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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 杨永芹）每天，家住重庆潼南区双江镇白
坟店村的蒋中华，都要坐公交来一次跨省采购：到四川遂宁市
磨溪镇，为自己的餐馆采购一天所需的菜品。“公交车票价单程
2元，全程只需十多分钟，坐起方便又舒服。”蒋中华说，随着两
地开行公交线路，他的餐馆客流量增加了近两成。

白坟店村与四川磨溪镇交界，以前虽然也有跨省班车，但
一天只有三班，很不方便。今年4月23日，川渝地区首条跨
省城际公交——重庆潼南城区至四川遂宁磨溪镇公交线路
开通。该线路总长29公里，全程运行约1小时，起点为重庆
市潼南区江北汽车站，终点为四川省遂宁市磨溪镇公共汽
车站。设35个站点，途经潼南双江镇、界桥（川渝界）、遂
宁杜家大院等地，初期发班间隔为高峰期30分钟、平峰期
45至 60分钟，夏季运营时间为6∶30—18∶00，冬季运营时
间为7∶00—17∶30。

“没开通公交前，潼南城区到遂宁磨溪镇需换乘大巴中
转。”潼南区交通局称，潼南区与遂宁市磨溪镇相距二十多公
里，此前没有直达线路，加上中转候车，需耗时3小时以上。
开通省际公交后，两地实现公交互通，时间较之前节省1至2
小时，方便了沿线约100万人出行。来自潼南区交通局的消
息称，目前该线路每天运行12个班次，上座率80%。

相比于客运班车，公交票价更便宜。该线路实行阶梯票
价，起始票价2元，全程最高票价5元；潼南双江至遂宁磨溪
仅需2元，实行公交一卡通，并执行相关优待群体票价减免优
惠政策。

“首条跨省城际公交开通，有利于促进两地产业、人口及
各类生产要素合理流动和高效集聚，建立高效快捷、接驳顺
畅、资源优化的交通协作格局，推动沿线旅游业发展。”重庆市
交通局表示，潼南城区、遂宁磨溪镇的乘客，可一站到达四知堂
（杨尚昆故居）、双江古镇（国家4A级旅游景区）等旅游景点。

下一步，潼南区交通局计划开通潼南古溪镇到四川遂宁
蓬溪县蓬南镇的跨省公交，以及潼南柏梓镇到四川资阳安岳
县龙台镇的跨省公交。

4月23日
第一条省际公交线路

每天12班次方便沿线百万群众

本报讯 （记者 黄乔）7月15日，记者从市人力社保局
获悉，自今年5月27日川渝两地第一次联合启动“川渝合作，

‘职’等你来”线上求职招聘信息平台以来，已为5792家企业
发布招聘岗位7.23万个，4.09万人在线求职，达成就业意向
1.27万人。

市人力社保局相关负责人介绍，该平台同步在四川公共
招聘网、重庆就业网上线运行，通过安全、高效的接口，以设立
招聘专区的方式，同步收集、发布两地企业用工信息。招聘专
区上线以来，两地不断对平台功能进行优化完善，不仅涵盖用
人单位和求职者自主注册发布的招聘求职信息，还与两地公共
人力资源市场招聘求职信息互联互通，使供求信息更加全面。

两地还互设职位地图，通过电子地图直观展示四川省各
地市、重庆市各区县用人单位招聘信息。设置高级检索功能，
可按行业、学历、工种、工作年限等分类快速检索，方便求职者
有针对性地查询信息。

目前，该平台正进行功能升级，今后将增加虚拟招聘会、
实时视频面试等功能，让求职者和用人单位通过电脑、手机就
能完成职位搜索、简历投递、面试交流、结果反馈等一整套流
程，提高供需匹配效率。

“通过搭建川渝两地公共招聘网络合作平台，实现求职
招聘数据互通共享，有力地推进了两地公共就业服务协同
发展。”该负责人表示，接下来将联合四川方面共同举办公
共就业人才网络直播招聘川渝合作专场、川渝跨区域协作
专场招聘会等活动，促进两地求职者和用人单位实现对接。

5月27日
第一次联合开通线上求职招聘信息

发布岗位7万余个 上万人找到工作

本报讯 （记者 周松 实习生 张天杰）今年6月15
日，重庆市永川区公安局联合四川省泸州市合江县公安局，
在永川区朱沱镇九层岩村、合江县白沙镇忠孝村成立川渝
两地首个联合治安联调室、交通武装检查站，运行一个月就
成功破获系列盗窃案。这是记者7月15日从永川区公安局
获悉的。

前不久，朱沱派出所辖区发生多起盗窃车内物品案件。
经过缜密侦查，发现赵某某（男，四川合江人）具有重大作案嫌
疑。办案民警立即通过联调室信息渠道，把这一情况通报给
合江县白沙派出所，白沙派出所迅即开展相关工作，将摸排到
的一条赵某某重要信息通报给朱沱派出所。获得通报信息当
天，朱沱派出所就在该镇一居民小区将赵某某抓获。至此，发
生在朱沱镇的系列盗窃案在两地公安机关的紧密协作下成功
告破。

永川区公安局相关负责人介绍，联调室设立后，两地公安
机关共开展联合巡逻5次，抓获犯罪嫌疑人2名，破获盗窃等
案件十余件。未来，两地公安机关将进一步深化警务协作，定
期开展集中联合排查整治，协同做好交界地区视频镜头布建，
定期开展联合执法行动，联动查处各类违法行为，提高区域整
体防控能力。

6月15日
第一个联合治安联调室、交通武装检查站

开展联合巡逻5次抓获嫌犯2人

本报讯 （首席记者 颜安）7月
15日，南岸区、重庆经开区举行第三季
度项目集中开工仪式，涵盖基建、人工
智能、城市提升的65个项目集中开工，
总投资达到117.9亿元。

65个项目大致分为三类——
第一类是基础设施建设项目。以

南岸区教育发展中心迁建工程为例，该

工程位于南岸区茶园新区，规划用地2
万平方米，项目总投资2.37亿元。南岸
区相关负责人表示，作为全国教育综合
改革示范试验区，该区将以国家级示范
性县级教师培训机构——南岸区教师
进修学院为基础，整合相关教育资源，
建设集教师培训、电大教育、社区教育、
网络教育、对外交流等功能于一体的教

育发展中心。
第二类是人工智能建设项目。其

中，易华录数据湖产业园项目主要建设
城市数据湖，是融合数据感知、存储、分
析为一体的智能化综合信息基础设
施。该项目以光磁融合存储为依托，以
大数据平台、人工智能引擎等为支撑，
辅之各类行业子湖、数据分析与展示、

模型训练等增值要件，为政府、企业、市
民提供公共服务。项目建成后，将总体
实现不低于1000PB的光磁一体存储
能力。

第三类是服务于主城都市区建设
的项目。例如，环南山步道—清水溪步
道工程，起点为南山一天门，终点为加
勒比海水世界，长约7公里，将修缮原
有步道、修复观景平台等，完善服务站、
露营地、休息点、公厕等附属设施；重庆
黄山抗战旧址群—黄山小学、周至柔旧
居修缮工程，将对两栋建筑地面、墙体、
木构架、屋面、室内天花板、门窗进行修
缮，并对周边环境进行整治。

南岸区、重庆经开区
投资117.9亿元 65个项目涵盖人工智能城市提升

本报讯 （记者 周雨 实习生
李敏 黄甜）7 月 15日，永川区举行
2020年第2次招商引资项目集中签约
仪式，共签约96个项目，总投资逾210
亿元，涉及汽车整车及零部件、消费品
工业、能源及材料、智能装备、电子信
息、大数据、医疗健康等领域。

在汽车整车及零部件产业方面，长
城汽车一举签约落户蜂巢发动机生产

基地、铸造件生产基地、长城汽车西南
区域物流基地等三个项目，总投资近
12亿元。其中，年产18万台蜂巢汽柴
油发动机生产基地项目总投资7.74亿
元，达产后，4款长城汽车发动机将实
现永川造。据了解，长城汽车永川工厂
从2019年8月建成投产至今，已生产
长城炮6.6万辆。在6月份销量中，长
城炮在全国占比超过25%，永川已成为

中国皮卡最大生产基地。
在智能装备产业方面，浙江星星冷

链集成股份有限公司协议投资约10亿
元，在永川打造集研发、生产、销售服务
一体化的智能冷链生产基地项目。项
目建成达产后，预计可实现年产值25
亿元以上。

在大数据产业方面，重庆·中关村
智酷人才创新实践中心正式落户重庆

云谷·永川大数据产业园。该项目以人
才培养为先导，以“留永”人才为目标，
吸引数字经济类企业的入驻与周边带
动，助力永川经济进行数字化转型升
级。

在能源及材料产业方面，中国制造
业500强企业华新水泥股份有限公司
协议投资33亿元，在永川打造新型建
材产业基地。

在消费品工业方面，全国知名快
消品“自嗨锅”签约落户永川。该项目
将总投资6亿元建设“自嗨锅”全球味
觉中心暨西南总部基地，建成投产
后，预计4年内实现年销售收入13亿
元以上。

永川区
投资逾210亿元 汽车智能装备大数据能源材料是重点

本报讯 （首席记者 颜安）7月
15日，奉节正邦百万头生猪全产业链
项目在奉节县青莲镇茅田村开工。项
目全部建成后，将有效推动该县农业产
业“建链、补链、延链、强链”。

6月19日，市政府与正邦集团签订
了200亿元战略合作协议。奉节县迅

速跟进，不到一个月就与正邦集团签订
投资协议并落地2个项目。

正邦集团是农业产业化国家重点
龙头企业和国家高新技术企业，以农
牧、种植、金融、动物保健、乳品、畜禽加
工、农化（农药制剂和原药生产）等为主
要经营方向，在2019年中国民营企业

500强中排第84位。
奉节正邦百万头生猪全产业链项目

由正邦集团全额投资，将建成年存栏能
繁母猪5万头、年出栏商品猪100万头的
生态养殖循环农业示范项目。项目配套
建设了种植园区、有机肥厂、饲料加工厂、
生猪屠宰及肉食品加工厂、物流基地、生

猪新技术研发实验中心等产业集群。
“项目总投资30亿元，建设周期三

年。”奉节县相关负责人介绍，项目第一
期投资17亿元，建设年出栏100万头
生猪生态农业循环基地；第二期投资
10亿元，建设年产40万吨饲料厂、年
屠宰100万头生猪及食品加工基地、冷
链物流配送中心等；第三期投资3亿
元，配套建设种植园、物流园、新技术中
心等，所有项目2023年3月30日前建
设完成并投产。完全投产后，可创造年
产值70亿元以上，年纳税5000万元左
右，增加就业4000人。

奉节县
投资30亿元 三年建成百万头生猪全产业链项目

我市一批重大项目集中开工、签约

第1类

首选投资项目
支持对象

第2类

择优投资项目
支持对象

依托国家级创新创业大赛的获奖项目或优胜项
目创办的科技型企业，给予最高60万元支持第一级

第二级
依托省部级创新创业大赛的获奖项目或优胜项
目创办的科技型企业，给予最高50万元支持

第三级
依托种子基金运营管理机构组织路演活动涌现
出的获奖项目或优胜项目创办的科技型企业，
给予最高40万元支持

第四级
依托种子基金出资方认可的其他以公平、公正、
公开方式评选的优质项目创办的科技型企业，
给予最高40万元支持

种子基金支持哪些科技型企业

一

二

属于有效期内高新技术企业，给予最高80
万元支持

拥有的成果获得过省部级以上科技奖励
的科技型企业，给予最高80万元支持

资料来源：市科技局

本报讯 （记者 张亦筑）7月14日，
重庆日报记者从市科技局获悉，为加快完
善我市科技创业投融资体系，大力培育科
技型企业，新修订的《重庆市种子投资引
导基金运营管理实施办法》（以下简称《办
法》）已于近日由市科技局、市财政局、市
金融监管局联合印发，2018年10月印发
的《重庆市创业种子引导基金管理办法》
同时废止。《办法》提出，种子基金将按照
分类分级的办法投资项目，单个项目最高
给予80万元支持。

每支种子基金规模不低于
500万元

《办法》共26条，涵盖种子引导基金的
设立和管理，种子基金的组建，种子基金
项目投资，种子基金的投资收益分配、损
失核销及清算，以及种子基金的风险防控
及法律责任等内容。

《办法》规定，种子引导基金由市科技
局、市财政局利用市级财政科技发展专项
资金设立，由市科技局、市财政局、市金融
监管局共同负责管理。在组建种子基金
时，种子引导基金与合作方均以货币出

资，每支种子基金规模不低于500万元，
种子引导基金在每支种子基金中的出资
比例不超过40%，出资金额不超过2000
万元。其中，种子引导基金合作方包括区
县政府（园区管委会）、高校、科研院所、人
民团体等机构或组织。

以公益参股方式支持初创
期科技型企业发展

种子基金将以公益参股方式支持我
市初创期科技型企业创新发展，坚持只参
股不控股、不追加投资、不参与被投企业
的生产经营决策。

支持的企业要同时满足以下条件：一
是已入库重庆市科技型企业系统；二是
依照公司法设立的有限责任公司或股份
有限公司，且成立时间未超过5个（含）纳
税年度；三是企业或企业法定代表人、实
际控制人、团队核心成员近一年无科研失
信行为，未纳入“失信联合惩戒对象名
单”，无连续30天以上的银行不良信用记
录及不影响企业正常经营和竞争力的未
决诉讼。

与过去不同，此次新修订的《办法》明

确提出种子基金采取分类分级的办法投
资项目。

第一类为首选投资项目。支持对象
为符合下列条件之一的科技型企业：一是
属于有效期内高新技术企业；二是拥有的
成果获得过省部级以上科技奖励。

第二类为择优投资项目。支持对象
为依托下列四级项目创办的科技型企业：
第一级为国家级创新创业大赛的获奖项
目或优胜项目；第二级为省部级创新创业
大赛的获奖项目或优胜项目；第三级为种
子基金运营管理机构组织路演活动涌现
出的获奖项目或优胜项目；第四级为种子
基金出资方认可的其他以公平、公正、公
开方式评选的优质项目。

对于符合条件的第一类项目，种子
基金给予最高80万元支持；对于第二类
项目，按照等级不同，第一级项目给予最
高 60万元、第二级项目给予最高 50万
元、第三、四级项目给予最高40万元支
持。

新修订的《办法》还明确了种子基
金投资持股比例的计算方式，如计算结
果显示种子基金为最大股东时，则调减

投资额度至种子基金为第二大股东为
止。

种子基金视情形原值让渡
所持股份

在种子基金投资项目退出方式上，
《办法》提出，种子基金投资项目五年内
可由被投企业股东按种子基金投资额原
值回购股份。其中，被投企业股东三年
内原值回购的，种子基金的投资分红全额
无偿让渡给其他股东；被投企业股东五年
内原值回购的，种子基金第四年、第五年
投资分红的50%无偿让渡给其他股东；被
投企业五年内未回购种子基金股权的，将
根据其是否实现提档提质发展，实行分
类处理。

此外，种子基金股份让渡的情形以及
让渡比例也得到明确。对取得国家科技
型中小企业入库编码的，种子基金原值让
渡所持股份的20%；对认定为高新技术企
业或认定为技术先进型服务企业的，种子
基金原值让渡所持股份的40%；对完成股
份制改造的，种子基金原值让渡所持股份
的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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