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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 张亦筑）4月 15
日，西部（重庆）科学城举行2021年重点
项目集中开工暨中电重庆软件园开工仪
式。本次集中开工重点项目共计107
个，总投资1062.3亿元，其中市级重点
项目17个，总投资516.6亿元。

据介绍，这些项目中，包括科技创新
类项目9个，总投资130.3亿元；产业发
展类项目44个，总投资466.2亿元；基础
设施类项目23个，总投资235.8亿元；社
会民生类项目31个，总投资230亿元。

从地域分布来看，位于西部（重庆）
科学城核心区的重点项目33个，总投资
361.7亿元。其中，中电重庆软件园项目
整体建筑面积约50万平方米，将打造以
网信+电子信息产业为主的网信软硬件
产业集群，建成重庆软硬件骨干企业总
部基地、西南产业数字化集聚示范基地，
计划2023年建成投用。

种质创制大科学中心项目由西南大
学推动建设，聚焦长江上游重要特色物
种，建设可持续利用的种质资源库、多组
学与人工智能生物大数据中心和生物育
种科学中心，计划今年6月投入运营。

科学大道二期项目分为南北两个标
段。南段为巴福立交至农马立交段，长
约6公里；北段为中柱立交至龙井湾立
交段，长约6.7公里。计划2023年建成
通车。

重庆高新区永祥实验中学项目占地
45.4亩，总建筑面积约5.5万平方米，办
学规模为36个班，计划2022年9月投
用。

凤栖湖公园及水利工程项目占地
864亩，其中水域面积约152亩，建筑面
积约1.9万平方米，计划2022年6月竣
工。

另外，位于西部（重庆）科学城沙坪

坝片区的重点项目20个，总投资174.7
亿元，包括沙田污水处理厂和地质科技
创新研究院等项目。

位于九龙坡片区的重点项目15个，
总投资197.6亿元，包括高品质铝中间
合金生产线和谢家湾小学科学城校区等
项目。

位于北碚片区的重点项目8个，总
投资74.3亿元，包括航天楷世感控科技
全国总部项目和北碚区2021年“清水绿
岸”（一期）等项目。

位于江津片区的重点项目26个，总
投资103.4亿元，包括中科（重庆）智慧
产研城和双福中央公园等项目。

位于璧山片区的重点项目5个，总
投资170.6亿元，包括中国长安青山智
能传动产业园、大数据儿童教育MALL
及儿童友好社区等项目。

据悉，备受关注的中电重庆软件园，

由总部位于北京的中国电子信息产业集
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国电子”）打
造。中国电子是网信产业领域的顶尖企
业，连续多年跻身《财富》世界500强。

为何此次会选择落户西部（重庆）科
学城？中电重庆软件园负责人表示，重
庆的信息产业底子好、基础好，将有更大
的市场空间和发展机遇。此外，科学城
的人才优势、“高新速度”和营商环境等
也极具吸引力。

据介绍，中电重庆软件园除自用一
部分外，将吸引超300家网信及数字经
济生态链上下游企业集聚，促进网信上
下游生态的良好发展。

“中电重庆软件园的落地，将在网信
领域起到极大的带动性、引领性作用，预
计将吸引上万名高端人才入驻，带动重
庆网信产业升级换代。”重庆高新区相关
负责人表示。

本报讯 （记者 白麟）4月15日，
重庆市政府与海螺集团签署战略合作协
议，海螺集团将与重庆在总部经济、绿色
建材、节能环保、智能工厂、物流贸易等
多个领域开展全面合作，5年内拟在渝
新增投资200亿元以上。

海螺集团是国内最大的建材企业

之一，2020 年名列世界 500 强第 367
位。根据此次协议，海螺集团与重庆在
总部经济合作方面，计划在重庆成立西
南区域总部，统筹集团西南区域业务发
展。

此外，海螺集团将在万州区打造绿
色新型材料智能产业园，并在渝打造装

配式建筑预制砼构件生产基地，投资非
金属矿物环保功能材料项目等；在生活
及工业垃圾资源环保综合利用、新能源
等领域与重庆各区县开展广泛合作；在
渝建设西部地区智能装车机器人和无人
驾驶矿车研发应用及生产基地等，进一
步提升重庆相关产业智能化、自动化水
平；计划在渝建设和运营集中散货码头，
探索建成大型绿色建材集散分拨中心。

此外，海螺集团还将积极参与重庆
重大项目、市属国有企业改革等，助力重
庆市高质量发展。

市政府与海螺集团签署战略合作协议
海螺集团5年内拟在渝新增投资200亿元以上

本报讯 （记者 陈维灯）4月14
日，彭水县举行2021年二季度重大
项目集中开工和签约仪式，共集中开
工和签约45个项目，涉及清洁能源、
工业制造、文旅融合、生态农业、医养
大健康、现代服务业等多个领域，总
投资逾80亿元。其中，集中开工项
目24个，总投资38.51亿元；集中签
约 21 个招商项目，总投资 43.63 亿
元。

彭水县委相关负责人介绍，近
年来，彭水县建立招商引资“双组
长”和6个工作组统筹推进机制，制
定一系列政策措施，通过“一站式”
全程服务，为广大投资者创造了宽
松的营商环境，成功引进太极集团、
红星美凯龙、世茂集团等多家企业，
达成产业合作项目 181 个，合同金
额340亿元，落地企业贡献税收14
亿元。

该负责人介绍，此次集中开工
和签约的 45个项目，科技含量高，
带动作用强，将为彭水全面融入
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和市域
内“一区两群”协调发展、推进经济
社会持续高质量发展注入新的活
力。

彭水45个项目
集中开工签约
总投资逾80亿元

本报讯 （记者 赵伟平）为切实做
好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
效衔接工作，近日，市农业农村委出台了
《关于推动脱贫地区特色产业可持续发
展的实施意见》（以下简称《意见》），要求
加快促进产业扶贫向产业振兴提升，以
产业振兴巩固扩大产业扶贫成果，加快
农业农村现代化。

市农业农村委相关负责人介绍，《意
见》的出台旨在推动脱贫区县农业产业
加快向二三产业拓展延伸，加快补上技
术、设施、营销等短板，筑牢产业发展基
石，为实现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

村振兴有效衔接提供有力支撑。
《意见》要求，要编制实施产业规

划，以脱贫区县为单位规划发展乡村特
色产业，每个脱贫区县选择1-2个主导
产业作为支持重点，推进脱贫地区“三
品一标”建设，推进品种培优、品质提
升、品牌打造和标准化生产，推进产业
特色化、规模化、品牌化、绿色化、融合
化发展。

《意见》强调，要稳定并加强产业扶
持政策，加大财政投入，重点支持培育和
壮大欠发达地区特色优势产业；创新金
融服务，调整完善针对脱贫人口的小额

信贷政策，鼓励符合贷款条件的对象申
请创业担保贷款发展特色产业；完善用
地政策，统筹安排用地规模和计划指标，
优先保障脱贫区县特色产业用地需要；
建立脱贫地区特色产业发展项目库，与
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和乡村振兴项目
库实现共建、共享、共用。

《意见》还要求，要健全市负总责、区
县乡镇抓落实、行业部门主管的工作机
制。持续抓好脱贫区县产业发展指导，
继续坚持对原18个深度贫困乡镇派驻
产业技术指导组，加强脱贫地区产业发
展支持政策解读和业务培训。

重庆出台《意见》要求

推动脱贫地区特色产业可持续发展
加快促进产业扶贫向产业振兴提升

经重庆市南川区人民政府批准，南川区规划和自然资源局决定公开出让南平镇神龙峡组团红山村分区加油站地块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区规划自然资源
局委托南川区公共资源综合交易中心具体组织实施。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此次公开出让地块基本情况和规划指标要求(如下表)

重庆市南川区规划和自然资源局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公开出让公告
南川规资（土地）告字〔2021〕7号

二、竞买人范围
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外自然人、法人及其它组

织均可申请参加，可以独立申请也可以联合申请
（但法律法规对申请人另有限制以及凡在我区欠缴
土地出让价款、造成土地闲置等违约行为的除外）。

三、公告时间
2021年4月16日12时00分至2021年5月6

日12时00分，相关资料由竞买人在重庆市公共资
源交易网（南川区）（https://www.cqggzy.com/
nanchuanweb/）自行下载获取。

竞买保证金到账截止时间:2021年5月6日12
时00分。

保证金账号：详情登录重庆市公共资源交易网
（南川区）

（https://www.cqggzy.com/nanchuan -
web/）。

递交竞买文件时间：公告期内（工作时间）。地
点为南川区公共资源综合交易中心。

经审核，申请人按规定交纳竞买保证金，具备
申请条件的，南川区公共资源综合交易中心将在
2021年5月6日15时前确认其竞买资格。

四、出让方式及相关要求
出让方式：南川区公共资源综合交易中心以拍

卖或挂牌方式出让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竞买人在2
人以上（含2人）实行拍卖出让，1人实行挂牌出让。

公开出让时间：①以拍卖方式出让为2021年5
月7日9时30分（如有变动另行通知）②以挂牌方
式出让为2021年5月7日15时30分（如有变动另

行通知）。
公开出让地点：南川区公共资源综合交易中心。
受让人的确定：本次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公开

出让按照价高者得原则确定受让人。
五、联系方式
（一）重庆市南川区公共资源综合交易中心
联系人：赵女士
联系地址:南川区商务中心右副楼二楼
联系电话：（023）71610555

（二）重庆市南川区规划和自然资源局
联系人：李女士
联系电话：（023）71421580

重庆市南川区规划和自然资源局
2021年4月14日

编号

NC2021让
4-2-1

地块名称

南平镇神龙
峡组团红山
村分区加油
站地块

建设用地
面积（㎡）

1981
（约2.97亩）

规划指标要求

容积率不得大于1。海绵城市规划条件：地块年径流污染物去除率
不低于50%。用地性质为B41加油加气站用地。具体规划指标按
南川规资条件〔2021〕0002文件执行。

用地
性质

加油
加气
站用
地

出让年限
（年）

40

竞买保证金
（万元）

342

起始价
（万元）

342

经重庆市南川区人民政府批准，南川区规划和自然资源局决定公开出让BG组团B分区2-12地块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区规划自然资源局委托南川区公
共资源综合交易中心具体组织实施。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此次公开出让地块基本情况和规划指标要求(如下表)

重庆市南川区规划和自然资源局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公开出让公告
南川规资（土地）告字〔2021〕8号

二、竞买人范围
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外自然人、法人及其它组

织均可申请参加，可以独立申请也可以联合申请
（但法律法规对申请人另有限制以及凡在我区欠缴
土地出让价款、造成土地闲置等违约行为的除外）。

三、公告时间
2021年4月16日12时00分至2021年5月6

日12时00分，相关资料由竞买人在重庆市公共资
源交易网（南川区）（https://www.cqggzy.com/
nanchuanweb/）自行下载获取。

竞买保证金到账截止时间:2021年5月6日12
时00分。

保证金账号：详情登录重庆市公共资源交易网
（南川区）

（https://www.cqggzy.com/nanchuan -
web/）。

递交竞买文件时间：公告期内（工作时间）。地
点为南川区公共资源综合交易中心。

经审核，申请人按规定交纳竞买保证金，具备
申请条件的，南川区公共资源综合交易中心将在
2021年5月6日15时前确认其竞买资格。

四、出让方式及相关要求
出让方式：南川区公共资源综合交易中心以拍

卖或挂牌方式出让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竞买人在2
人以上（含2人）实行拍卖出让，1人实行挂牌出让。

公开出让时间：①以拍卖方式出让为2021年5
月7日9时30分（如有变动另行通知）②以挂牌方
式出让为2021年5月7日15时30分（如有变动另

行通知）。
公开出让地点：南川区公共资源综合交易中心。
受让人的确定：本次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公开

出让按照价高者得原则确定受让人。
五、联系方式
（一）重庆市南川区公共资源综合交易中心
联系人：赵女士
联系地址:南川区商务中心右副楼二楼
联系电话：（023）71610555

（二）重庆市南川区规划和自然资源局
联系人：李女士
联系电话：（023）71421580

重庆市南川区规划和自然资源局
2021年4月14日

编号

NC2021让
4-3-1

地块名称

BG组团B
分区2-12

地块

建设用地
面积（㎡）

21222
（约31.83亩）

规划指标要求

产业准入类别：橡胶和塑料制品业，其固定投资强度≥41.67万元/
亩，固定产出强度≥667万元/亩（最终以相关部门核定的标准为
准）。该工业项目容积率下限为1.0，上限按1.5控制。工业项目所
需行政办公及生活服务设施用地，其占地面积和建筑面积分别不得
大于项目总建筑用地面积和总建筑面积的7%。海绵城市规划条
件：地块的年径流总量控制率不低于65%,年径流污染物去除率不
低于50%。其他规划条件按南川规资条件〔2021〕0003号执行。

用地
性质

二类
工业
用地

出让年限
（年）

50

竞买保证金
（万元）

255

起始价
（万元）

255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重庆大渡口巴国城支行

重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华岩支行

机构编码：B0004S250000048 许可证流水号：006599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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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市九龙坡区红狮大道9号1层商业附65、附66、附67号
邮编：400080 电话：023-68830624
成立日期：2013-11-18 发证日期：2021-03-26
发证机关：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重庆监管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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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庆九龙坡民泰村镇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西彭支行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重庆渝北金岛支行

机构编码：B0206S250000076 许可证流水号：006599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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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市九九龙坡区锦虹二路8号附1-4号、附18号
邮编：400000 电话：023-68427977
成立日期：2021-04-01 发证日期：2021-04-06
发证机关：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重庆监管局

机构编码：S0020S250000002 许可证流水号：006599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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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市九龙坡区西彭镇西华路28号附1、2、4、5、6号
邮编：400050 电话：023-86120897
成立日期：2014-04-15 发证日期：2021-04-08
发证机关：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重庆监管局

机构编码：B0004S350040046 许可证流水号：006597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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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号附6号、附7号
邮编：400000 电话：023-67908154
成立日期：1999-09-22 发证日期：2021-04-15
发证机关：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两江监管分局

西部（重庆）科学城107个重点项目集中开工
总投资1062.3亿元，涉及科技创新、产业发展、基础设施、社会民生等方面

中电重庆软件园设计意向图中电重庆软件园设计意向图
重庆高新区供图重庆高新区供图

本报讯 （记者 夏元）“重庆日
报这组产业链供应链调查系列报道，
对风力发电、环保设备等装备制造业
产业链的优势与不足分析到位。”4
月15日，市经信委装备工业处处长
张戈宁表示，随着近年来全市装备制
造业产业链逐步完善，特别是一批

“链主企业”涌现，带动产业链“链主”
效应显现。

据介绍，目前包括康明斯、潍柴
动力等知名装备制造企业先后在渝
建立大马力和高速发动机研发中心，
华数、川崎等机器人以及埃马克、利
勃海尔等中高档数控机床相继来渝
落户。ABB变压器、中国海装、三
峰垃圾焚烧发电等企业进一步巩固
产品市场优势，正是这批产业链“链
主”企业带动多条装备制造业产业
链不断完善。

张戈宁表示，在通航全产业链方
面，作为全国唯一的通航全产业链发
展试点省市和通航产业综合示范区，
我市形成了通用航空航天“整机+核
心部件+配套制造+运营+服务+金
融”全产业链，形成通用与运输“两翼
齐飞”、航空与航天协同发展格局；在
机器人产业链方面，全市现有机器人
企业、研发机构300多家，形成集研
发、整机制造、检测、系统集成、零部
件配套、人才培训和应用服务于一体
的完整产业链。

在风电产业链方面，由产业链
中游的中国海装作为“链主”企业，
形成了上游有数十家配套，中游有产
值百亿元、跻身行业第一梯队的总
装企业，下游有风力发电应用企业
的全产业链，实现产业链上中下游
协同发展。

装备制造业产业链逐步完善

渝企“链主”效应显现

关 注 重 庆 产 业 链 供 应 链

本报讯 （记者 张莎 通讯
员 张学兵）4月15日，重庆日报记
者从市民政局获悉，残疾人两项补贴
（即困难残疾人生活补贴和重度残疾
人护理补贴）“跨省通办”于4月15
日试运行，4月22日正式运行。届
时，我市各区县也将实现“跨区县通
办”。

市民政局工作人员介绍，根据民
政部办公厅、中国残联办公厅日前印
发的《关于全面开展残疾人两项补贴
资格认定申请“跨省通办”的通知》
（民办发〔2021〕2号）要求，残疾人两
项补贴资格认定申请不受户籍地限

制，在全国范围内实行以任意地申
请、户籍地审核审定及发放的形式办
理。自4月22日起，申请人可以向
全市范围内任何街道办事处或乡镇
人民政府设立的残疾人两项补贴受
理窗口提出。受理地要一次性告知
申请人需要提供的材料，并在申请材
料收齐之日起3个工作日内推送至
业务属地（即申请人户籍所在地）的
补贴受理窗口；业务属地为申请人远
程办理，自收到推送材料之日起10
个工作日内完成补贴资格认定，办理
结果将实时反馈受理地，并采取适当
方式通知申请人。

我市残疾人两项补贴实行“跨省通办”

本报讯 （记者 黄光红）4月
15日，内江高新科创园“产融互联网
协同创新中心”正式揭牌。该创新中
心致力于为内江市科技创新及成渝
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赋能，由川渝等
地6家单位共同打造，其中，渝企是

“主力军”。
内江高新科创园是四川省重点

项目、内江市首个科创园项目，也是
内江高新区实现创新驱动、金融赋能
的重要载体。作为内江高新科创园
的重要项目，“产融互联网协同创新
中心”得到了重庆方面的大力支持。
据悉，该创新中心发起单位共有6
家，其中有4家来自重庆。

在该创新中心未来的建设中，
渝企也将打“主力”。据介绍，该创
新中心将以瀚华金控的“瀚华云链”
数字供应链金融服务平台为核心，
促进内江高新科创园金融机构数字
金融服务平台与区域产业生态链广
泛连接。在此基础上，为园区企业
及上下游产业链提供行业化、差异
化、精细化的全场景金融服务。

此外，猪八戒知识产权公司计划
携手内江高新科创园，在该创新中心
打造知识产权服务要素交易市场，构
建知识产权服务生态。这也将是猪
八戒在川南地区打造的首个知识产
权服务平台项目。

内江高新科创园创新中心渝企打主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