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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 杨艺）近日，京东
云创新空间（铜梁）启动，标志着由京东
云携手铜梁区打造的“互联网+”新经
济合作项目正式落地。据悉，京东云创
新空间（铜梁）除了为入驻企业提供办
公场地、税收等优惠政策外，还将提供
京东云计算、京东大数据分析、现代金
融、企业电商人才培养、京东广告资源
及品牌传播等服务，为重庆农村电商创
新发展插上翅膀。

“铜梁是京东在全国10个试点的城
市之一，京东云创新空间（铜梁）则是目
前西南地区唯一一个京东与地方区域合
作的农村电商项目。”京东云相关负责人
介绍。

京东云创新空间（铜梁）究竟能为企
业做什么？这位负责人表示，当前，不少
重庆农企擅长研发、生产，却不擅长营销
及电商。同时，不少重庆农特产品仅适
合线下销售，线上没有优势，导致线上线
下销售严重失衡。京东云创新空间（铜
梁）则能够依托京东大数据，对农企进行

“互联网+”孵化。
具体来看，在前期，京东云可为农企

提供大数据新品分析指导，从而减少其
研发摸索的时间和成本，并通过提供培
训等，使其生产的产品更加适合市场；中
期，企业做出产品后，可再次利用大数据
提前分析该产品的市场适应度，并进行
适当调整；后期，则可利用京东平台、京
东营销体系，让产品更好地销售出去。

据介绍，当前，京东云创新空间（铜
梁）正面向全市招募农业科技、农业电商
类相关创业企业，以及农业龙头企业电
商业务等入驻，打造重庆农企的创新创
业示范基地。

京东云创新空间（铜梁）启动

为农村电商创新插上“翅膀”

本报讯 （记者 杨铌紫）10月 16
日，“筑梦善行·残健共融”2017讲好重庆
残疾人故事主题宣传活动正式启动。重
庆日报记者从市残联了解到，此次宣传
活动以“讲好重庆残疾人故事”为主线，
分设“寻找重庆残疾人事业十大新闻人
物”“寻找重庆最美特教人物”“新闻扶
贫，助残同行大型公益宣传”等3个子活
动，从即日起至明年3月，将通过全媒体
展示我市残疾人的“筑梦”故事。

据了解，由市教委、市残联指导，市残
疾人事业新促会承办的“寻找重庆残疾人

事业十大新闻人物”和“寻找重庆最美特
教人物”活动，从即日起至11月中旬为征
集报名阶段，报名对象分别为户籍地在重
庆或在重庆生活工作的残疾人和残疾人
事业工作者，以及全市范围内从事特殊教
育事业的教师，报名采取区县单位推荐或
自荐方式。活动分为活动启动、线上宣
传、线下活动和成果展示4个阶段，评审采
取网络投票和专家评审相结合的方式，最
终评出10名“重庆残疾人事业十大新闻人
物”和10名“重庆最美特教人物”，并在明
年3月举行活动颁奖仪式。

“筑梦善行·残健共融”主题活动启动

重庆残疾人的好故事等你推荐

本报讯 （首席记者 张珺 通讯员
梁小燕）10月16日，第二届“守望正义：群众
最喜爱的检察官”颁奖礼在中央电视台社会
与法频道播出，重庆大渡口区检察院梅玫获
得该荣誉称号。

据了解，此次活动由最高人民检察院
联合中央电视台等18家新闻媒体举办，旨
在大力宣传党的十八大以来检察工作和队
伍建设取得的新成就，充分展示人民检察
官忠诚、为民、担当、公正、廉洁的时代风
貌，全面履行法律监督职责，大力提升司法
公信，唱响主旋律，汇聚正能量。

当天举行的颁奖礼包含了10位获奖

基层检察官的人物故事、主题朗诵和文
艺表演，分为总论以及忠诚、守护、担当、
为民4个篇章。

据主办方介绍，十年间，梅玫带领“莎姐”
们对400余名涉罪未成年人进行个别帮教，
开展10个专题系列宣讲160场，受众两万余
人，使大渡口区未成年人犯罪率大幅下降，

“莎姐”成为重庆“这座城市的另一张名片”。
由大渡口检察院带来的原创说唱节

目《“莎姐”陪着你》也亮相颁奖礼。该节
目以青春、活泼的歌词和优美、欢快的音
乐，展现了“莎姐”对未成年人保护的态
度和决心。

重庆“莎姐”荣获
“守望正义：群众最喜爱的检察官”称号

本报讯 （记者 廖雪梅）重庆日
报记者 10 月 11 日从市工程建设招投
标交易中心了解到，渝北区椿萱大道工
程正进行施工图审查招标，有望今年底
动工。

椿萱大道工程是渝北空港新城片区
的东西向骨干道路，将缓解双凤桥立交
等地的交通压力，加强歇马、蔡家、悦来
新城、空港新城、江北国际机场和保税港
区等地的联系。

椿萱大道工程起于椿萱大道与金山
大道形成的蒋家山立交，跨过猪肠溪，与
秋成大道形成秋成立交，与公园东路形
成鹿山立交，与春华大道形成春华立交，
与桃源大道形成桃源立交，再下穿空港
大道，终于空港东路，全长约6.65公里，
双向8车道，设计车速为80公里/小时。

渝北区椿萱大道工程有望年底开工
本报讯 （记者 杨艺）一直以

来，我市农村电商存在“小分散”的
现象，如何解决？9月27日，市农
委、铜梁区、京东集团联合签署《“互
联网+农业”合作框架协议》，并挂牌
成立重庆市农村电商公共服务中
心。接下来，三方将重点围绕共同
推动重庆农业电子商务合作发展、
共建重庆市农产品品牌化示范中
心、共建“农业+互联网”产业升级研

究中心等事宜展开合作，加快推进
全市“互联网+农业”发展进程。

“过去，各区县发展农村电商较
为分散，导致重庆农产品集聚力欠
缺、品牌影响力有限。此次成立重
庆农村电商公共服务中心，将整合
优化重庆现有村、区（县）、市三级电
商体系，打造一个市级的重庆农村
电商服务平台，形成抱团发展的局
面。”市农委相关负责人介绍，目前

我市已有7个区县在京东平台上开
设了区县特产馆，但却没有统一的
重庆特产馆。接下来，签约三方将
在京东平台上开设“重庆特产馆”，
各区县优质农特产品均可免费入驻
销售，一方面能节省各区县农产品
上线成本，另一方面让全市优质农
产品集聚，形成统一的品牌优势。

除打造重庆农村电商公共服
务中心外，根据协议，今后三方还
将利用京东云的技术优势，打造重
庆市农村大数据中心，共同推动重
庆市农业云、农业大数据等建设与
应用，助力我市农业产业转型升
级。

重庆市农村电商公共服务中心揭牌
助农村电商抱团发展

相关新闻 >>>

本报讯 （记者 吴刚）在社区
开便利店的创业者，不用再费时费力
自己去进货，直接网上下单，货就送
上门。阿里巴巴开展的这项新业务
叫零售通。10月16日，阿里巴巴在
渝举行开仓仪式，标志其零售通业务
正式进军重庆零售业市场。

业界人士介绍，遍布城市大街小
巷类似于便利店的零售小店，店主在
日常经营中，需要从不同的供应商那
里采购不同的商品，物流和配送成本
较高。由于采购数量少，店主在价格
上没有话语权，商品进价高，利润

薄。同时，由于商品缺乏特色，网上
营销成本高，这些小店也很难向电商
转型。

零售通一定程度上能解决这
些难题。它由阿里巴巴在全国统
一组织货源，通过大规模采购降低
进货成本，菜鸟物流网络统一配

送，以规模效应缩减零售小店的经
营成本。同时，小店被统一纳入阿
里巴巴旗下电商平台，可轻松实现

“触网”。
据悉，阿里巴巴已经在全国多

个省市开展零售通业务。值得一提
的是，其刚刚启动的重庆业务，由阿

里巴巴菜鸟网络与重庆铃宇消费品
供应链有限公司合作共建，重庆也
由此成为阿里巴巴在全国首个与社
会化物流体系合作开展业务的城
市。据悉，与本地企业合作，物流的
配送效率更高，基本能做到“次日
达”。

阿里在渝启动零售通业务

零售小店店主可通过网上下单进货

本报讯 （记者 廖雪梅）市财政局
10月17日公布了前9月全市一般公共预
算执行情况。1至9月，全市一般公共预
算收入 1732.6 亿元，比上年同期增长
6.4%；全市一般公共预算支出3298.8亿
元，增长8.2%。

市财政局相关人士介绍，1至9月，
我市区县级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实现稳步
增长，同比增长8.2%；其中，主城区、渝西

片区、渝东北片区、渝东南片区一般公共
预算分别增长8.9%、8.2%、11.5%、2.8%。

支出方面，全市财政系统实施积极
财政政策，较好地服务了全市经济社会
发展大局。1至9月，全市一般公共预算
支出中增幅较为明显的领域包括：教育
支出481.9亿元，增长15.9%；节能环保
支出137.3亿元，增长48.5%；城乡社区
支出793亿元，增长14.5%等。

1至9月重庆一般公共预算
支出3298.8亿元

本报讯 （记者 申晓佳）10月16日，中
国科协“大手拉小手”科普报告希望行活动重
庆站在巴蜀中学拉开帷幕。中国工程院院
士、中国运载火箭技术研究院运载火箭系列
总设计师龙乐豪为巴蜀中学的千余名师生作
了题为《中国的火箭与航天》的科普报告。

据悉，接下来，由包括龙乐豪在内的6名
老科学家和资深专家组成的航天科普报告团
将在我市7个区县的30所中小学作系列科普

报告，让更多青少年了解航天领域前沿知识。
科普报告中，龙乐豪从火箭的起源与构成、

我国火箭发展历程与成就等方面进行了生动而
风趣的讲解，会场中多次响起热烈的掌声。

据市科协相关负责人介绍，除龙乐豪
外，航天科普报告团的成员还有北京市东高
地青少年科技馆原馆长金声、南京航空航天
大学教授闻新等，他们组成了一支高素质的
专业化科普报告队伍。

中国科协“大手拉小手”
科普报告希望行活动重庆站启动
30所中小学将迎来阵容强大的航天科普报告团

10月16日，中国科协“大手拉小手”科普报告希望行活动巴蜀中学
现场，龙乐豪院士正在做报告。 记者 谢智强 摄

本报讯 （记者 夏元）重庆日报记
者近日从市经信委获悉，重庆华数机器
人有限公司等88家企业研发机构被认定
为2017年度市级企业技术中心。

据介绍，入围市级企业技术中心的“门
槛”包括年度研究与试验发展经费支出额
不低于150万元，技术开发仪器设备原值
不低于300万元，拥有技术水平高、实践经
验丰富的技术带头人等多项硬指标。

“支柱行业引领作用明显，战略性新
兴产业表现突出，是今年认定的市级企
业技术中心所呈现出的两大特点。”市经
信委相关负责人表示，在这88家市级企

业技术中心中，汽摩、电子和装备制造等
传统支柱行业企业占比依然过半。而以
企业为主体、多元化投资、市场化运营的
一批新型企业研发机构，则在机器人制
造、生物制造等战略性新兴产业领域逐
渐涌现。

市经信委称，年内重庆将持续实施
企业研发投入、新产品开发倍增计划和
工业强基工程等，通过推动技术改造、绿
色制造和智能制造，力争全年有研发活
动的企业规模达到2000家，规模以上工
业企业的科技研发总投入达到310亿元
以上。

重庆新培育认定
88家市级企业技术中心

本报讯 （记者 李珩）10月17日，
“放心食品快知道”——江北区创建国家
食品安全示范城市进社区主题宣传活
动，在观音桥街道鸿恩寺社区举行，执法
人员现场发出了关于“咔哇潮饮”饮料的
消费警示。

“别看这个瓶子很好看，但里面的饮
料却含有国家管制的一类精神药品羟丁
酸，对人体健康有危害。”当日上午，江北
区食药监分局执法人员手持“咔哇潮饮”
饮料，现场给居民们做解释。

据了解，近日，这种名为“咔哇潮饮”
的饮料风靡某些娱乐场所，为不少年轻
人所喜爱。由于其含有羟丁酸，国家食
药监总局已发布通告，要求停止生产销
售“咔哇潮饮”饮料。

江北区食药监分局副局长李键介
绍，该区还组织对所有娱乐场所的食品
经营者、网络交易第三方平台提供者等

进行专项检查，坚决依法查处销售“咔哇
潮饮”饮料的违法行为。

此外，江北区在创建国家食品安全
示范城市中，开展了“四个一”活动。一
是征集一批“金点子”。充分发挥社区居
委会、社区义务监督员和基层监管所网
格化监管员作用，广泛收集社区居民的
意见和建议，整理汇集一批关于食品安
全的“金点子”。二是举办一次专题讲
座。以“江北食安大讲堂”为载体，发动
食品安全专家、志愿者等深入社区开展
食品安全知识现场宣讲。三是发放一批
宣传品。针对保健食品“会销”、食用农
产品选择鉴别等热点问题，设计制作、免
费发放一批简便易学、操作性强的海报、
折页宣传品。四是举办一次知识竞赛。
以社区为单位组织食品安全知识竞赛，
营造食品安全“人人关心、人人参与、人
人受益”的浓厚氛围。

食品安全宣传进社区

本报讯 （记者 黄光红）10月
16日，农发行重庆市分行传出消息：
经市政府同意，由市金融办、市扶贫
办、市农委、人民银行重庆营业管理部
和农发行重庆市分行联合制定的《重
庆市政策性金融扶贫实验示范区建设
方案》（下称《方案》），已于近日正式出
台。《方案》明确，“十三五”时期，农发
行拟投放各类信贷资金（含基金）700
亿元，积极推动重庆14个国家扶贫开
发工作重点区县“摘帽”、1565个贫困

村整村脱贫。
2016年，为全力助推重庆脱贫攻

坚，市政府与农发行总行签订合作协
议，携手在渝共创省级政策性金融扶贫
实验示范区。《方案》的出台，旨在进一
步推进此项协议实施。

据农发行重庆市分行相关负责人
介绍，重庆市政策性金融扶贫实验示范
区（下称实验示范区）的建设范围，覆盖
14 个国家扶贫开发工作重点区县、
1565个贫困村、117.97万建档立卡贫

困人口。
实验示范区的创建目标及任务是：

“十三五”时期，农发行拟投放各类信贷
资金（含基金）700亿元，积极推动重庆
14个国家扶贫开发工作重点区县“摘
帽”、1565个贫困村整村脱贫；巩固扶
贫成果，探索脱贫致富长效机制，形成
政策性、开发性、商业性、合作性金融机
构协调配合、共同参与的多层次金融扶
贫服务格局。

《方案》从优惠政策、融资模式和

重点支持领域等方面，确定了多种帮
扶举措：对实验示范区扶贫开发项目，
农发行重庆分行将探索给予贷款规模
倾斜、办贷优先、期限延长、利率优惠
等“一揽子”优惠信贷政策；以缓解“融
资难”为目标，确定了市级投融资主体
承贷、担保公司增信，转贷和过桥贷
款、基金支持4种创新的融资模式；将
重点支持深度贫困地区脱贫攻坚、易
地扶贫搬迁、扶贫产业和基础设施建
设等六大领域。

《重庆市政策性金融扶贫实验示范区建设方案》出台

700亿信贷资金助推1565个贫困村脱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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麻柳乡位于开州鲤鱼塘水库上游，占
整个鲤鱼塘水库集雨面积的62%。全乡
9143户30096人，幅员面积96平方公里，
是开州区第二人口大乡，也是开州城区最
重要的集中式饮用水源保护地。近年来，
麻柳乡持续优化生态环境，加强群众环保
意识，纵深推进环境综合整治。如今，麻
柳乡农村生产生活环境有了明显改善，农
村环境污染治理取得较好成效。

图为雨后的开州区麻柳乡大和村。
通讯员 叶娟 摄

乡村美如画

本报讯 （记者 匡丽娜）10月 17
日，重庆日报记者获悉，由市委宣传部、
市民政局指导，市慈善总会、市光彩事业
促进会、市扶贫开发协会和华龙网集团
主办，华龙公益网、满集网承办的“寻找
善的力量”重庆公益慈善人物故事全城
寻访征集活动，自今年7月启动以来广受
社会关注和点赞，目前已展播160余个公
益人物和组织。

“本次活动深入挖掘报道了重庆各

个领域在推动公益慈善、精准脱贫、社会
救助等方面的典型人物事迹和精彩故
事，呈现了‘善’的力量。”据主办方相关负
责人称，目前寻访征集活动已展播160余
个公益人物、组织，在“重庆”客户端获得5
万多阅读量，单篇最高阅读量达1.8万。

据悉，接下来，华龙网集团将继续整
合相关资源，全方位多角度地做好报道
宣传，打造公益品牌，助力慈善事业发
展。

重庆公益慈善人物故事寻访活动
展现“善”的力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