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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重庆联通介绍，现持
有中国残联统一制发的有效
残疾人证且类型包含“听力”
或“言语”其中一项的用户，
在办理畅听王卡时可享受公
益优惠。畅听王卡的通信套
餐内容比较丰富，在享受无
障碍通话服务外，还有近
200 款 APP 流量免费的权
益。

在发布会现场，重庆市
残联副理事长张青莉表示，
如今越来越多的聋人信息
无障碍产品得到广泛的推
广和应用，畅听王卡就是其
中的典型代表。畅听王卡
通过科技信息化手段弥补
了听障人士身体机能存在
的差异，能和正常人一样平
等方便地获取和使用信息，
共享时代进步经济社会发
展成果。

科 技 向 善 ，让 爱 生
长。作为央企，重庆联通

高度重视残疾人公益事
业，始终把关注、关心、关
爱残疾人作为国企的责任
与担当，坚持面向残疾人
朋友推出了多款“爱心助
残”专属优惠资费。此次
畅听王卡的产生和推广，
不仅是中国联通通信业务
与技术的一次创新，更是
为了帮助更多听障人士解
决日常沟通中的困难。

为了让更多残障人士
拥有获得感、幸福感、安全
感，重庆联通表示，未来将
充分利用运营商丰富的资
源、先进的技术、一流的服
务，用通信技术助力助残
公益，更好地满足残疾人
士特殊性、多样性、多层次
需求，为助残事业添砖加
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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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向善 让爱生长

重庆联通 发布畅听王卡 通信技术助力助残公益

2021年3月

3日是第22个全

国爱耳日。据统

计，我国目前有

2780 万名听障

人士，仅重庆就

有 30 余万名听

障人士。为了帮

助听障人士平等

地参与融入社会

生活，共享时代

进步和经济社会

发展成果，重庆

联通和重庆市聋

人协会共同举办

了“让爱有声，与

爱同行”——畅

听王卡产品发布

及公益推广活

动。活动现场还

邀请了 30 名听

障朋友代表深度

体验畅听王卡带

来的便捷沟通。
一直以来，由于听力障碍，听

障者的人生被按下了静音，与人
沟通出现了不同程度的困扰。在
深入了解听障人士的需求后，中
国联通与腾讯、中国聋人协会联
合推出了首款专属国内听障人士
的通信产品——畅听王卡，可为
听障人士提供通话中实时语音文
字互转的功能，解决听障者接打
电话的需求痛点，极大地提高听
障人士的自信心和生活质量。

据了解，畅听王卡借助中国联
通开放、安全的网络基础，实现传
统运营商语音网络和AI平台的转

换，让听障朋友们能够通过微信小
程序“小沃无障碍通话助手”将通
话中对方的语音实时转写成文字，
回应时选择文字或直接对话均可，
无需复杂的程序就可简单实现无
障碍通话，掌控“看得见”的声音。

中国联通相关负责人介绍，
“除了实时语音、文字互转功能外，
畅听王卡还有一系列定制化的个
性服务，满足听障人士的需要。”他
同时强调，在本次“让爱有声，与爱
同行”活动中，重庆联通下属39个
区县分公司全程同步参与，切实做
好相关工作的落地实施。

让爱有声
畅听王卡为听障人士架起沟通的桥梁

与爱同行
重庆联通投身助残公益 彰显央企担当

嘉宾为活动点赞为听障朋友助力

重庆联通相关负责人介绍产品非遗聋人画家、中国界画传人刘汉杰为活动送上祝福

本报讯 （记者 王翔）今年3月
3日是第八个世界野生动植物日，主
题是“森林与生计：维护人类和地
球”。重庆日报记者从市林业局获悉，
近年来，我市持续推进珍稀濒危野生
动植物拯救保护工作，野生动植物栖
息地得到有效改善，野生动植物种群
实现恢复性增长。

“一项重要措施就是加强珍稀濒
危野生动植物栖息地的保护。”市林业
局自然保护区及野生动植物保护处副
处长吴靖介绍，目前全市共建立各类
自然保护地217个，总面积约126.9
万公顷，占全市幅员面积的15.4%，
持续实施黑叶猴等重点保护野生动
物和崖柏、银杉等极小种群拯救保护
项目，有效保护了全市 90%以上珍
稀濒危野生动植物和90%以上典型

的亚热带常绿阔叶林生态系统，黑
叶猴、林麝、中华秋沙鸭、崖柏、银
杉、荷叶铁线蕨等珍稀濒危野生动
植物种群实现恢复性增长，物种濒
危程度有效缓解，受威胁状况明显
改善。

与此同时，我市珍稀濒危野生动
植物保护研究也取得显著成效。重庆
是国家一级保护野生动物黑叶猴的全
球分布最北界，金佛山国家级自然保
护区联合科研院校，开展黑叶猴种群
遗传多样性水平、群体平衡程度、近交

水平、生境保护等研究。对黑叶猴种
群活动情况24小时动态监测显示，其
种群数量已从不足80只逐步恢复到
现在的约151只。

国家一级保护野生动物林麝的人
工繁育技术得到进一步突破，重庆药
物种植研究所自1958年起持续开展
林麝人工授精、野化训练和放归自然
区域生境恢复等研究，“仔麝人工哺育
驯化技术”“林间放养技术研究”等技
术多次获奖，为林麝放归自然提供了
坚实的基础。

世界自然保护联盟（IUCN）曾把
崖柏列为已灭绝三种中国特有植物之
一。2000年，我市国家重点保护野生
植物调查骨干队在城口大巴山重新发
现了野生崖柏种群。近年来，大巴山
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运用“崖柏扦插繁
育技术研究”自主成果，组织实施“崖
柏扦插繁育及栽培技术推广示范”，让
15万株繁育崖柏幼苗回归原生地，最
终插穗生根率达80%，移栽成活率达
95%，崖柏扦插繁育技术研究不断取
得新进展。

重庆珍稀濒危野生动植物种群实现恢复性增长
黑叶猴种群数量从不足80只恢复到约151只 本报讯 （记者 崔曜）3月3日，重

庆燃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与成都燃气集
团股份有限公司在渝签订《成渝双城能源
协同发展全面战略合作协议》。双方决定
按照“资源互补、互惠互利、协同发展”的
原则，在成渝地区气源保障和综合能源、
市场和产业链拓展、科研和技术协同创
新、战略协同和政策研究、企业管理和人
才交流等领域开展合作，共同推动成渝地
区双城经济圈高质量建设。

根据合作协议，两地将利用好川渝地
区较为丰富的天然气资源优势，在资源获
取与气源保障领域开展合作，保障天然气
供应；两地将联合开发燃气项目，助推能

源产业链的延伸与发展；两地还将在科研
与创新领域开展合作。基于5G、物联网
等技术在燃气领域的研发与应用，两地将
建立科研创新合作机制，促进能源科技研
发。此外，两地还将开展以天然气分布式
能源、区域供暖供冷等项目为主的综合能
源业务合作，条件具备时成立合作实体，
共同推进综合能源市场开发、投资、建设
和运营。

据了解，去年以来成渝两地相关政府
部门先后签订了《川渝能源运行保障合作
协议》和《共同推动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
能源一体化高质量发展合作协议》，共同
推进成渝能源资源优化配置和要素资源
保障协调，推动成渝地区形成安全经济的
区域能源供应体系、内畅外通的区域能源
网络体系、灵活高效的区域能源储备调峰
体系，共同打造具有全国影响力的能源绿
色高效利用示范区和重要清洁低碳能源
生产基地。

保障燃气供应 拓展能源产业链

成渝携手为双城协同发展“加气”

本报讯 （记者 黄琪奥）3月1
日，重庆日报记者从重庆市体育局获
悉，《重庆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建设
体育强市的实施意见》（以下简称《实
施意见》）于当日公布，提出将于2025
年建成全国户外运动首选目的地，
2035年基本建成体育强市。

“打造体育强市，是为了进一步贯
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建设体育强国
的决策部署和《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印
发体育强国建设纲要的通知》精神。”
重庆市体育局相关负责人表示，近年
来重庆一直致力于体育强市建设，不
仅颁布了《重庆市全民健身条例》，还
通过承办中国杯世界花样滑冰大奖赛
等一系列重大国际国内体育赛事，提
升了重庆的城市影响力。目前，重庆
已先后建成了复盛镇全民健身中心等
25个社区健身中心、1200个社区健
身点、67个乡镇健身广场，人均体育

场面积达到1.7平方米。
《实施意见》指出，为更好建设体

育强市，重庆除了将进一步深入贯彻
落实《重庆市全民健身条例》，实施全
民健身计划，加强全民健身中心、体育
公园、多功能运动场、健身广场以及足
球、冰雪运动等场地设施建设外，还将
充分利用重庆山城特色，打造独具特
色的山城步道和全民健身步道，打造
全国户外运动首选目的地，推动户外
运动设施建设。“我们还将加快全民健
身场馆设施的大数据、智慧化发展，通
过打造体育重庆在线惠民服务平台等
智慧体育服务平台，为群众参与体育
活动提供便利。”重庆市体育局相关负
责人表示。

在提升竞技体育综合实力方面，
该负责人表示，重庆不仅将坚持举国
体制与市场体制相结合，通过与区
县、高校、社会俱乐部合作共建优秀

运动队，扩大我市全运会备战规模，
力争第十五届全国运动会全项目参
赛，还将通过科学制定训练计划，系
统引进国内外前沿训练理论和训练
方法，进一步加强优秀运动队复合
型团队建设。“我们还将深化体教融
合发展，通过鼓励高校积极申报设
立高水平运动队，积极承办全国性青
少年赛事等方式，夯实体育后备人才
基础。”

《实施意见》提到，重庆还将积极
申办高水平赛事。“我们除了将每年申
办一批国际级国家级重大比赛、每年
固定承办一批国际高水平赛事、每年
自创举办一批精品赛事活动外，还会
高水准承办2023亚洲杯足球赛重庆
赛区比赛，并通过多种措施提升重庆
国际马拉松赛、国际攀联世界杯攀岩
赛、中国杯世界花样滑冰大奖赛等赛
事品质和影响力。”该负责人说。

记者了解到，重庆未来不仅将围
绕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和“一区
两群”协调发展，完善体育产业格局和
产业链，打造体育产业品牌，推动区域
体育产业发展，还将出台鼓励体育消
费有关措施，促进体育与健康、旅游、
文化、养老等产业融合发展，激发市民
体育消费新需求。

“在这些措施的助推下，重庆将进
一步加快体育强市的建设步伐。”该负
责人说，2025年，重庆将夯实体育建
设基础，让体育发展体制机制更加顺
畅，并成为全国户外运动首选目的地；
2035年将基本建成体育强市，经常参
加体育锻炼人数的比例达到49%，人
均体育场地面积达到2.5平方米，体
育产业总规模将突破 2000 亿元；
2050年将全面建成体育强市，让体育
成为重庆推动高质量发展、创造高品
质生活的重要事业。

重庆出台体育强市建设时间表
2025年建成全国户外运动首选目的地，2035年基本建成体育强市

本报讯 （记者 申晓佳）记者3月3
日从市规划自然资源局获悉，我市土地供
应交地和办证环节进一步简化，企业在缴
清土地价款及相关税费后，最快一个工作
日即可拿到《国有建设用地交地确认书》
《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和《不动产权证》，
且办事只需跑一次。

这一变化，源于我市正在试点探索的
“交地即交证”审批服务模式。该模式下，
对一次性缴清土地价款的土地出让项目，
所在区规划自然资源局、区不动产登记中
心等多个部门共同为企业快速办理交地、
建设用地规划许可、不动产权证。

以九龙坡区为例，企业一次性缴清土
地价款后，只需到区政务服务中心规划自
然资源窗口填一张表，提交3项资料，便
可完成全部申请。而在改革前，企业需分
别向4个不同部门申请权属调查、交地，

不动产权登和用地规划许可，提交申请资
料多达39份。

“为让企业获得方便，我们将权属调
查环节前置，提前向有关部门收集资料要
件，对流程进行重构和优化，让审批提质
增速。”九龙坡区规划自然资源局副局长
张燕岭介绍，该局和区不动产登记中心在
地块成交后立即介入，提前做好准备，通
过信息共享等方式提高审批效率，将相关
办理时限减少到1个工作日，以便项目尽
快动工，企业加速资金回笼。此外，该区
还将勘测定界和权属调查合并实施，土地
使用权人可不再另行委托测绘。经测算，
每100亩土地可为企业节约测绘费用近
1.3万元。

市规划自然资源局相关负责人介绍，
今后“交地即交证”审批服务模式将在全
市范围内逐步推广，让更多企业获益。

重庆试点探索“交地即交证”审批服务模式

供地项目最快一个工作日交地交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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