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讯 （首席记者 张珺）11月23日17时43分武隆区附近发
生5.0级地震，渝怀铁路沿线及部分车站均有不同程度震感。地震发生
后，铁路部门采取紧急措施，封锁受影响线路区间，扣停了正在运行的5
趟旅客列车，迅速组织运输、客运、车辆、工务、供电等专业人员对震后铁
路设施设备开展排查，增派人员安抚、疏导出行旅客，确保列车运行安全
和旅客生命财产安全。

受影响的旅客列车车次为：重庆北至广州K775次，重庆北至汕头K687
次，成都至广州K191次，上海南至重庆北K74次，湘潭至成都Y74次。

铁路部门提醒：受地震影响，部分列车将出现不同程度晚点，有出
行安排的旅客请随时关注成都铁路局官方微博@西南铁路、站车公告
或致电铁路客服12306，掌握最新列车运行信息，以免耽误行程。

渝怀铁路上
5趟列车紧急扣停

本报讯 （记者 陈波）11 月 23日
17 时 43 分在重庆武隆区发生 5.0 级地
震后，市民政局第一时间派出工作组
赶赴武隆查看灾情，检查指导当地开
展救灾工作，并同步向武隆区和彭水
县分别调拨救灾帐篷 500 顶、大衣 500
件、棉被 1000 床，支持灾区开展救灾
工作。

据统计，截至 11 月 23 日 20 时，此
次地震灾害已导致武隆区火炉镇 263
人受灾，紧急转移安置 9 人；严重损坏

房屋 4 间，一般损坏房屋 2 间；直接经
济损失约4万元，详细灾情正在进一步核
查统计中。

地震发生后，市民政局第一时间电话
联系武隆、彭水等区县民政局，要求主动
向下问灾，及时上报灾情，协助当地政府
做好群众的疏散安置工作。

与此同时，市民政局积极与市地震局
会商，了解此次地震的影响范围、程度以
及震情发展的趋势，牢牢掌握应对地震灾
害的主动权。

市民政局第一时间派出工作组赶赴武隆

当晚已向灾区调集2000件救灾物资

关 注 武 隆 地 震

本报讯 （首席记者 彭瑜 记者 王濛昀
通讯员 代君君）经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11月
23日 17时 43分在重庆市武隆区火炉镇、沧沟乡
之间回龙村、何家湾村、车坝村、盖平一带（北纬
29.40 度，东经 107.94 度）发生5.0级地震，震源深度
10千米。

截至23日22时，除5人受伤、少数民房受损外，
震中附近乡镇生产生活正常，包括世界自然遗产地
武隆喀斯特在内的景区暂未受到影响。相关灾情正
在进一步排查、收集、统计中。

地震发生时，武隆主要景区已结束当天营业，景
区内无游客滞留。当晚景区启动应急预案，开展安

全隐患排查，目前世界自然遗产天生三桥、芙蓉洞，
国家5A级仙女山森林公园以及天坑寨子等武隆境
内主要景区均已完成安全排查，未发现受到地震影
响。各景区正在做进一步排查，确保游客安全。昨
晚的《印象武隆》演出照常进行，500余名游客未受
地震影响。景区也将继续对外开放。

据了解，此次地震发生后，武隆区积极启动地震
应急预案，成立了抗震救灾指挥部，下设9个应急工
作组。目前，区委、区政府相关领导已分别带队赶赴
现场处置。同时，重庆市地震局已派出第一波专家
团队前往武隆各地震受灾点，对现场进行监测，对地
震的范围进行评查，对地震带来的损失进行评估。

接下来，四川省地震局、中国地震局的专家也将分赴
武隆指导震后救灾减灾工作。

另悉，此次地震震中紧邻彭水苗族土家族自
治县，地震发生时，彭水有震感。彭水县立即启动
地震应急预案，展开查灾防灾的各项工作，各乡
镇街道和有关部门同步启动地震应急预案，确保
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县委县政府第一时间
成立了指挥部，相关分管领导当即分赴疑似强烈
影响区和重点地灾隐患点，督导查灾防灾工作，
并对全县地灾隐患点进行全面排查。目前，经过
初步核查，彭水县暂无人员伤亡，全县秩序平稳，
人心安定。

昨晚的《印象武隆》演出照常进行

世界自然遗产地暂未受影响

本报讯 （记者 杨艺）为拓宽
销售渠道，帮助种植户解决卖难问
题，11月23日，2017年重庆赶水草
蔸萝卜展销暨现场订货会在双福国
际农贸城举行，现场签下了3万吨
意向订单。

订货会现场，新世纪百货、永辉
超市、赐康果蔬、首创农业等20多
家超市、经销商及企业签下了订购
意向性协议，签约量达3万吨。而
订货会后，赶水草蔸萝卜还将持续
在农贸城进行定点销售。

双福国际农贸城副总经理刘强
介绍，此次是农贸城首次举办“名优
特新”农产品展销，效果良好。接下
来，农贸城还将加强与其它区县对
接，在市场内开辟专区，搭建平台，
让更多重庆“名优特新”农产品不仅
在市内打得响，还能走向全国各地。

据悉，目前双福国际农贸城日
均蔬菜交易量已达到8500吨，占全
市蔬菜交易量的85%，今年全年预
计将实现300万吨的交易量，成为
市民“菜篮子”供应的有力保障。

双福农贸城双福农贸城举办“名优特新”农产品展销

现场签下3万吨萝卜萝卜订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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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 吴刚）11月
23日，工信部中小企业局与重庆市
中小企业局，在渝专题举办新修订
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小企业促进
法》（简称新促进法）培训会。记者
从会议获悉，这部将于明年1月1日
起施行的新法，有望缓解渝企目前
普遍面临的资金难题。

首先是财政补助资金将会越来越
多。依据新的促进法，中央财政应当在
本级预算中设立中小企业科目，安排中
小企业发展专项资金，并进一步规范专
项资金，重点用于支持中小企业公共服
务体系和融资服务体系建设。

其次，获得融资将更为容易。
新的促进法把融资促进单设一章，

从宏观调控、金融监管、普惠金融、
融资方式等层面多措并举，全方位
优化中小企业的融资环境。例如，
在宏观调控层面，明确提出“中国人
民银行应当综合运用货币政策工
具，鼓励和引导金融机构加大对小
型微型企业的信贷支持，改善小型
微型企业融资环境”。

此外，新促进法将部分现行的
税收优惠政策上升为了法律，企业
通过税收优惠减负，将成为常态。
例如，该法规定，对符合条件的小型
微型企业按照规定实行缓征、减征、
免征企业所得税、增值税等；对小型
微型企业行政事业性收费实行减免
等优惠政策。

工信部来渝宣讲中小企业新促进法

渝企资金难题有望得到缓解

本报讯 （记者 黄乔）11月23
日上午，市人才交流中心向亚太职业
经理人协会在中国开设的专注人才
服务的公司——亚太人力资源服务
有限公司，授予了“鸿雁计划海外工
作站”的牌匾。据了解，目前，该工作
站正在加拿大、澳大利亚、新西兰、英
国、德国等国，为我市招揽英才。

“很荣幸成为鸿雁计划的海外
工作站，我们的任务就是配合‘鸿
雁计划’，为政府和企业服务，把更
多海内外紧缺高端人才引进重
庆。”亚太职业经理人协会中国事
务委员会主席暨建业说。

暨建业介绍，亚太职业经理人
协会中国总部于今年5月入驻重庆
人力资源服务产业园。“入驻后我
们马上启动了海外引才工作，陆续
收到了各用人单位、企业的高层次
人才需求名单，截至目前，重庆对
高层次人才的需求量已超过100
人。”暨建业说，从需求名单来看，
重庆对汽车、计算机、高科技等产
业的人才需求非常旺盛。

“我们的人才资料库中，目前
已初步配对了近30人，这些人都是
行业内知名人士或技术领军人物，

有华人也有外籍专家，年薪大约在
20万元至200万元之间，下一步我
们将让他们和企业进行深度对
接。”暨建业说。

“像这样的海外工作站重庆不
止一家。”重庆人力资源服务产业
园有关负责人表示，园区正致力于
打造猎头聚集基地，助推“鸿雁计
划”落地生根，为重庆大力引进全
球精英。

据介绍，今年4月，我市印发了
《重庆市引进海内外英才鸿雁计划
实施办法》，计划在今后5年，每年
引进1000-2000名研发类科技人
才，为全市产业创新发展提供人才
支撑。“鸿雁计划”将人才分为A、
B、C三类给予一定资金奖励，A类
人才参照其年缴纳个人所得税额
度的2倍或定额给予奖励，最高不
超过200万元；B类人才参照其年
缴纳个人所得税额度的1.5倍或定
额给予奖励，最高不超过100万元；
C类人才参照其年缴纳个人所得税
额度的1.2倍或定额给予奖励，最
高不超过30万元。奖励资金将分
3年发放，即第一年发放40%，第二
年发放35%，第三年发放25%。

我市又多了家
“鸿雁计划”海外工作站

工作站正在全球为我市招揽英才

本报讯 （见习记者 崔曜）
11月23日，2017重庆汽车消费节
于悦来国博中心正式开幕，全球近
百个主流汽车品牌、近千款车型齐
齐亮相。

本届展会以“有车生活的美好
时光”为主题，展区包括6个整车馆
及3万平方米室外互动试驾体验区，
展会规模突破10万平方米。参展
车商纷纷拿出各种优惠吸引市民消
费。重庆日报记者在现场看到，大

众CC车型最高优惠4万元，2017款
的昂科威有接近2万元的折扣。微
型车 smart 也吸引了不少市民围
观，工作人员告诉记者，现场订购
smart最高享受3万元的优惠。

此外，首届重庆二手车展示交
易会同时在国博中心举办。二手车
交易会下设四大展示区：品牌认证
二手车展示交易区、珍藏二手车展
示交易区、3万—5万元二手车展示
交易区、车主自售区。

2017重庆汽车消费节开幕

本报讯 （记者 杨永芹）成渝间又
将新增一条高速公路——11月23日，重
庆合川至四川安岳高速公路重庆段（简
称合安高速重庆段）正式开工建设。
2020年建成通车后，合川到四川安岳约
需1个小时左右；从重庆两江新区到成
都天府新区，经合安高速，全程约需2.5
小时。

合安高速重庆段是由中国铁建股份
有限公司和重庆高速集团按ppp模式投
资建设。随着合安高速重庆段开建，中国
铁建股份公司已在重庆投资渝遂、渝蓉、
石黔、合璧津、潼荣、渝黔扩能、永泸等10
个高速公路项目，总里程近800公里。

合安高速是成渝两地之间一条重要
出口通道，重庆段全长95.12公里，总投
资约95.31亿元，总工期为3年。

合安高速重庆段设计双向四车道、
设计时速 100公里，设互通式立交 10
座，桥隧比23.8%。

项目全线起于合川草街，设枢纽互
通与三环高速相接，向西跨渠江、嘉陵江
后，经大石镇、太和镇进入潼南境内，经
上和镇、龙形镇、桂林镇、双江镇、崇龛
镇，终点为崇龛镇附近，即川渝界与四川
资潼（四川资阳至重庆潼南）高速相接。

据介绍，合安高速四川段资潼高速

已开建，将与重庆段同步建成通车。
中国铁建重庆投资有限公司相关负

责人称，目前合川到安岳尚未有高速连
接，合川到安岳需经重庆绕城转换，再走
渝蓉高速或渝武高速。而合安高速建成

后，两地间相当于划了一条直线。
“合安高速也是连接成都天府新区

和重庆两江新区，成都天府国际机场和
重庆江北国际机场最便捷快速的直达通
道。”中国铁建重庆投资有限公司相关负

责人称，合安高速建成后，从江北国际机
场到成都天府机场又多了一条高速公
路：即江北国际机场－绕城－渝广－长
合－合安－资潼高速公路，全程约280
公里，需2.5个小时左右。较现有线路江
北国际机场－渝蓉高速到成都天府国际
机场，要节省约几十分钟时间。

“该高速不仅完善和优化了重庆市和
四川省高速公路网，而且增强了成渝之间
的经济往来与交流，将会带动沿线区域社
会经济发展，对成渝经济区协同发展具有
重要意义。”市交委相关负责人表示。

目前，成渝两地已建、在建和规划的高
速公路通道达16个。除了合安高速外，已
建成渝泸（泸州）、成渝、渝蓉、渝遂（遂宁）、
渝武（武胜）、渝邻（邻水）、垫（垫江）忠（忠
县）、梁（梁平）忠（忠县）、开（开州）开（开
江）、渝广（广安）一期等10个通道，正在加
快推进在建通道有潼南到荣昌、荣昌至泸
州、永川至泸州等3个通道，规划中的有大
足至内江、渝广（广安）支线等通道。

合安高速重庆段开建
2020年建成后，两江新区到成都天府新区车程约需2.5小时

11月23日，在双福国际农贸城举行的赶水草蔸萝卜展销会上，批发商
现场订购萝卜。 记者 张锦辉 摄

本报讯 （通讯员 卢先庆）初
冬微寒，美景温暖；红叶寄情，喜事连
连。11月23日，由中国电影制片人
协会，市文化委，巫山县委、县政府联
合主办的第三届巫山神女杯艺术电
影周在巫山县体育馆圆满落幕。

本届艺术电影周，在上报的122
部影片中经过两次认真细致、公平
公开的评审，最终评选出30部优秀
影片入围终评。经过专家评审，在
电影《你若安好》里扮演急诊科主任
潘峰的保剑锋，因其出色的表演获
得第三届巫山神女杯艺术电影周优
秀男主角。优秀女主角的则由电影
《老阿姨》中扮演开国少将甘祖昌妻
子龚全珍的陶慧敏获得。

据介绍，巫山胜景迭出、江山如
画，可观“一江碧水，两岸青山，三峡
红叶，四季云雨”，可探“千年古镇，

万年文明”。神奇的巫山、巫水、巫
文化，是创作的天堂、天然的影棚。
先后有《巫山云雨》《等到满山红叶
时》《三峡好人》《长江图》《派饭》等
一批讴歌党、讴歌祖国、讴歌人民、
讴歌英雄的电影精品，以巫山为题
材或与巫山合作拍摄，为中国电影
长廊奉献了丰富、精美的影像画卷。

艺术电影周自2012年落户巫山
以来，至今已成功举办三届。本届电影
周自开幕以来，30部入围影片和一批
巫山经典电影先后在重庆主城、巫山影
院和乡镇免费展映300余场次，为近
10万名群众及游客送上影视盛宴。

第三届巫山神女杯艺术电影周闭幕

受访者供图

优秀导演：《毛丰美》导演宁敬武
优秀儿童电影：《旋风女队》《云在
故乡等我》
优秀纪录电影：《凡尘净土》
优秀新人：《黄天厚土》的康琳浠
优秀编剧：《老阿姨》的编剧郭中
束、史建全
优秀摄影：《云上石头城》的王岩
优秀美术：《金珠玛米》的王德波
优秀男配角：《云上石头城》中木石

龙的饰演者赵晓明、《新港故事》中
黄海成的饰演者章申荣
优秀女配角：《你若安好》的郑爽、

《毛丰美》的梁林琳
优秀出品人：《邹碧华》的任仲伦
突出贡献电影艺术家奖：王晓棠
优秀故事影片：《黄天厚土》《云上
石头城》《丢羊》《再生之乐》《新港
故事》《老阿姨》《毛丰美》《你若安
好》《金珠玛米》《邹碧华》

第三届巫山神女杯艺术电影周的其他大奖分别是：

演员保剑锋获得第三届巫山神女杯电影艺术周优秀男主角。
通讯员 卢先庆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