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新华社记者 王金涛 黄兴

北京理工大学、上海交通大学、新
加坡国立大学、中国科学院……短短
一年多时间，已有28家国内外高校及
科研院所的研究机构相继在重庆两江
新区落户，部分科研成果进入产业化
阶段。

如何解决西部地区人才资源短
缺、创新能力不足的问题？重庆两江
新区正在以协同创新破题。

仲秋时节的山城重庆，细雨绵绵，
凉意袭人。但30平方公里的两江协
同创新区内，一批协同创新项目建设
正如火如荼。这里已建成创新平台30
余个，聚集科研人员800余人，孵化科
技创新企业21家。

今年上半年，由北京理工大学重
庆创新中心打造的汽车毫米波雷达项
目落地，预计3年内产值突破1亿元；
同济大学重庆研究院与中国船舶集团
海装风电股份有限公司合作，开发出
机组功率10兆瓦的海上风力发电机；
华东师范大学重庆研究院携手多家企
业共建光电协同创新中心，相关科技

成果已实现产业化应用……迄今，入
驻两江协同创新区的科研机构已在环
保、人工智能、应急救援等领域开展大
量科研攻关。

“协同创新区的核心是创新，关键
在协同，通过科研与产业、产业与创
新、创新与人才培养融合，推动原始创
新、技术创新和产业创新。”两江新区
党工委副书记、管委会常务副主任王
志杰说，依托重庆较好的产业基础，两
江协同创新区已推动长安汽车、京东
方等10余家企业与入驻高校院所达
成产学研合作；入驻的高校院所预计
到2022年将完成科技成果转化100
项、申报发明专利400件。

坐落在秀美的明月山下，环抱着
澄澈美丽的明月湖……据介绍，两江
协同创新区自启动建设以来，就致力
于打造集科技、人文、生态于一体的创
新资源聚集地，尤其注重以优美生态

为协同创新赋能，让青山绿水为协同
创新提供强劲支撑。

“这里可谓‘一半山水一半城’，生
态用地、产学研用地和生活用地比例
为3:2:1。”两江协同创新区建设投资
发展有限公司负责人王飞说，协同创
新区森林覆盖率超过50%，并形成了

“5分钟科研生活圈”“10分钟生态体
验圈”。

“城在山水中”的秀美风光已成为
吸引优秀科研人才的重要因素。上海
交大规划设计研究总院研究人员刘湃
原来在上海工作多年，2019年到两江
协同创新区工作后对这里一见倾心：

“优美宁静的湖光山色让人身心愉悦，
是个搞科研的好地方。”

如何确保协同创新机制充满活
力？记者采访发现，两江协同创新区
立足本地产业基础，通过努力找准校
地双方利益契合点并形成利益共同

体，构筑了长远发展的基石。
北京理工大学重庆创新中心副主

任胡善清说，高校在拓展学科布局、加
快重大科研成果转化等方面较为迫
切，重庆有产业、有诚意，同高校诉求
高度契合，高校乐见在渝拓展增量资
源，并服务当地产业发展。

据介绍，在合作机制上，校地共同
创办科研机构，并注册独立法人单位，
两江新区分期给予科研机构一定数额
的资金扶持；各科研机构围绕两江新
区产业发展规划，在当地开展应用技
术研发及成果转化、项目孵化、人才培
养等工作。双方还明确了入驻第一个
5年内科研人员数、研发平台数、发明
专利数、孵化项目数等具体考核要求。

“这就形成了互惠互利的合作模
式，既惠及地方产业转型发展，又让高
校从科技创新中受益。”王飞说。

（新华社重庆10月15日电）

聚名校之力 促西部发展
——重庆两江新区协同创新观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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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矿许可证注销公告
〔2020〕004号

以下采矿许可证已经注销，特此公告。

重庆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 2020年10月16日

序号

1

2

3

采矿权名称

重庆石柱江龙能源建材有限公司万梁煤矿

城口县旺发煤业有限公司回龙煤矿

巫溪县兴发煤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野鸭子沟煤矿

采矿许可证号

C5000002009041130019989

C5000002013011110128803

C5000002009041130018376

生态修复义务履行责任主体

重庆石柱江龙能源建材有限公司

城口县人民政府

巫溪县人民政府

重庆三峡融资担保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对重庆麦卡威摩托车制造有限公司等债权转让公告

债权人：重庆三峡融资担保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债务人：重庆麦卡威摩托车制造有限公司、重庆市晨舰科技

发展有限责任公司、重庆市涪陵区大为船务有限公司、重庆金象
商贸有限公司、重庆市旭阳石化有限公司

合作意向：重庆三峡融资担保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欢迎意向买
家报名参与上述各债权购买，若需了解各债权具体情况，请致电
或者来函咨询。

联系人：资产保全部 李先生
联系电话：023-63567386
邮箱：lixian@cqsxdb.com 邮编：401121
通讯地址：重庆市渝北区人和街道金开大道56号人和两江

天地1单元4-1

重庆城投城市更新建设发展有限公司
公开征集PPP项目联合体施工成员的公告

重庆城投城市更新建设发展有限公司拟通过公
开征集的方式，引入一家具有市政公用工程施工总承
包特级资质和建筑工程施工总承包特级资质的施工
企业，共同组成联合体参与PPP项目的投资建设。

1.本次征集合作方信息披露期满，采取综合评议
方式确定合作方，再与城市更新公司组成联合体，参
与财政部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中心公布的重庆市范
围内的PPP项目。

2.意向合作方可在公告之日起至截止日期前往
城市更新公司索领相关资料。联系人：胡先生；联系
电话：023-67559733；联系地址：重庆市江北区东升
门路63号17层（金融城2号T1栋）

3.公告截止日期：2020年10月16日15:00。
4.资料递交截止日期：2020年10月16日15:30。
特此公告

重庆城投城市更新建设发展有限公司
2020年10月11日

□本报记者 黄琪奥

拖着行李箱的游客、背着书包的
学生、白发苍苍的老人……从10月13
日开始，2020年重庆市金秋书展现场，
前来买书、看书的市民就络绎不绝。

作为一年一度的书展盛宴，本届
金秋书展吸引了500多家知名出版
社、10万余种图书在1500余平方米
的展场集结。书展期间，丰富多彩的
活动、琳琅满目的图书让广大市民应
接不暇，金秋书展也成为广大爱书市
民的嘉年华。

15日下午，记者走进金秋书展主
题展区，首先映入眼帘的便是《习近平
谈治国理政》第三卷，以及《新中国：砥
砺奋进的七十年》《初心和使命（图解
版）》等主题出版物。虽然下着蒙蒙细
雨，但该展区依然聚集了不少读者。

“这届书展我连续来了3天，每天
都带着不同的书回家，很兴奋，今天又
买了1000多元的书。除了少量生活
类书籍，其余大部分都是主题出版
物。”75岁的市民孙清说，他希望通过
阅读这些书籍来更好地了解国家的大
政方针。

书展上，不少年轻人也把主题出
版物作为购书的首选。在江北上班的
王女士就购买了《新时代金句》《苦难
辉煌》等图书。“我觉得通过阅读这些
书籍，能让我们明白今天的中国为何
能取得这些非凡成就。”王女士说。

记者注意到，除了主题出版物受
青睐外，一些看似小众的书籍也很受
欢迎。指文化行文化传播有限公司相
关负责人表示，作为一家专注军事历
史图书领域的公司，此次带到书展现

场的《第二次世界大战军服徽标武器
图解百科》《巴巴罗萨脱轨》《雪白血
红》等图书，都有一定的阅读“门槛”，
但让他们意外的是，这些图书却受到
不少市民欢迎。

此外，重庆出版集团出版的《向阳
而生》、重庆大学出版社出版的《北碚
乡建记忆》等图书，也受到不少市民追
捧。

为何这些看似小众的图书会受到
市民追捧呢？“首先还是因为阅读方式

的转变。”重庆图书馆馆长任竞表示，
随着经济的发展，一些市民不再只青
睐以猎奇玄幻为主要内容的网络小
说，而是更有目的性地阅读一些专业
书籍，以提高自身的人文素养。

“此外，这些图书本身过硬的质
量，也是让它们受到追捧的重要原
因。”任竞认为。

在书展现场，除了琳琅满目的图
书，自然也少不了阅读活动的身影。
记者了解到，整个金秋书展期间，将通

过举行26项线下和5项线上阅读推
广，让市民感受阅读的独特魅力。

此外，本届书展现场的“百本好书
送你读”展区同样吸引不少市民打
卡。市民王娴就通过扫描展墙上的二
维码，下载了《世界美术名作二十讲》
《万物简史》等图书。“早就听说‘百本
好书送你读’推荐的都是精品图书，今
日一听，果然名不虚传。我准备把这
些图书都买回家，让孩子也能感受阅
读的魅力。”王娴说。

金秋书展成爱书市民的嘉年华
主题出版物受青睐

新华社北京 10 月 15 日电 （记者
孙少龙）截至2019年底，我国60岁以上
的老年人口达 2.54 亿，占总人口的
18.1%，其中65周岁及以上老年人口达
1.76亿。为应对人口老龄化，“十三五”
期间，我国养老服务体系建设已累计安
排中央预算内投资超134亿元，养老服
务床位数已经超过761万张。

夕阳无限好，人间重晚晴。从建设
以居家为基础、社区为依托、机构为补充
的多层次养老服务体系入手，加大投资
力度、完善支持政策、提升服务能力……

“中国式”养老的四梁八柱日渐成型。
“十三五”期间，我国养老服务体系

建设投资力度不断加大，已累计安排中
央预算内投资超134亿元。一方面补短
板，落实政府保基本职责，支持特困人员
供养服务设施建设；一方面促普惠，启动

实施普惠养老城企联动专项行动，解决
大城市养老“一床难求”等问题。

“十三五”期间，我国养老服务体系
建设支持政策不断完善。从《关于全面
放开养老服务市场提升养老服务质量的
若干意见》《关于推进养老服务发展的意
见》等国务院层面政策的出台到《关于加
快实施老年人居家适老化改造工程的指
导意见》、新修订的《养老机构管理办法》
等具体管理规定的面世，养老服务体系
建设的大环境正不断改善。

“十三五”期间，我国养老服务体系
服务能力不断提升。我国养老服务床位
数已经超过761万张，养老机构超过3.4
万个，其中社会力量占比超过50%，在北
京、上海等地，这一数字已超过80%。
同时，全国养老机构从业人员达到59.4
万人，从业人员整体素质不断提升。

与此同时，“医养结合”探索初见成
效、养老金连年提升、近3000万老年人
享受高龄补贴……随着一项项改革措施
的出台落地，我国的老年人正站在人生
的下半场，开启着别样的“新生”。

投入超134亿元：

我国加速养老服务体系建设应对“银发潮”

区块链技术应用实践的春天已经来
了，但未来发展之路却并非坦途。

首先是以区块链为基础的万物账本，
数据维度还非常单一，仅仅局限于交易记
录，而它在海量的商业信息中，占比非常
小，无法对商业决策起到决定性的作用。

第二个局限是，区块链虽然让信息
公开透明，但不能让我们的主观判断形
成一致，因为信息的客观价值是非常有
限的。

湖畔大学曾鸣教授曾经表达过这样
一个观点：去中心化是一种内生变量，而
不是绝对方向。在架构层面，我们需要
去中心化；但在逻辑层面，我们反而要中
心化；而决策层面，我们则需要根据具体
情况考虑是否需要去中心化。

最早的部落经济就是完全去中心化

的，但它因为网络过于稀疏而走向了失
败。互联网开启了相对开放的网络协同
的时代，从PC互联网到移动互联网，这
种协同已经有了很大的发展。而未来，
物联网和区块链的结合，将更直接地建
立在点对点的网络结构上。

而有价值的商业信息，通常都是复
杂的，需要主观判断。我们甚至可以说，
没有所谓的客观信息；是人的判断的不
一致，带来了最后决策的不一致。

区块链的共识机制，并不能完全等
同于社会信用。信用需要一个漫长过程
来积累，区块链是假定在没有信任的情
况下怎么产生尽可能大的共识。

但是，我们如何在区块链的共识机
制上，形成真正的社会信用体系，这才是
真正推动社会协同最重要的因素。

区块链的应用落地难题
（选自《解码智能时代：刷新未来认知》第五章第二节）

本报讯 （记者 陈维灯）“我们
将在三年内完成全区农村黑臭水体整
治工作。”近日，北碚区生态环境局水
污染防治科科长万彬告诉记者，该局
联合区水利局、区农业农村委、相关街
镇，采用全面摸排、复核、监测判定、部
门复核的程序，对全区农村黑臭水体
进行逐一排查认定，形成北碚区农村
黑臭水体清单，下决心切实解决相关
区域的水污染问题。

今年5月9日，中央第四生态环

境保护督察组向重庆反馈《重庆市中
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报告》，重庆市
于 9月 25公开发布《重庆市贯彻落
实〈重庆市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
报告〉整改方案》，明确提出要深化
水环境治理，巩固提升城市黑臭水
体治理成效，有序推进农村黑臭水
体排查整治。

在这方面，除了形成农村黑臭水
体清单，北碚区还完成了《北碚区农村
生 活 污 水 治 理 专 项 规 划（2021-
2025）》，统筹全区农村生活污水治理，

规划项目64个、卫生改厕4560户，从
源头上解决农村生活污水问题，以此
改善农村人居环境，助力美丽乡村建
设。

在北碚区柳荫镇东升村，投资
300余万元的农村生活污水治理示范
试点项目已经启动，日处理能力50立
方米的生活污水处理站已投入运行。
该污水处理站采用“组合式复合生物
滤池+高负荷活性生物滤床”工艺，将
东升村的杨家坝、王家坝、新农村3个
聚居点的生活废水全部收集，通过污

水管道输送到新修建的东升村污水处
理站进行集中处理，改变了以往农户
生活污水直排散排问题，改善了东升
村的生态环境。

万彬介绍，北碚区还计划在柳荫
镇柳荫村等区域实施农村生活污水治
理示范项目，通过完善实施区域的农
村生活污水收集系统，将农户生活污
水全部接入市政管网，最后进入各镇
街污水处理厂或相关聚居点污水处理
站进行集中处理，切实解决相关区域
的水污染问题。

北碚将在三年内完成农村黑臭水体整治

新华社北京 10 月 15 日电 （记者
高敬）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十二
次会议日前分组审议了长江保护法草案
二审稿。全国人大常委会组成人员从水
污染治理、生态修复、防灾减灾等不同角
度，为法律草案后续修改提出建议。

与会人员认为，相较一审稿，草案
二审稿更加强调规划统领、空间规划为
基础以及保护优先的理念，以此促进长
江流域系统保护和有序发展，进一步明
确了各部门和各省级人民政府在规划
管控、资源保护、水污染防治、生态修
复、推进绿色发展和保障与监督等方面
的工作职责，条理更加清晰，逻辑更加
合理。

吕薇委员表示，草案二审稿作出了
禁止新建、扩建化工园区等相关规定，但
是对已有的化工园区怎么处理、如何退
出以及怎么补偿，尚未作出规定，建议对

化工园区逐步退出进行明确。
程立峰委员说，草案二审稿提出对

长江流域珍贵、濒危水生野生动植物进
行保护，建议扩大到包括水生、陆生在内
的长江流域所有珍贵、濒危及特有野生
动植物，更好保护长江流域生态环境。

何毅亭委员等多名与会人员提出，
长江保护不仅是自然资源的保护，也包
括文化保护，建议草案增加长江流域文
化保护的内容。

今年长江流域遭遇罕见洪水。郑功
成委员提出，长江流域防灾减灾是一项
不可忽视的重要工作。现行草案考虑了
水资源保护、水污染防治、生态环境修
复、绿色发展等，但灾害防治不能缺失，
希望草案增加自然灾害防治的内容。

此外，全国人大常委会组成人员还
建议草案进一步严格管控船舶污染，加
强三峡库区生态环境保护等。

以法律武器推动长江大保护
全国人大常委会组成人员建言长江保护法草案

《解码智能时代》书摘

个人购书 团体购书

扫一扫 就购买

《解码智能时代》

在工业3.0时代，围绕制造业的功
能、设计、质量、效率、成本、利润等核心
要素的选择与组合，可以组合出不同类
型的千万种企业，每一类型的企业都能
围绕市场中的定位，去调节自己核心要
素的配比，但在其背后，这些要素的标准
就像游标卡尺一样精准。

智博会的出现，在智能产业时代给
了这些企业面对面讨论、耳对耳倾听的
机会。川崎和海尔曾相聚在2019智博
会的智能制造高峰论坛；长安和腾讯也
同时出现在智博会的汽车行业论坛；小
米和阿里巴巴已是智博会高峰论坛的

“常客”。他们带着自己的成果和不同理
念现身智博会，将这些不可思议的智能
技术展现在广大群众面前。但更重要的
是，他们发现了也在一同探索智能技术
的同行、专家、政策制定者等。

定期聚在一起，智能产业各领域的
企业都有机会就产业链的优化进行探
讨；在同一领域开展研究的不同企业可

以看到彼此的理论依据和研发成果，同
时也看到自己的不足和需要调整的方
向；对于大型制造企业来说，寻找一批具
备成熟人工智能技术的合作伙伴，无疑
也能在下半场的智能制造赛场上赢得一
条通畅的跑道。

我们同时也发现，有那么多种智能
产业技术探索，其实都是殊途同归。毫
无疑问，一个协同合作的智能时代已经
来临。

协同合作共创智能时代
（选自《解码智能时代：从中国国际智能产业博览会瞭望

全球智能产业》第二章第二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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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 左黎韵）“十年
禁渔期，严禁非法捕捞！”10月15日，
长江万州段上空，执法人员借助无人
机开展禁捕巡查，巡江画面实时回传
至指挥部，即使阴雨绵绵，江面情况依
旧清晰可见。

当天，重庆、湖南、江苏等21省
（区、市）同步开展严厉打击非法捕捞
行动，对有关非法捕捞案件进行宣判，
并集中销毁了一批非法捕捞网具、渔
具和“三无”船舶。

本次行动是公安部、农业农村部
打击长江流域电鱼专项执法暨第二轮

同步联合执法行动的重要内容，将持
续至10月31日，旨在通过以案释法，
强化警示效果，营造“不敢捕、不想捕、
不能捕”的良好社会氛围，鼓励社会各
界都参与到长江水生生物资源和生态
环境保护中来。

据介绍，今年以来，我市会同公安
机关、市场监管执法部门，全力做好长

江流域禁捕工作，开展了以清船、清网
为重点的“清江行动”，以打击电捕鱼、
绝户网为重点的“零点行动”，以打击
制售非法工具、收售非法渔获物、虚假
宣传广告为重点的“打非断链行动”，
斩断非法捕捞的利益输送链条。今年
1 至 9 月，全市累计清缴非法网具
9580幅，取缔“三无船舶”446艘，查办

非法捕捞行政案件428件，以持续高
压态势严厉打击各类非法捕捞行为。

另据记者了解，10月15日，万州
区成立首支由退捕渔民组建的护渔
队。即日起，该护渔队接受万州渔业
行政主管部门统一调度、统一管理，对
长江万州段水域实行24小时常态化
巡逻，及时发现和制止非法捕捞行为。

重庆等21个省区市同步打击非法捕捞
1-9月全市查办非法捕捞行政案件428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