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讯 （记者 陈国栋）为深入
贯彻市委五届十次全会精神，推动《重
庆市支持青年人才创新创业若干措施》
落地落实，进一步调动各区县引才聚才
积极性，加快营造“近悦远来”人才生
态，日前，市委人才工作领导小组办公
室发布《区县青年人才发展指数工作方
案（试行）》。

区县青年人才发展指数按照系统
性、科学性、时效性、可比性的要求，共
设人才净增量、人才增速、人才作用发
挥、人才活动、人才服务5项指标，总分
值100分。

青年人才净增量方面，按25周岁
及以上（“两群”地区按22周岁及以上，
下同）、40周岁及以下青年人才（近三年
首次在渝缴纳城镇职工养老保险且连
续缴纳3个月以上）净增量计分；以当次
测算本区域最高净增量为满分30分，

其他区县按比例计分。
青年人才增速方面，按区县内青年

人才增量同比计算，每增加1个百分
点，计0.5分，最高20分。

青年人才作用发挥方面，主要评价
青年人才创新创业情况：获国家级奖
项，或取得其他相当层次突出成果，入
选国家级人才计划（项目），每项（人）计
5分；获省部级奖项，入选省部级人才计
划（项目），创办科技企业并成功认定为
高新技术企业，每项（人、家）计1分；作
为法人或最大股东创办科技企业，完成
重庆市科技型企业入库，每家计 0.2

分。以当次测算本区域最高合计分对
应为满分30分，其他区县按比例计分。

人才活动方面，根据区县组织开展
青年人才引进、交流等活动次数计分，
每开展一次引才活动计4分，其他活动
计2分，最高10分。

人才服务方面，采取对青年人才随
机电话访谈形式开展，主要包括政策兑
现、服务保障等2项内容，每项5分，最
高10分。分非常满意（5分）、满意（4
分）、一般（3分）、不满意（不得分）4个
档次，相应计算分值。

市委组织部有关负责人介绍，这5

项指标的设立，主要按照系统性、科学
性、时效性、可比性的原则，同时聚焦重
点、形成激励、便于操作。“各项指标均
可通过市级部门核定或提供，便于实时
统计，不需要区县报送材料，不给基层
额外增加负担。”该负责人说。

据了解，《方案》试行期为一年。《方
案》施行后，我市将每季度对区县人才
发展指数进行排名。对各区县（自治
县，含两江新区、万盛经开区），按主城
都市区、渝东北三峡库区城镇群、渝东
南武陵山区城镇群分组进行排名；重庆
高新区只测算，暂不排名。

我市发布《区县青年人才发展指数工作方案（试行）》

5项指标考核各区县引才聚才成效

本报讯 （首席记者 龙丹梅）
6月 28日，北碚区蔡家智慧新城18
个重点项目集中开工。其中，工业
互联网产业生态园（二期）项目正式
开工建设，该项目投资 11亿元，将
建设工业互联网产业集群、VR展示
中心等，项目建成后可加快形成重
庆工业互联网生态，助推以大数据
为引领的新兴产业发展。

据了解，工业互联网产业生态园
位于蔡家智慧新城，一期工程已建成
投用，目前已云集了中国工业互联网
研究院重庆分院、国家工业大数据制
造业创新中心和国家级工业互联网平
台应用创新体验中心(西南地区)，以
及航天云网、忽米网等一批知名工业
互联网企业。

蔡家智慧新城管委会相关负责人
介绍，在一期约20家工业互联网企业
入驻的基础上，此次开工的工业互联
网产业生态园二期项目，将建设工业
互联网产业集群、VR展示中心，以及
入驻工业互联网企业定制大楼等，以
建立起更为智慧的云端集群、便利的

多维交通、立体的社交体系、24H多
元生活场景以及和谐的生态系统，推
动制造业与服务业深度融合，赋能实
体经济高质量发展。

当天，科比特无人机西南总部项
目也正式落户工业互联网产业生态
园。该项目占地面积约 1.5 万平方
米，计划总投资约2亿元，将建设无人
机培训基地、无人机研发测试基地、无
人机服务中心等，成为西南地区最大
的工业无人机研发制造、培训、服务中
心。据介绍，作为全球领先的工业级
无人机厂商，该公司将在工业互联网
产业生态园打造城市无人机调度中
心。依托工业无人机技术，中心可提
供高强度的政务无人机巡检、应急作
业、环保作业等服务，涵盖河湖水利、
林业、智慧园区等多个领域。

当天，龙湖天街项目也正式在蔡
家智慧新城动工。该项目计划总投资
25亿元，其中购物中心建筑规模约18
万平方米，建成后将满足消费者餐饮、
娱乐、购物等多元化消费需求，成为蔡
家智慧新城商业的“新地标”。

工业互联网产业生态园（二期）项目开工
西南地区最大工业无人机制造基地落户蔡家智慧新城

本报讯 （记者 向菊梅）6月28
日，市税务局、市工商联、市经信委联
合启动“春雨润苗”行动，发布惠苗政
策进万家、助苗服务优体验、护苗成长
促发展3大类13条措施，助力小微企
业发展。

在惠苗政策进万家方面，三部门
将联合推出包含税费优惠政策、办税
缴费操作指引等在内的“新办小微企
业大礼包”，利用重庆税务征纳互动平
台、重庆“渝企之家”微信公众号，分
类、分行业向小微企业推送优惠政策、
办税提醒、风险提示等，同时在12366
纳税服务热线设立小微企业专线，配
备精通小微企业税收政策的业务骨干
做好咨询解答。

在助苗服务优体验方面，三部门
将在有条件的地区和工业园区、小企
业创业基地、微型企业孵化平台、中小
企业公共服务平台设置便民服务室、
便民服务窗口，打造“微税厅”，打通小
微企业办税缴费“最后一公里”。同
时，三部门还将多渠道为小微企业提
供红利账单推送服务，创新红利账单

自主查询功能，让小微企业法定代表
人及财务人员对于“享受什么政策、享
受了多少优惠”一目了然，提升小微企
业减税降费获得感。

在护苗成长促发展方面，三部门
将建立涉税异议事项协调机制，小微
企业提出的涉税异议可通过工商联及
时与税务机关协商依法处理。同时，
运用税收大数据对政策落实效果进行
跟踪分析，发现问题及时督促整改，确
保政策红利落实到位。

三部门还邀请有注册会计师、注
册税务师、律师资格证书的“三师”人
才、三部门业务骨干及财税法律专家
等组成专家顾问团队，为小微企业服
务。启动仪式现场，三部门为税收志
愿者代表、专家顾问团代表颁发证书。

据悉，截至目前市税务局已组建
44支共 1000余人的税收志愿者队
伍，招募了838名“纳税服务体验官”，
共体验创新服务产品19个，提出意见
建议188条，已反馈186条，多方联
动，提升了税费服务的针对性和精准
度。

重庆发布13条措施助力小微企业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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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业园区南平组团B6分区01/01（B）地块、工业园区南平组团A2分区04/01（H）地块、工业园区南平组团B5分区01/01（A）地块、工业园区南平组团B6分区
01/01（A）地块等4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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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川规资（土地）告字〔2021〕1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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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29日12时00分至

2021年7月1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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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qgg-
zy.com/nanchuanweb/）自行下载
获取。

竞买保证金到账截止时间:
2021年7月1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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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anchuanwe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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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月1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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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20日9时30分（如
有变动另行通知）②以挂牌方式出让
为2021年 7月2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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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2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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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编号

NC2021让
6-3-1

NC2021让
6-3-2

NC2021让
6-3-3

NC2021让
6-3-4

地块名称

工业园区南平组
团B6分区01/
01（B）地块

工业园区南平组
团A2分区04/
01（H）地块

工业园区南平组
团B5分区01/
01（A）地块

工业园区南平组
团B6分区01/
01（A）地块

建设用地面积（㎡）

16404（约24.61亩）

33527（约50.29亩）

53104（约79.66亩）

29812（约44.72亩）

规划指标要求

产业准入类别：通用设备制造业，固定投资强度≥62.33万元/亩（最终以相关部门核定的标准为准），固定产出强
度≥667万元/亩。该工业项目容积率下限为0.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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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径流
污染物去除率不低于50%。其他规划条件按南规资条件〔2020〕0036号执行。

产业准入类别：金属制品业。固定投资强度≥52万元/亩（最终以相关部门核定的标准为准），固定产出强度≥667
万元/亩。该工业项目容积率下限为0.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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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径流污染物去
除率不低于50%。其他规划条件按南规资条件〔2020〕0036号执行。

产业准入类别：通用设备制造业。固定投资强度≥62.33万元/亩（最终以相关部门核定的标准为准），固定产出强
度≥667万元/亩。该工业项目容积率下限为0.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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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径流
污染物去除率不低于50%。其他规划条件按南规资条件〔2020〕0036号执行。

产业准入类别：塑料制品业。固定投资强度≥41.67万元/亩（最终以相关部门核定的标准为准），固定产出强度≥
667万元/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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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服务设施：社区卫生服务
站。海绵城市规划条件：年径流污染物去除率不低于50%。其他规划条件按南规资条件〔2020〕0036号执行。

用地
性质

三类工
业用地

二类工
业用地

三类工
业用地

三类工
业用地

出让年限
（年）

50

50

50

50

竞买保证金
（万元）

173

353

558

314

起始价
（万元）

173

353

558

314

本报讯 （记者 彭瑜）6月28日，
江南立交改造工程内环快速路至烟雨路
方向连接路段建成通车。即日起，从内
环快速路前往烟雨路可提前进入分流匝
道，缓解四公里片区交通拥堵。

江南立交位于南岸区四公里，西至
九龙坡、北往渝中、南至巴南，东接内环
快速路及渝东南多条射线高速，是我市
快速路四横线与五纵线的交叉节点工
程，也是中心城区东南片区主要的交通
节点，同时也是城市的交通堵点。

2017年，江南立交改造工程经市
政府批准同意，项目概算批复总投资约
14.32亿元，新建道路2条、匝道15条，
改造道路2条、匝道6条。

据悉，该项目改造完成后，可有效
解决海峡路车流短距离交织、换乘枢纽
与内环快速路不能直接连接，向黄路与
内环快速路无法直接连通等问题。同
时，可促使海棠溪片区的交通路网尽快
贯通，增加南滨路与内环的有机连接，
并提高内环主线交通运行效率。

截至目前，江南立交改造工程一期

已完成约90%工程量，二期完成约5%
工程量。内环至南坪、内环至烟雨路段
已建成通车，如今正在加快推进学府大
道至内环、南坪至海峡路、回龙路至内
环，内环至南坪匝道的拓宽改造，以及
海峡路上行转下行、学府大道掉头、南

坪南路下穿（M匝道），海峡路下穿匝道
等工程的建设。

南岸区相关负责人表示，计划年内
完工烟雨路至内环上行匝道，从而全面
贯通海棠溪片区道路路网；并通过增设
控制信号灯，调整优化定向车道，部分地

段取消隔离带增设车道等交通组织措
施，缓解施工期间的交通压力。同时，
整个项目将加快推进在建工程建设进
度，并抓紧启动向黄路连接内环的拓宽
改造，以及向黄路连接江北方向的高架
桥建设。

内环快速路至烟雨路匝道通车
江南立交改造工程一期已完成约90%，二期完成约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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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员带头当好群众健康的“守门人”

基层党支部成为
医院高质量发展的倍增器

作为医院连接党委和群众的桥梁及纽
带的基层党支部，如何将医院党委的职责
下沉？如何参与科室的重大决策和管理？
表彰活动现场，该院外科党支部书记冯文

贵、骨伤科党支部书记何国军用行动和语
言做了很好诠释。

冯文贵，外科党支部书记、大外科主
任，从医39年，25年党龄，2003年5月调
入云阳县中医院工作至今。作为外科学术
带头人，为医院成功引进并创造性地开展
了许多大型手术，填补了胸外、肝胆、血管、
微创外科等多项空白。县内首次开展了新

式剖宫产术，腹腔镜下胆囊切除术、疝修补
术、肺大疱结扎术、纵隔肿瘤切除术、脓胸
廓清引流术、结直肠根治术及镜下丝线结
扎等多项技术，首创食管癌术中不开腹经
膈肌空肠造瘘术，便于早期肠内营养，减轻
了病人负担。“目前年手术在300余台次，
未发生一例差错事故。这些除了归功于医
院党委的正确领导及大力支持外，也离不

开科室同仁的不断创新和勇于实践。治愈
患者、减轻痛苦，既是责任，也是担当。”冯
文贵表示。

何国军，骨伤科党支部书记、科主任，
从医17年，2012年5月加入中国共产党。
2017年作为科室带头人成功创建重庆市
中医重点专科。“只要我在云阳，那我肯定
是在医院；一名党员，就要时刻作表率，就
是要冲锋陷阵。”这是何国军常说的两句
话。在从事骨伤临床工作17年中，能熟练
应用中医方法治疗骨伤科疾病，同时运用
高超的手术技能，在创伤骨科、脊柱外科、
关节外科领域开展多项高精尖手术，为提
高患者生活质量做出了积极贡献。

龙泉表示，为让党建与业务进一步深
度融合，打通党建与业务融合的“梗阻”问
题，2019年 9月，从框架设计入手，按照

“应建尽建”原则，将党支部建在科室，科室
主任任党支部书记。党建工作与业务工作
同安排、同部署、同落实、同考核，极大地提
升了基层党组织的战斗堡垒作用，员工的
凝聚力、向心力得到了很好加强。

党员先锋用真心与执着
为群众健康护航

“党员既是一面旗帜，同时也是一面镜
子”这句话是对云阳县中医院每名党员的
真实写照。王永中就是其典型代表，亦是
这次表彰活动中10名优秀共产党员之一。

据介绍，王永中是一名有着近25年党

龄的老党员，现任该院门诊部主任。从医
的20余年间，社会及同事对他的评价就
是：坚持临床一线、爱岗敬业；全年出全诊，
无节假日；中西结合，辨证施治，辨证与辨
病结合；以规范合理为准绳，以疗效为根
本，视患者如亲人。据悉，全年门诊近两万
人次，无医疗差错事故及患者投诉，医患关
系和谐，患者复诊率极高。

在繁忙的诊疗中，王永中师带徒1人，
一对一指导规培生3人，带领实习生8人。
言传身教、授业解惑，使教有所长、学有所
获，为科室的健康发展及医院业务增长起
到了很好的表率作用和窗口作用。

在表彰活动现场，王永中说得最多的
就是：我是一名老党员，又是科室带头人，
在强化自身党性修为的同时，必须刻苦钻
研业务知识，提高医学技能，不断提升门诊
服务能力，以增强群众就医获得感、幸福
感。“用初心与使命、担当与奉献，为群众健
康当好‘守门人’。”王永中说。

谈到党员先锋模范作用，龙泉表示，在
“战疫一线”、新冠疫情防控最前沿、新冠疫
苗接种、业务攻坚等工作中，无数党员主动
请缨，第一个冲上去，用青春与热血铸就了
共产党员淬炼成钢的高贵品质，为辖区群
众筑牢了一道道健康屏障。

马太超 郑琼 图/王丹

“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

共产党辛劳为民族，共产党他一心

救中国......”6 月 24 日下午，在浑

厚、雄壮的合唱歌声中，云阳县中

医院“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 周

年知识竞赛暨表彰大会”拉开序

幕。

活动现场，该院党委书记龙泉

指出，经过几代人的奋力拼搏，医

院实现了跨越式发展，建成了库区

腹地首个国家三级甲等中医院，为

全县经济社会发展和人民健康做

出了积极贡献，圆满完成了脱贫攻

坚的艰巨任务，疫情防控工作亦展

现了中医独特的智慧和力量。他

同时表示：今天表彰的优秀共产党

员、优秀党务工作者和先进基层党

支部只是医院党建工作的一个缩

影。在医院成功创建“三甲”后，全

体党员不忘初心、砥砺前行、勇于

担当、甘于奉献，为引领医院高质

量发展起到了很好的表率作用，成

为医院服务能力不断提升的中坚

力量。

云阳县中医院

重庆
名中医赴
云阳开展
送温暖送
健康义诊
活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