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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 周尤）10月20日，2017年中国青年社会组织公
益创投大赛（重庆站）决赛在渝北区青少年活动中心举行。21个优秀
青年社会组织公益创投项目参加比赛，经过路演答辩、专家评审、大众
投票等环节，“幸福Plus”社区便民服务平台等3个项目获得金奖，“寻
声有梦”等5个项目获得银奖，“闲置物品大作战”等8个项目获得铜
奖，“辅苗守望·身心相伴”等5个项目获优秀奖。

据主办方团市委有关负责人介绍，获得金、银、铜奖的项目将分别
得到2万元、1万元、5000元的资金支持。同时，有孵化需要的项目可
免费入驻重庆市青年社会组织孵化基地。入驻后，基地将提供导师培
训、创业指导等服务。

据悉，比赛结束后团市委将对获奖项目进行汇总并编辑成册，重
点向企业、基金会推荐。同时，还将推荐部分优秀项目参加全国赛，获
全国赛金、银、铜奖的项目将分别得到15万元、10万元和5万元的支持
经费。

2017年中国青年社会组织
公益创投大赛（重庆站）落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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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 刘蓟奕）10月20日，重庆市体育局召开新闻发
布会称，“中国体育彩票杯”2017年重庆市第三届国际登楼大赛暨第十
届解放碑CBD城市登高楼大赛，将于11月 12日在渝中区解放碑
WFC环球金融中心开赛。目前，赛事报名工作已正式启动。

本届比赛共设团体赛、个人赛、男女混合赛和亲子赛四个组别。市体
育局相关负责人介绍，比赛从解放碑出发，经步行街进入WFC写字楼大厅，
通过WFC安全通道，团体赛、个人赛和男女混合赛终点在WFC73层观景
平台，亲子赛终点在WFC26层。

在奖项设置方面，四个组别分别录取前32名，比赛总奖金将超过
15万元。

目前，赛事报名工作已正式启动，市民可通重庆体彩网（www.
cqlottery.gov.cn），或“重庆体彩”微信公众号报名。

重庆市第三届
国际登楼大赛下月开赛

赛事总奖金将超过15万元

本报讯 （记者 杨骏）10月20日，由重庆市园博园、重庆市花卉
盆景协会共同主办的第21届菊花艺术展在园博园开幕。本次菊花展
将持续至12月10日。

菊花艺术展是全市规模最大、档次最高的菊花展，已连续6年在园
博园举办。据了解，本届菊展面积约10万平方米，布展菊花景点29
个，其中在龙景书院、中山园两处设有精品菊花展区，展示来自全国各
地500多个品种的精品菊花1500盆。值得一提的是，本届菊展还从
开封引进了大立菊和花朵直径达30厘米的菊花王品种。

重庆市第21届
菊花艺术展开幕

本报讯 （记者 王海达）10月20日，长安汽车研究总院与中国
汽车创新孵化器联盟在渝签署创新合作协议，在创业信息共享、创业
项目对接、创业项目投资等技术和商业领域开展深层次战略合作。

中国汽车创新孵化器联盟是目前国内最具影响力的汽车类孵
化器组织，拥有国内外23家知名的具有前瞻、创新精神的汽车垂直
领域孵化器，如中汽产投技术转移中心、上海微技术工业研究院、
车云·武汉汽车创新空间、021零到壹孵化器等。

长安汽车工程研究总院相关负责人表示，全球汽车产业正迎
来创新、变革的历史机遇，电气化、智能化、轻量化和汽车共享正
在驱动汽车走向新的未来。

重庆日报记者在签约现场看到，此次中国汽车创新孵化器联盟带
来了11个孵化项目，涉及图像处理、声音识别、手势控制等汽车智能互
联、智能交互、智能驾驶相关前沿技术。

长安汽车牵手中国汽车创新孵化器联盟

共话创新合作

本报讯 （记者 李幸）10月20日，意大利驻重庆总领事馆举行
意大利留学签证颁发仪式，7位图兰朵和马可波罗计划中国西南地区
的学生领到了留学签证，即将赴意求学。

据悉，意大利驻重庆总领事馆今年已经为注册2017-2018学年的中
国学生签发了581份签证，其中选择艺术、音乐等专业深造的学生居多。

值得注意的是，无论参与哪个留学项目，学生均需进行预注册后，
才能办理签证。预注册学生必须到领馆进行面试，掌握一定程度的意
大利语是获取签证的前提条件，也是前往意大利学习的必要条件。同
时，学生在申请签证时，还需具备一定的经济条件，需提供足以支撑在
意大利学习及生活费用的资金证明。

意大利驻重庆总领事馆
今年已发放581份留学签证

本报讯 （记者 杨永芹）10月20
日，重庆日报记者从市交委获悉，随着
重庆直飞纽约航线的开通，目前重庆已
累计开通67条国际（地区）航线。到
2020年，江北机场国际（地区）航线达
到100条左右，旅客吞吐量超过5000
万人次，将基本建成国际航空枢纽。

近年来，重庆机场加快了国际航线
网络布局，已累计开通国际（地区）航线
67条，逐步构建起覆盖欧、美、澳、亚的
客运、货运航线网络格局，其中国际（地
区）客运航线53条，航点包括伦敦、赫
尔辛基、罗马、莫斯科、多哈、迪拜、洛杉
矶、旧金山、奥克兰、悉尼、首尔、东京等
城市。国际（地区）货运航线14条，覆

盖了阿姆斯特丹、曼谷、法兰克福和阿
拉木图等城市。

从洲际航线来看，我市已开通的11
条洲际远程航线分别是重庆直飞伦敦、
赫尔辛基、罗马、莫斯科、多哈、迪拜、洛
杉矶、旧金山、奥克兰、悉尼和纽约。

今年下半年，我市还将开通重庆经
北京到多伦多、芝加哥的北美航线，以及
重庆直飞墨尔本等地的多条国际航线。

“重庆要建成国际航空枢纽，仍面

临国际航空竞争力弱、主基地航空公司
欠缺、国际航线偏少、空域资源配置不够
合理等问题。”市交委相关负责人表示，
伴随重庆江北国际机场T3航站楼的投
入使用，重庆国际航空枢纽功能进一步
提升。下一步，重庆将加快推进T3B航
站楼和第四跑道前期工作，着力打造主
基地航空公司，大力发展国际航线。

我市还将进一步加快巫山、武隆
机场建设和万州、黔江机场改扩建，

尽快形成“一大四小”民用运输机场
格局；积极推进荣昌货运枢纽机场前
期工作。

通用航空方面，我市将着力建设和
谋划一批通用机场，基本实现通用航空
功能市域全覆盖，力争实现通用航空器
达到50架，年飞行量2万小时以上，培
育3-5家具有市场竞争力、规模化的通
用航空企业，通用航空产业发展成为百
亿产业集群等。

重庆已累计开通67条国际（地区）航线

本报讯 （记者 杨永芹）10 月
20 日 22 时，满载乘客的海南航空
HU415航班从江北国际机场起飞，直
飞纽约。这是我国中西部地区首条直
飞纽约的航线，也是继重庆-洛杉矶航
线后，今年重庆开通的第二条直飞北
美航线。

纽约是美国第一大都市和第一大
商港，是世界重要的金融中心。重庆

直飞纽约航线每周三、五北京时间22∶
00从重庆江北机场起飞，于当地时间
次日 00∶50 抵达纽约肯尼迪国际机
场，飞行时间约14小时51分；回程每
周四、六于当地时间02∶50从纽约肯
尼迪国际机场起飞，于北京时间次日
06∶35抵达重庆江北机场，飞行时间约
15小时38分。

重庆直飞纽约航线，采用波音

787-8 豪华宽体客机执飞，航班是
HU415/6，设有公务舱36座和经济舱
177座。海南航空相关负责人表示，该
航线客舱设豪华配置，为乘客提供五星
级体验。

据介绍，海南航空还将与境外航空
公司开展合作，推出丰富的联运产品，
让旅客可以飞抵更多目的地。10月29
日换季后，重庆直飞纽约航线将采用波

音787-9豪华宽体客机。
“该航线开通后，重庆将形成到

美国东、西海岸的旅游环形航线。”市
交委相关负责人表示，这对进一步提
升重庆对外开放水平，完善重庆国际
航线网络，推动重庆打造国际航空枢
纽具有重要意义。同时，也将进一步
推动重庆、纽约之间的经贸、文化往
来。

重庆直飞纽约航线开通
单程15小时左右 是我国中西部地区首条直飞纽约航线

●乘用车企业平均燃料消耗量实际值小于达标值，获得正积分，否则为负；

●乘用车企业新能源汽车积分根据新能源车辆续航里程、产销量等指标综合计算得出；

●2019年度、2020年度，新能源汽车积分比例要求分别为10%和12%；

●2020年车企产销的新车要达到5L/100公里油耗目标值；

●车企2019年、2020年积分可进行合并考核。

“双积分”政策要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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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20日，黔江区五里
乡绿色水稻基地，村民在抢
收轮种水稻。

受持续多雨天气的影
响，黔江区五里乡有轮种的
羊雀菌与水稻共200多亩未
能及时收割，雨停初晴后，
村民们加紧抢收，确保颗粒
归仓。

特约摄影 杨敏

抢收
轮种稻

10月19日，汽车业界一重磅消息传
来，长安率先提出将在2025年全面停止
销售传统燃油车，并全力向新能源方向转
型。

这几天，国内新能源汽车板块动态频
繁：10月17日，同样位于重庆的小康工业
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发布消息，其全资子公
司SF MOTORS拟收购美国电池系统
商InEVit的100%股权，同时，特斯拉联
合创始人马丁·艾伯哈德也将全职加盟
SF MOTORS。日前，力帆汽车相关负
责人也向重庆日报记者透露，他们正在重
庆、河南、四川等省市布局、扩建新能源生
产基地，将在2020年前陆续投放多款混
动车型。

联系到前不久，《乘用车企业平均燃
料消耗量与新能源汽车积分并行管理办
法》（以下简称《办法》）才刚刚出台，上述
车企的做法颇为耐人寻味。

业内“几家欢喜几家愁”

比起自主车企主动对应国家政策，高
调推出新能源发展计划的行为，合资品牌
在新能源板块的动作，则明显不那么从容。

根据“双积分”管理办法：2019年开
始，国内所有年销量3万辆以上的汽车制
造企业和汽车进口商，都要满足平均燃料
值积分和新能源汽车积分的标准，否则将
面临高额罚单和不予核发3C证书等处罚。

有业内人士指出，大多数合资车企由
于前期在新能源领域布局迟缓，面临“双
积分”政策倒逼，无奈之下只得寻觅合作
以解燃眉之急。

事实上，自主品牌在新能源领域确实
做到了“先人一步”。

早在数年前，力帆等本地车企就开始
大力推进新能源汽车产业。在市场观察

人士曲云超看来，这在当时实属迫不得
已：“自主品牌渴望摆脱跟在合资大厂后
面‘陪跑’的命运。”

如今政策导向开始变化，提前布局新
能源的一些自主车企，等于是“抓到一手
好牌”。

记者从长安、力帆、小康等几家新能
源技术储备较早、形成了一定产能的重庆
车企了解到，他们均对“双积分”政策感到
乐观。

谨防“打烂一手好牌”

根据“双积分”政策，车企的新能源汽

车正积分可以自由交易。海通证券研报
预计，新能源积分交易初期，每分价格可
高达5000元。这意味着车企可通过产销
新能源汽车得到国家补贴与积分利益“双
重加持”，获得颇大的市场竞争优势。

曲云超指出，现今各大汽车厂商的新
车研发流程通常都长达4—5年，这让不
少车企很难赶上“双积分”的趟。“像这样
处于‘窗口期’的车企不少，且大多为合资
大厂。”

但优势不会一直持续下去，我市一家
自主车企的人士指出：正式公布的“双积
分”政策，实际上比此前的征求意见稿延
期了1年才执行，这给了合资品牌更多应

对和准备的时间。
正是基于上述判断，早在《办法》正式

出台前，重庆多家车企都进一步加快了新
能源产业布局。

除长安、力帆、小康以外，北汽集团计
划投资50亿元，在涪陵新区布局新能源
汽车生产线；众泰汽车投资40亿元建重
庆新能源汽车基地……市经信委相关人
士介绍，目前重庆已有10余家整车企业
与30余家配套企业布局或参与到新能源
汽车板块中。近期，重庆还出台了新能源
汽车免缴路桥通行年费的实施细则，未来
除了用“双积分”促使新能源转型，还将进
一步加大本地配套及政策扶持力度。

“双积分”管理办法敲定

自主车企抢先布局“抓到一手好牌”
本报记者 白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