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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 郭晓静）重庆日
报记者从9月25日召开的全市生活垃
圾分类工作现场推进会上获悉，我市
在全国率先开展环卫领域多网融合试
点，推动生活垃圾分类、再生资源回收
等相互促进，并在渝北区鲁能星城五
街区建成了全国首个多网融合服务
点。

当日一早，鲁能星城五街区71岁
的居民唐廷新就拎着分好类的垃圾到
小区多网融合服务点投放。他告诉记
者，这里原来是小区的装修建筑垃圾堆
放点，经过改造，升级成为多网融合服
务点。

所谓多网融合服务点，是指能够
一体化回收暂存分类的生活垃圾、厨
余垃圾、再生资源、大件垃圾、建筑装
修垃圾等的综合设施。多网融合能够
实现固废垃圾收运处理车辆、设备、设
施、土地共建共用，便于固废处置园区

化规模化。“这也要求工作人员一专多
能，一人多岗，实现能量梯度转移，资
源循环利用。”市环卫集团有关负责人
说。

鲁能星城多网融合服务点总面积
112.5平方米，主要服务鲁能星城片区
居民。服务点采用全屋密闭式设计，配
备降尘除臭系统，可提供四分类垃圾及

装修垃圾、大件垃圾的分类投放、分类
储存、分类转运等复合功能。该服务点
实现了垃圾分类收运处理网、再生资源
利用网、有害垃圾收运网和装修装饰垃
圾收运处理网多网融合，形成全品类垃
圾一体化存储收运作业链条。

该负责人表示，从鲁能星城多网融
合服务点的运行情况看，多网融合有利
于提高垃圾前端分类质量、提升垃圾分
类处置效率，有利于实现可回收物应收
尽收、资源循环和解决大件垃圾、建筑
装修垃圾乱堆乱放等问题，更有利于做
强做大做优再生资源回收行业，改变
小、散、差等现状。

下一步我市将在中心城区依托垃
圾前端收集点站，建成100个可回收物
两网融合示范点。利用已建成的界石、
走马和夏家坝3座大型垃圾跨区域二
次转运站建设3座再生资源物资集散
中心，利用洛碛国家级资源循环利用基
地建设建成洛碛玻璃、塑料、纺织物等
回收物加工利用基地。

据了解，目前，全市已有近万个小
区开展垃圾分类，覆盖510余万居民，
中心城区居民覆盖率达到89%。

重庆在全国率先试点环卫领域多网融合
■提高垃圾前端分类质量 ■提升垃圾分类处置效率 ■促进再生资源回收应收尽收

本报讯 （见习记者 王天翊）9
月25日，万国数据重庆数据中心项目
在两江新区开工建设。记者了解到，该
项目建成投用后，将进一步畅通重庆与
新加坡两地信息流，为重庆数字经济发
展提速。

万国数据服务有限公司是新加
坡著名的信息技术基础设施服务提
供商，已在北京、上海、广州、深圳、香
港等地拥有超过59座在建或已投入
运营的数据中心，目前服务客户超过
670家。

两江新区与万国数据服务有限公
司在2019年智博会期间签署了共建数
据中心的合作协议。此次建设的数据
中心占地约74亩，将打造大数据服务
平台、大数据增值服务平台、大数据互
联互通服务平台等，面向国内外客户提
供互联网数据中心、内容分发网络、云

计算大数据等方面的服务。
按照规划，未来万国数据重庆数据

中心将促成更多高质量、高价值数据企
业落户重庆，满足重庆企业跨境运营的
国际信息交互需求，加快推动重庆智能
产业发展，进而形成由重庆辐射周边地
区的国际信息通信高地。

同时，作为中新（重庆）战略性互联
互通示范项目在信息通信领域的重大
项目，该项目的开工将推动中新国际
数据专用通道建设，进一步打通渝新
两地信息流，并推动信息流与人流、物
流、资金流融合，加快重庆数字经济产
业发展。

万国数据重庆数据中心开建
将推动中新国际数据专用通道建设，加速重庆数字经济发展

本报讯 （记者 杨铌紫）9月25
日，重庆举办高校毕业生专场招聘，实
施高校毕业生就业创业推进行动。招
聘会现场，130 家用人单位提供了
3412个岗位，岗位平均月薪4000元以
上，最高月薪达12000元。

现场，重庆川仪自动化股份有限公
司等130家用人单位携3412个岗位到
场洽谈，涵盖综合服务、科技互联、医疗
卫生、教育培训、机械制造等多个类别。

记者在招聘会现场看到，不少技术
岗位开出具有吸引力的薪酬。如重庆
四联测控技术有限公司给射频工程师

岗位开出12万元至22万元的年薪，重
庆川仪分析仪器有限公司的产品研发
岗位最高月薪达12000元。

“今年春季招聘没有走进校园，现
在企业迫切需要技术人才，也为今后储
备人才。”重庆四联测控技术有限公司
人事专员李妍介绍，这次招聘人数有上
升。对于应届毕业生求职者，专业水平
只是基础，更看重其学习和创新能力及
抗压能力。随着重庆智能化产业发展，
部分岗位对于求职者操作智能机器的
水平也有相应考量。

“线上的招聘我一直有关注，线下
招聘这是我今年参加的第一场。”川美
艺术教育本科毕业生傅癸告诉记者，
工作首先还是要跟专业对口，起薪要
求在4000元左右，满足基本生活就可
以。“相比起薪，我更看重平台。”他说，
今年受疫情影响，虽然找工作的时间
有所延迟，不过相关的招聘活动还是
很多，相信自己能抓住机会找到满意
的工作。

此次招聘活动采取“现场洽谈+直
播带岗+线上招聘”的模式。当天下

午，通过重庆智能就业官方平台，华夏
航空股份有限公司等7家用人单位开
展高校毕业生专场直播带“岗”。

同时，在重庆就业网、重庆人才网
3086家企业同步开展线上招聘，提供
就业岗位2.74万余个。

据介绍，接下来，我市还将根据疫
情防控要求，广泛搜集发布岗位信息，
加密线上线下活动频次，实现“线上招
聘天天有、直播招聘周周有、现场招聘
月月有”。并通过专项摸排，集中帮扶
未就业高校毕业生尽早就业。

我市举办高校毕业生专场招聘会

线上线下3万余个岗位等你来

本报讯 （记者 黄琪奥）5连胜！重庆当代又
获得一场漂亮的胜利。9月 25日，在苏州举行的
2020中超联赛第13轮比赛中，重庆当代凭借外援阿
德里安和卡尔德克的出色发挥，4比1大胜石家庄永
昌，在首次取得联赛五连胜的同时，提前一轮锁定赛
区前四，晋级争冠组，提前保级成功。

本场比赛之前，重庆当代和石家庄永昌分别排在
B组的第三和第五位，但双方的分差只有一分。本赛
季首次交锋，重庆当代1比0小胜永昌。

由于之前取得了四连胜，故重庆当代主帅张外龙
基本延续了前几场比赛的首发阵容——阿德里安居
中调度，卡尔德克、费尔南迪尼奥、西里诺则负责在前
场冲锋陷阵。

开场后不久，张外龙的战术就取得了成效。第7
分钟，蒋哲在边路送出妙传，阿德里安中路包抄，轻松
推射破门。第18分钟，又是卡尔德克，在接到西里诺
的传球后，中路推射破门，帮助重庆扩大比分。易边
再战，石家庄永昌利用点球追回一球。之后的比赛
中，阿德里安凭借自身出色的状态，完全接管了比赛，
先后在第73和第93分钟再进两球，在完成帽子戏法

的同时，也帮助重庆当代4比1大胜对手，成功跻身
苏州赛区前四，并提前保级成功。

从最开始的一胜难求到豪取五连胜，重庆当代本
赛季的征程可谓跌宕起伏。球队的出色表现也打动
了广大球迷，比赛刚结束，大量球迷就来到球队官方

微博，用一条条精彩的评论表达对球队的祝福。重庆
当代官微也用一句：“我们是书写者，我们都是见证
者！”进行了回应，自豪之情溢于言表。

根据赛程，重庆当代将在9月 28日迎战上海
上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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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 张亦筑）9月25
日，由中国科学院重庆绿色智能技术研
究院和中国科学院大学重庆学院联合
发起的竹溪智谷科企联盟成立。该联
盟是由科学家、企业家及投资人组成的
非营利公益性组织，旨在构建以市场为
导向的创新成果快速转移转化体系，促
进科技创新成果商业化、产业化，为实
体企业赋能。

目前，该联盟已有重庆材料研究
院、中科院大学重庆医院等科研单
位，中科云从、隆基股份等一批知名
科技企业及上市公司，以及国科嘉
和、上创新微基金等投资机构加入，
企业会员30多家，涵盖人工智能、大
数据、新能源、新材料、金融、医疗、环

保、知识产权等多个领域。此外，还
有中科院院士张景中等50余名科学
家会员。

“联盟将组织科学家以多种形式向
企业家和投资人传递国际前沿的科学
理论及技术，帮助企业家分析前沿技术
将对行业发展带来的影响，判断行业和
产业的发展趋势，便于企业提前布局新
技术驱动的新领域。”中科院重庆研究
院党委书记韦方强表示，同时，联盟还

将组织科学家根据企业生产经营实践
中总结出的、制约行业发展亟须解决的
技术瓶颈，有的放矢地开展技术攻关，
将成果优先运用到联盟会员企业生产
经营中。

据了解，经过前期对接，联盟会员
重庆硕盈峰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已通
过联盟平台发布了“高容量锂电池负极
材料”的技术需求，成功对接到了科学
家展开技术攻关。

“我们既要整合中科院在渝的科研
资源和科技成果，还将以中科院重庆研
究院和国科大重庆学院为桥梁，分步
骤、有计划地整合中科院下属各院所单
位的资源，帮助科技成果寻找最佳的企
业落地，同时又帮助企业寻找到需要的
科技成果；协助科技成果转化项目快速
融资，又协助投资人寻找到优质的投资
项目，推动形成产学研金协同发展的良
好创新生态。”韦方强说。

促进科技创新成果商业化产业化

竹溪智谷科企联盟在渝成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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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夏元

作为我市传统产业集聚区之一，万
盛经开区近年大力发展大数据智能化，
在推动产业转型升级、城市智能化管理
等方面有哪些亮点？对此，万盛经开区
党工委书记、管委会主任袁光灿接受了
重庆日报记者专访。

重庆日报：近年，万盛经开区在发
展大数据智能化方面取得了哪些成效？

袁光灿：按照全市加快推动以大数
据智能化为引领的创新驱动发展战略
行动计划，万盛经开区持续大力发展智
能产业，积极推动主导产业实施智能化
改造，在“智慧万盛”和信息基础设施建
设等多个方面，广泛应用大数据智能化
技术并取得明显成效。

目前，全区智能产业发展起步良
好，围绕“芯屏器核网”产业链，引进培
育了5G、物联网、汽车电子、智能硬件
等多个智能产业项目，包括引进冠宇电
池、惠伦晶体、晖速通信、云铭科技等智
能产业企业20余家，去年全区智能产业
实现产值24.2亿元；智能终端产业园全
面建成投用，建成全国产业规模最大的
民用第三方5G通信检测实验室，正在
加快推进西部地区首个5G通信技术
（微波）第三方公共检测服务中心建设。

在推进智能化改造方面，全区正引
导冠宇电池、耀皮玻璃、博奥镁铝等企
业实施智能化改造，实现生产关键环节
自动化生产和智能化控制，已建成博奥

镁铝汽车结构件智能制造、耀皮玻璃建
筑镀膜玻璃生产、福耀玻璃夹层玻璃烘
弯车间等数字化车间7个，冠宇电池智
能工厂1个；同时鼓励企业开展两化融
合贯标试点，福耀玻璃、浮法玻璃等5
家企业成功申报市级两化融合试点企
业，前两家企业还完成了市级两化融合
贯标。

重庆日报：在“智慧万盛”建设方
面，万盛经开区有哪些亮点？

袁光灿：万盛经开区自2015年启
动“智慧万盛”项目建设以来，已建成智
慧城市大数据平台、信息安全平台、数
据中心、运营中心这四个公共信息平
台，以及智慧城市微信公众号门户平
台，还有智慧旅游、智慧教育、智慧城
管、智慧交通、网格化管理系统五个应
用系统。其中，智慧旅游、智慧教育、智
慧城管均获批2019年市级新型智慧城
市建设示范项目。

同时，全区信息支撑能力不断增
强，宽带网络建设有序推进，目前全区
城市出口带宽达到460G，城区宽带接
入能力达到1000M，实现“百兆到户、
千兆到企、万兆到园”，镇街和行政村的
光纤通达率达到100%；全区无线网络
布局逐步优化，已建成4G基站2421
座，4G网络基本实现城乡全覆盖，并启
动5G网络建设，建成5G基站294座；
建成WiFi点位1106个，覆盖了黑山
谷、龙鳞石海、丛林蘑菇乐园、板辽金沙
滩等多个景区。

万盛经开区党工委书记、管委会主任袁光灿：

持续发展智能产业
建设“智慧万盛”

本报讯 （记者 赵迎昭）9月25
日，重庆中国三峡博物馆与江津区白沙
镇人民政府在白沙镇签署战略合作协
议，将以建设“重庆中国三峡博物馆白
沙分馆（夏公馆集群）”项目为开端，在
藏品展陈、社会服务、文创销售、人才培
养、科研学术等领域广泛开展战略合
作，共同打造“白沙文博城”，携手推进
白沙镇文旅融合发展。

据了解，白沙镇是中国历史文化
名镇，现有市级文物保护单位18处，
拥有“闹元宵”“烧酒酿造技艺”等传统
非遗项目50余个。抗战时期，白沙镇
汇聚了国立中央图书馆、国立编译馆
等多家重要文化机构、大中小学，集结

了大批文化名人，遗留下厚重历史文
化资源。

根据战略合作协议，重庆中国三
峡博物馆与白沙镇政府将分三期合作
打造“白沙文博城”——2020 年至
2021年，启动以夏公馆、张爷庙及其
周边街区为一体的核心项目，完成文
博城项目规划和初步方案设计；2021
年至2022年，完成白沙文物建筑和古
镇重要节点的展示和利用，完成第二
陆军医院、乐善堂、紫云宫、卞小吾故
居四处展陈设计；2022年至2025年，
引进全国文博装备生产和文创研发企
业逐步落户白沙，基本形成白沙文博
产业链。

三峡博物馆与江津白沙
携手打造“白沙文博城”

本报讯 （记者 栗园园）9月25
日，重庆日报记者从2020“中国菜”艺
术节暨第四届中国（垫江）石磨豆花美
食文化旅游节新闻发布会上获悉，该节
将于 10月 13日至 15日在垫江县举
行。届时，市民可通过抢购优惠券，享

“1元吃豆花饭”的优惠。
垫江石磨豆花是展示垫江形象、传

播垫江文化的一张名片。2017年，垫
江石磨豆花被正式纳入渝菜体系，垫江
县也被中国烹饪协会授予“中国石磨豆
花美食之乡”的称号，如今该县以垫江
石磨豆花作为特色菜品的餐饮经营单
位达360余家。今年上半年，垫江石磨
豆花经营单位收入达到5.6亿元，占全
县餐饮业营业额的46%。

此前，垫江已连续举办三届垫江

石磨豆花美食文化旅游节，而中国烹
饪协会主办的“中国菜”艺术节也相
继在陕西、四川举办。今年，垫江通
过积极申办，并在市商务委以及全国
各地餐饮行业组织的支持下，将与中
国烹饪协会联合举办2020“中国菜”
艺术节暨第四届中国（垫江）石磨豆
花美食文化旅游节，把县级活动升级
成全国性、综合性的节会，进一步推
动渝菜发展，扩大垫江石磨豆花的影
响力。

节会期间将举行“中国渝菜”发布
会、招商签约、产业发展论坛、“石磨豆
花+”烹饪技能大赛等系列活动，市民
朋友还可以通过“垫江论坛”App，花1
元抢购优惠券1张，凭券到参与活动的
垫江石磨豆花店进行消费。

抢优惠券!下月到垫江“1元吃豆花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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锁定赛区前四
提前保级成功

9月25日，鲁能星城五街区垃圾分类多网融合服务点，志愿者正在演示丢垃圾
后用二维码积分。 记者 谢智强 摄/视觉重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