹耕地8.3万
亩，避免转移人员1.2万余人。

市水利局有效发挥了防洪综合效
益，通过水库调度，最大限度减轻了下游
防洪压力。特别是在应对乌江1号洪水
中，我市会同长江委、贵州省开展乌江流
域梯级水库联合调度，实现彭水、武隆城
区未超保证水位，减少彭水、武隆城区转
移人口近4000人。6月22日、27日通
过控泄南川区鱼跳电站，分别为安全转
移武隆区鸭江镇1200余名、6000余名
群众赢得宝贵时间。

此外，由市水利局发布的水旱防御
提示短信目前已实现了全市全覆盖。7月
1日至2日，累计发布短信约3800万条。

市水利局相关负责人表示，针对6
月30日至7月2日长江干流、乌江干流
以及部分中小河流出现的新一轮涨水过
程，市水利局已提前要求流域水库群预
泄腾库，做好拦洪削峰错峰准备，一旦发
生汛情，继续按照超标准洪水防御预案
展开科学调度。

市水利局连发16个调度令
9座大型水库拦洪削峰错峰

□本报记者 崔曜

6月30日、7月1日，市气象台连续
两天发布暴雨橙色预警；6月30日至7
月2日，我市又遭遇一轮暴雨天气，暴
雨引发的城市内涝、山体滑坡和洪水，
让各地险情频频。

7月1日晚，持续了一天半的雨情
丝毫未减，重庆日报记者前往全市防汛
应急指挥的“大脑中枢”——市应急管
理局指挥中心（以下简称指挥中心）进
行了打探。

有条不紊处理紧急情况

20时，记者刚迈进指挥中心，一通
来自綦江区应急局的电话让这里的气
氛顿时变得紧张起来。

“报告指挥中心，受暴雨影响，桐梓

县4个罐体被洪水冲入松坎河流域，并
流向綦江。”电话那边传来的声音有些
颤抖。

“你先不要着急，你能确定是哪种
类型罐体吗？”值班工作人员李涵立即
向市委市政府值班室汇报了情况。市
应急管理局相关负责人也来到指挥中
心，通过视频会议发出指令：立即派出
工作组赴綦江，中国安能重庆分公司、
中山舰打捞公司、綦江区消防救援支队
等救援人员立即前往现场勘查。

不久，綦江区应急管理局把视频传
送到了指挥中心。视频显示：有3个罐
体已被发现，它们分别被当地桥梁桥墩
卡住，还停留在贵州境内。“现在要做的
事有两件，防范3个罐体再次被冲走，
同时做好第四个罐体搜寻打捞工作。”
李涵暂时松了一口气。

“一张图”实现可视化作战

发布完指令，指挥中心迎来了短暂
的间歇。另一名值班人员杨雄向记者
介绍了大屏幕上的应急指挥地图。这
是一张重庆高清电子地图，汇集了各类
应急信息。

该地图系统连接了水利局、气象局
等多个单位的系统，可以共享应急信
息。大屏幕上，实时显示着全市的河道
和水库水位情况，一旦发生超警戒水位
情况，防汛指挥系统就会根据超警戒、
超汛限水位的情况，在列表中以不同颜
色进行预警。

雨不停工作不间断

记者查看了7月1日当天的值班
记录。7月1日1时到6时，指挥中心

不停接到气象台短时降雨提醒，值班人
员立即通知各区县加强值班值守和信
息报告。

8时，市应急局局长冉进红来到指
挥中心，与市水利局、气象局等市防汛
抗旱指挥部成员单位负责人进行在线
视频会商。会商刚结束，指挥中心就接
到电话，S0101三环高速公路綦万段通
惠往万盛方向K16+400M段发生山体
滑坡，导致双向交通中断。

指挥中心发布命令，立即派出工作
组赶赴现场指导救援……

18时，李涵前来交接班。“我看了
值班记录，24小时里我们接打了300
多个电话。”李涵表示，这些电话除了涉
及防汛工作，还包括火灾、地质灾害、安
全生产以及其他应急报警。

22时，已经连续工作10多个小时
的杨雄实在犯困，正准备到休息室眯一
会儿，綦江区应急局又来电报告桐梓罐
体的最新情况。“好的，我立即向上级部
门汇报。”放下电话，杨雄明白，又一个
不眠之夜即将到来。

24小时接打应急电话300多个
——夜探市应急管理局指挥中心

（上接1版）
在陆志才的带动下，居民程辉华加

入了团区委组织的抗洪抢险青年突击队
志愿者队伍，帮着转移群众、搬运物品、
卡点值守。7月1日一早，程辉华在彩虹
桥附近看见党员们在拉警戒线，便上前
主动帮忙。80多岁的罗开华夫妇住在1
楼，在洪水来临之前，程辉华将他们安全
转移。

深更半夜不合眼关注降雨量，凌晨
4点爬起来看水位，喇叭坏了就扯着嗓
门喊，桥洞堵了徒手去疏通……古南街
道尖山村党支部书记、主任罗昭顺，用这
样的方式度过了党的生日。“有些累，但
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了，值得！”

据綦江区委组织部相关负责人介
绍，7月1日当天，除了各街镇和社区干
部、党员志愿者，该区还发动区级部门机
关200多名党员奔赴受灾现场抗洪救
灾。

江津 “帮忙抢救水稻去”

7月1日下午，江津区蔡家镇组织部
分机关、村社党员、帮扶责任人为贫困户
赵世富抢救被洪水毁坏的水稻。

赵世富家住蔡家镇凤仪村六社，是
村里的建卡贫困户。7月1日凌晨，凤仪
村一带遭遇暴雨袭击，雨水从山上流下

来，漫过拦山堰，冲垮了赵世富家的稻田
田坎，大量泥浆淹没了即将抽穗的水
稻。如不及时将被淹水稻扶起来，赵世
富今年的收成会大受影响。

“走，帮忙抢救水稻去！”得知这一
情况，蔡家镇机关部分党员、凤仪村部
分党员、建卡贫困户帮扶责任人来到赵
世富稻田里，帮助他抢救被洪水毁坏的
水稻。

大家脱下鞋袜、挽起裤脚下到稻田
里，细心地用手把泥浆刨开，把一窝窝水
稻从泥浆中扶起来，再浇水将稻叶上的
泥浆冲洗干净。经过两个多小时的努
力，被洪水毁坏的水稻全部扶起来了。

沙坪坝 “暴雨中最美的身影”

7月1日清晨，一市民驾驶小轿车在
南开下穿道深水区抛锚被困，沙坪坝区
公安分局交巡警支队勤务一大队副大队
长周传农带领民警赤脚涉水上前，及时
救助被困司机，转移被困车辆，然后徒手
疏通排水管道……

市民拍下了他浑身湿透的背影上传
网络，网民纷纷点赞：“暴雨中最美的身
影！”

据了解，6月29日是周传农49岁生
日。“七一”前夕，周传农被沙坪坝区公安
分局授予“优秀共产党员”称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