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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首席记者 陈钧）5月14日，重
庆日报记者从两江新区了解到，位于该区大竹
林的中瑞产业园一期工程目前已经完成建筑
主体施工，预计今年10月正式投用。该项目占
地超过19万平方米，主要涵盖企业办公、研发、
结算、小型生产等功能。

“建筑主体施工完成之后，我们马上就会
进行内部装修以及启动相关软硬件配套工作，
力争在开园时为入驻企业提供一个良好的工
作环境。”中瑞产业园运营方重庆分享投资有
限公司行政总监李大勇说。

据介绍，为进一步促进中瑞产业园的发
展，该公司还搭建了包括投融资、上市辅导、市
场对接、知识产权等在内的运营服务体系。目
前，中瑞产业园已经与猪八戒网络有限公司达
成战略合作协议，双方互为合作事项创造最惠

条件和待遇，共同形成新的发展优势，打造园
区内的企业生态圈。

在项目引进上，目前中瑞产业园已经与瑞
士及欧洲200余家具有核心领先技术的中小科
技企业建立了互动关系，同时已启动与国内、
瑞士、法国顶尖科研院所和高等院校联合设立
中瑞产业园先进技术研究院。

值得一提的是，该产业园孵化的具有自主
知识产权的CAE（计算机辅助工程）软件已经
开发完成，打破了国外企业对CAE软件的垄
断，将大大加强中国制造业的基础能力。该软
件能对复杂物理问题进行仿真分析，节约设计
和试验成本，缩短新产品研发周期，以优化制
造过程。

此外，在中瑞产业园开园时，中瑞双方
还将在此举行“中瑞产业园杯”瑞士创新创

意项目大赛的决赛。按照计划，该项比赛目
前已正式进入筹备阶段，初赛将于8月底开
始。据悉，这个创新创意项目大赛主要针对来
自瑞士、具备“新技术、新工艺、新材料”特性、
有意愿来中国寻求发展及合作的初创企业和
中小型企业。

据两江自贸办相关负责人介绍，中瑞产业
园是两江新区重点打造的国别产业园之一，以
发展智能制造、信息技术、医疗健康、教育咨
询、能源等高端制造业和先进服务业为重点，
总投资超过20亿元。

除了中瑞产业园，两江新区还在积极
推动中德、中韩、中日等国别合作产业园，
在技术研发、生产经营、服务网络、贸易流
通、资金往来、人才服务等方面扩大国际合
作。

本报讯 （记者 李星婷）5 月 14日，重庆
日报记者从市教委获悉，我市高校进入世界
ESI 排名前 1%的学科数达到 22 个，其中重庆
大学工程学学科进入前 1‰，实现全市零的突
破，这表明全市高校“双一流”建设取得显著进
展。

据了解，ESI即“基本科学指标数据库”（Es-
sential Science Indicators，简称 ESI），是由世界
著名的学术信息出版机构美国科技信息所，于
2001年推出的衡量科学研究绩效、跟踪科学发展
趋势的基本分析评价工具。其对全球所有高校及
科研机构的近11年的论文数据进行统计，以对各
高校及科研机构在化学、生物、工程等22个专业
领域的学术水平进行分析。

进入世界ESI排名前1%的学科，即指在全
世界所有开办有该学科的大学中，该校的学科
实力排名在前 1%的比例内。目前ESI 已成为
当今世界范围内用以评价高校、学术机构、国
家/地区国际学术水平及影响力的重要评价工

具之一。
截至目前，我市高校进入世界ESI排名前1%

的学科数达到22个，其中重庆大学、西南大学、陆
军军医大学各6个，重庆医科大学4个。

重庆日报记者了解到，重庆大学进入ESI全
球排名 1%的 6个学科是工程学、材料科学、化
学、计算机科学、临床医学、数学；西南大学的6
个学科是化学、植物学与动物学、农业科学、材料
科学、工程学、生物学与生物化学；陆军军医大学
的6个学科是临床医学、药理学与毒理学、生物
学与生物化学、神经系统学与行为学、免疫学、分
子生物学与遗传学；重庆医科大学的4个学科是

临床医学、药理学与毒理学、神经科学与行为学、
生物学与生物化学。其中，重庆大学工程学学科
在去年进入ESI全球排名前1‰，实现全市零的
突破。

市教委相关负责人表示，近年来我市大力提
升学科建设质量，除重庆大学、西南大学2所部属
高校大力加强人才引进、提升创新能力外，我市也
制定了“十三五”市级重点学科和一流学科遴选认
定方案，认定43个市级重点学科作为全市立项建
设的一流学科，去年共统筹5.28亿元投入“双一
流”建设，以支持高校在师资队伍、科研平台、创新
人才等方面不断提升和发展。

全市高校“双一流”建设取得显著进展

22个学科进入世界ESI排名前1%

本报讯 （首席记者 陈钧）5月13日，重庆
日报记者从两江新区获悉，通过“证照分离”改革
试点，两江新区建设行业资质审批提速，办理人最
快可于当天办结所有手续。

“现在办理建设行业企业资质变得非常简
单。只要在互联网上远程上传相关资料，去一次
审批大厅拿证就可以了。”重庆招商依港房地产开
发有限公司员工周巧玲说。前不久，周巧玲成为
重庆两江新区建设行业企业资质审批告知承诺
（试点）实施以来第一位取得资质证的企业代表，
她切身体验到了两江新区建设行业行政审批制度
改革带来的便利。

今年3月，为进一步推进“放管服”改革，营造
法治化、便利化、国际化的营商环境，两江新区正
式启动“证照分离”改革试点工作。按照该方案，
对于暂时不能取消审批，但能够对不符合审批条
件的行为通过事中事后监管予以纠正且不会产生
严重后果的行政许可事项，两江新区将实行告知
承诺制。

在此背景下，两江新区建设管理局（以下简称
“两江新区建设局”）积极改革创新，在重庆建设行
业率先探索建立起“诚信规范、审批高效、监管完
善”的建设行业企业资质审批告知承诺新模式。

过去，为申请建设行业企业资质，企业要到窗
口递交上千页的材料，稍有遗漏就要来回跑。建
设主管部门收到申请材料后，需要对企业的申报
信息进行核验，并经过公示后，再印发资质证书。

“以前我也有过申请建设行业企业资质的经历。

申请时需要带着厚厚一摞纸质材料到服务大厅交
给工作人员。大约20个工作日后我需要再来一
趟服务大厅领取资质证书。”周巧玲说。

两江新区建设局负责人告诉重庆日报记者，
建设行业企业资质审批告知承诺的实施实现了建
设行业企业资质审批的流程再造。现在，企业只
需要在两江新区官网上登录建设行业企业资质审
批（告知承诺）管理系统，根据要求填报相应申请
告知书、申请表，并上传企业法人营业执照、企业
章程、企业法定代表人的身份证明等材料。以上
操作完成后，企业人员仅需携带已经过签章的申
请告知书、申请表两份纸质件到两江新区政务中
心建设管理窗口，两江新区建设局将当场作出行
政审批决定，并印发资质证书。交材料的过程变
得简便，可达到当天申报、当天办结，显著提升服
务企业效能。

两江新区推进证照分离改革试点

建设行业资质审批提速 最快当天办结

本报讯 （记者 罗芸）“这次1
万多亩的庆油3号，要全部留给我
们！”13日，顶着初夏的太阳，四川一
家知名油脂公司负责人吕长华来到
大足区三驱镇铁桥村，要求“打包”
收购即将成熟的庆油3号。作为市
农科院培育出的新品种，庆油3号油
菜籽因出油率高、适宜机收，已成为
四川、重庆油脂企业争抢的对象。

初夏的三驱镇铁桥村，地里的
庆油3号油菜的长角果已鼓鼓的，正
待收割。这是由市农科院油菜专业
女专家黄桃翠经过十多年选育，才
推出不久的新品种。当地种植大户
杨华说，传统油菜品种每亩产量只
有90公斤左右，但去年试种的庆油
3号亩产能达到260多公斤，相当于
每亩可以为农民增收八九百元。

“去年庆油3号收获时，我们带
了点样品回去化验，发现油品品质

比想象的还要好。”吕长华说，庆油3
号的出油率比普通品种高7.2个百
分点，不利于人体健康的芥酸含量
却只有0.05%，远低于3%的低芥酸
油菜标准。与此同时，庆油3号油菜
籽榨出的油明黄澄亮，卖相佳，销售
价格要比普通菜油高5%以上，相当
于每吨菜籽油可为企业多增加500
元的利润。于是，在庆油3号即将丰
收之际，吕长华直接到大足抢货源，
直接将庆油3号全部“打包”收购。

随着吕长华一起到大足来考察
的，还有遂宁市粮食站长银尧明。银
尧明表示，遂宁有生产油菜籽的优良
环境和传统品牌，需要借用一个优良
品种进一步放大这种优势。庆油3号
的生长性能有利于机播、机收，同时
收割时间恰好可以与水稻“无缝衔
接”，他准备回去后向市农业局申请，
买下庆油3号的品种专利。

重庆培育出油菜籽新品种
引油脂企业“争抢”

本报讯 （记者 黄光红）渝企
赴香港融资将更加便捷。5月 11
日，重庆江北嘴国际投融资路演中
心（下称路演中心）与山证国际金融
控股有限公司（下称山证国际）签署
战略合作协议。双方将充分利用山
证国际在香港资本市场的牌照优
势，为内地企业搭建更为畅通的投
融资渠道，助推重庆打造国内重要
功能性金融中心。

据介绍，山证国际成立于2006
年，是山西证券在香港设立的金融
机构，在香港资本市场有丰富的实
战经验。目前，其已在香港拥有证
券、期货、资产管理等多个金融牌
照；路演中心则是重庆市金融开放
创新的重点项目，其致力于架起境
内外金融市场的桥梁，服务“一带一
路”建设、重庆自贸试验区和中新

（重庆）战略性互联互通示范项目，
帮助国内企业走向国际资本市场进
行多元化融资。

此次双方携手合作，山证国际
可充分利用其在香港的资源及重庆
在中西部地区的吸引力和辐射力，
为内地企业提供更加多元化的服
务。路演中心有望借助山证国际的
上述优势，进一步畅通和香港交易
所的渠道，助推渝企等内地企业更
加方便快捷地赴港进行投融资。同
时，以此为契机，路演中心也将进一
步拓宽国际资本市场，便利境内外
资金流通，推动重庆金融市场的开
发开放。

此前，新加坡交易所已在路演
中心开设了专题网页，并发布了证
券、债券和REITs（房地产投资信托
基金）等融资产品介绍。

江北嘴投融资路演中心携手香港金融机构

为内地企业搭建赴港投融资渠道

本报讯 （记者 杨艺）第二十
一届中国（重庆）国际投资暨全球
采购会（以下简称渝洽会）将于 5
月 25日-28日在重庆国际博览中
心举办。重庆日报记者从市商务
委获悉，本次展会上，两江新区将
以“一带一路”和“数字经济”为主
题，展出以装配式建筑、无人驾驶
汽车技术、3D打印技术等为代表
的前沿科技。

据介绍，本届渝洽会两江新区
展馆为N6馆601号位置。该展馆面
积达736平方米，将采用全开放式设
计思路，着重展示两江新区的开放
性、融合性和科技感。

截至目前，两江新区初步收集
参展企业24家，将展示产品45个，
涵盖汽车、电子信息、智能装备、数
字经济等领域。包括长安福特、长

安汽车、三迪时空、康超医疗科技、
誉存科技、飞翔家航空等企业，将现
场展示京东方画屏、长安汽车300公
里逸动纯电动车、长安福特蒙迪欧
PHEV、华数机器人、亿飞无人机等
产品，以及无人驾驶汽车技术、人工
智能、3D打印等前沿科技。

据透露，本届渝洽会，一批智能
化、高科技项目将落户两江新区，初
步确定的包括智能智造、汽车项目
等在内的高端制造业，总部经济、金
融证券、医疗等在内的现代服务业，
研发中心等在内的科技创新项目，
以及裸眼3D技术、微电子等为代表
的新业态、新动能重点项目。

其中，瑞驰整车项目将在两江
新区生产上万台纯电动商务车；天
致医药总部基地项目，将形成立足
重庆辐射全国的医药总部结算中
心；蚂蚁金服在渝两家小额贷款公
司将进一步增资；超硅半导体二期
项目将投资60亿元，预计达产后将
实现月产30万片300毫米单晶硅抛
光硅片，更好地推动电子信息产业
发展。

去渝洽会两江新区馆看“黑科技”

中瑞产业园一期主体工程完工

孵化出一款自主知识产权软件
打破国外企业垄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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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在重庆通用工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通风机检测实验室，技术人员对新产品进
行参数检测。自去年10月以来，重通集团加快了创新平台建设，陆续建成国内最大的离心
制冷机实验测试台、以及具有CNAS认证资质的离心通风机、鼓风机智能测试室等多个重
点实验室。创新实验室成为企业增长的新引擎，提升了产品研发能力和产品性能，其中一
款高效三元通风机产品还填补了该领域国内空白。 记者 罗斌 摄

创新实验室
增长新引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