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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天津电 （记者 夏元）5月16
日，第二届世界智能大会在天津开
幕。中国新一代人工智能发展战略研
究院发布《新一代人工智能产业区域
发展竞争力评价指数》。在最重要的

“中国智能产业区域竞争力指数”评价
中，北京、广东、浙江依次综合排名内
地省份前 3 位。重庆综合排名第 12
位，在西部排第2位，仅次于四川。

中国新一代人工智能发展战略研究
院表示，在当前经济转型升级所创造的智
能化需求牵引下，京津冀、长三角、珠三角
三大经济圈处于智能科技和产业发展前
沿，北京、广东、浙江、上海和江苏的智能
制造发展已走在全国前列。排在第二梯
队的省份依次为山东、安徽、湖北、天津、
福建、四川、重庆、辽宁、贵州和黑龙江。

《新一代人工智能产业区域发展竞

争力评价指数》报告，是综合比照了各地
区6个一级指标和19个二级指标后，对
各地区的智能产业发展竞争力水平进行
的综合评价。在6个一级指标单项排名
中，重庆智能产业连接能力排名第6位，
创新生态系统对外开放度排名第9位，
大学和非大学科研院所创新能力、融资
能力分列第10、11位，政府响应和企业
能力均排名第12位。

中国新一代人工智能发展战略研究
院首席经济学家刘刚表示，经济转型升
级中出现的智能化需求，以及区域经济
协同发展下带来的机遇，将是重庆等国
内智能产业第二梯队省市发展智能科技
的突破口。他建议，重庆应抓住当前工
业化、信息化两化融合带来的产业发展
机遇，进一步推动互联网、大数据、人工
智能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

《新一代人工智能产业区域发展竞争力评价指数》发布

重庆综合排名全国第12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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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川区组织了
近20家企事业单位参加本届渝洽会。

该区在本届渝洽会上将现场展示

100余个招商项目，拟签约20余个项目。
永川区主要围绕内陆开放高地和大

数据智能化建设，重点展示永川国家高
新区发展、永川智造、智慧生活在永川、
走进“快乐之都”四大板块。

农业土特产、智能制造、智慧服务等

领域的近20家企事业单位参展。“智造”
企业主要包括埃马克高端数控机床、广
州数控搬运机器人、固高长江研究院永
川造弧焊机器人等；“智慧生活”包括东
鹏智能家居产品、重庆萨博途思机器人
智能锁、斯达莱特太阳能灯、重庆固润科

技有限公司污水处理设备等。
另外，永川区100余个农业土特产品将

通过“E创汇永川土特产精品馆”在渝洽会上
展示，观众也可在现场线上线下直接采购。

一批永川大数据智能化项目将亮相渝洽会

本报讯 （见习记者 赵迎昭）5月
16日，重庆日报记者从重庆市文物局获
悉，巴南区博物馆、梁平博物馆、重庆三
峡移民纪念馆将在“5·18”国际博物馆日
当天开馆。重庆市文物局相关负责人介
绍，目前全市有95家博物馆，除了上述3
家博物馆，重庆建川博物馆等也将于年
内开放，届时重庆博物馆数量将突破
100家。

巴南区博物馆：
赏书画大家龚晴皋真迹

据了解，巴南区博物馆位于巴南区
文化艺术中心，基本陈列以“巴之根本”
为主题，涵盖“巴地源流”“巴魂再现”

“巴风遗韵”3 个单元。馆藏文物近
3000件（套），展出各类文物藏品700余
件（套）。

在该馆藏品中，有哪些“诱人”的精
品？巴南区博物馆相关负责人介绍，馆
藏的“明成化款青花麒麟灵芝纹碗”和

“明嘉靖款青花莲瓣纹杯”为国家一级文
物。这两件藏品，于上世纪80年代出土

于巴南区双河口镇的窖藏。清代以来，
川渝地区一度流行“家无晴皋画，必是俗
人家”之说，巴南区博物馆藏有20余幅
龚晴皋的书画，是该馆的重要馆藏。

巴南区文化委主任郑丽娟说，巴南区
博物馆作为巴南首家综合性博物馆，可以
让市民通过文物，亲身感受到巴南文化的
厚重和真实，提升巴南的文化自信。

梁平博物馆：
展台“虚位以待”失窃国宝

梁平博物馆相关负责人介绍，梁平
博物馆位于梁平区新城区行政中心，分
为历史篇、非遗篇两大主展厅。历史篇
分为“古邑梁山”等6个单元，将1460余
年的梁平历史娓娓道来。非遗篇由“梁
平木版年画”等6个单元组成，探寻梁平

特有的文化基因。
重庆日报记者了解到，该馆馆藏文物

达1500多件（套），展出300多件（套），馆
藏“清青花瓷枕”为国家一级文物。

上述负责人介绍，清咸丰年间，双桂
堂第十代方丈竹禅和尚自五台山请回一
部《贝叶经》，记录着《安慧菩萨俱舍论》，
共计106页，距今已有约900年的历史，
是当时全国保存最完好、历史最悠久的一
部贝叶经。1990年，《贝叶经》在寺中被
盗，至今下落不明。博物馆特设展台“虚
位以待”失窃的国宝能早日回到家乡。

重庆三峡移民纪念馆：
东方剑齿象化石世界罕见

重庆三峡移民纪念馆是全国唯一
为纪念三峡百万大移民而修建的专题

馆。今年国际博物馆日重庆主会场就
设在该馆，届时，三峡移民纪念馆将正
式开馆。

该馆相关负责人介绍，此馆馆藏
文物达 23472 件（套），其中国家一级
文物 13 件（套）。馆藏以三峡库区考
古发掘出土文物和传世历史艺术类文
物为主体。

作为该馆十大镇馆之宝之一，“东方
剑齿象化石”由两具幼年象化石个体和一
具成年象个体化石组成。这三具东方剑
齿象化石是目前世界上发现的同时期保
存最丰富、最完整的古象化石。这三具化
石颇具气势，吸引众多游客围观拍照。

国际博物馆日当天，重庆日报记者
将在三峡移民纪念馆为读者带来更为丰
富的现场报道。

重庆3家博物馆18日开馆
梁平博物馆“虚位以待”失窃的国宝《贝叶经》

本报讯 （首席记者 李珩）6
月14日是世界献血者日，今年的主
题是“为他人着想 捐献热血 分
享生命”。重庆落地庆祝活动将于
6月14日上午10∶00—12∶00在重
庆世纪金源会议厅举行。

你献过血吗？你曾因伤病用过
血吗？如果你有这样的故事，那就
来这聚会吧！你可以朗诵，或是歌

唱，或是舞蹈，或是一组小品……将
你的感动传递给大家，将爱传递给
大家，一起让6月14日成为重庆最
有爱的一天！

每个节目时间为5-10分钟，
可 通 过 市 血 液 中 心 电 话 023-
68715919（工作日 8∶30-16∶00）进
行咨询，截止时间为5月31日，快
快行动吧！

“6·14”世界献血者日

请你分享献血用血故事

贝贝南瓜、粉果番茄、樱桃萝
卜……这些蔬菜，你听说过吗？5
月10日，在酉阳土家族苗族自治县
涂市镇桃鱼村，一个生态蔬菜种植基
地内，10多个展牌上介绍了许多看似
熟悉，却又从未听说过的蔬菜品种。

基地负责人姚祯祥说，本月底，
这些蔬菜将陆续上市，送往沿海以
及港澳地区。

山里货到沿海“身价”看涨
他决定返乡种菜

姚祯祥，涂市镇银岭村人。作
为村里走出的第一个大学生，他
2006年大学毕业后，在深圳找到了
一份工作。

在那边工作一段时间后，他发
现当地的蔬菜价格高得令人咋舌。
头脑灵活的他，从中嗅到了一丝商
机。通过与贵州的一个蔬菜商合
作，姚祯祥开始从老家收购蔬菜，再
通过该蔬菜商，卖往深圳的各大生
鲜超市。

“可是从村民手里收购蔬菜也
存在不少问题，那就是货源不稳定，
且品质参差不齐。”经过一番思考，
姚祯祥做了一个决定——辞职回家
种菜！2010年，他成立了农人生态
有限公司。

他种地有点意思
不施化肥而用酵素

“本月底，这个基地的第一批蔬
菜就将出产了，亩产值能达到1万
元左右。”姚祯祥在基地边查看蔬菜
长势，边向重庆日报记者透露了他
种菜的秘诀，“我这地里施的不是化
肥，而是酵素。”

姚祯祥介绍，以前在酉阳，村民
们普遍种植玉米等传统农作物。长
期以来，由于化肥施用过量，导致土
壤PH值过低，土地酸化，且板结严
重，造成近几年农作物产量逐年下
滑。

为改变这一现状，基地成立后，
姚祯祥请来了西南大学、台湾成功
大学、台湾生态农业协会等单位对
种植技术进行指导，发展起了“酵素
农业”，并引进了不少国外的蔬菜品
种。

“通过施酵素肥，如今土壤PH
值上升，成功转化为碱性，种出来的
农作物也更‘健康’了。”姚祯祥说。

今年3月，姚祯祥请来涪陵区
检验检疫局对当地的空气、土壤、水
以及农作物进行了全面检测，并成
功拿到了出口蔬菜基地认证！待蔬
菜成熟后，便能销往港澳市场。

他梦想带动更多老
百姓发展“酵素农业”

姚祯祥并不满足于此，他还有
更大的目标——带动更多老百姓发
展“酵素农业”。

去年10月，姚祯祥在涂市镇挑
选了8位有种植经验、有劳动力且
领悟力较强的村民，对他们进行职
业农民培训。姚祯祥出土地、种子、
肥料、技术，村民们只需按照他教的
方法种菜即可。

小坝村曾经的番茄种植大户罗
世洲，便是参加培训的农民之一。
以前，他最多种过100亩番茄，一年
能赚上20多万元。现在，在姚祯祥
的指导下，他种植了50亩粉果番
茄。“我们走的是中高端路线，严格
控制亩产量，以保证产品质量，销路
不愁。”罗世洲说，今后他每年的产
值最少也能达20万元。

用酵素种菜

这个大学生拿到蔬菜出口资质
本报记者 栗园园

青 年 记 者 老 区 行

据市血液中心最新统计数据
显示，今年 4 月，不少社会团体组
织人员进行了集体无偿献血，其中
包括重庆师范大学初等教育学院、
重庆电力高等专科学校、重庆第二
师范学院、重庆房地产学院、重庆
工商大学、重庆建筑工程学院、西
南大学、重庆医药高等专科学校、
重庆艺术职业学院、重庆医科大
学、重庆中环地产、安然纳米公司、

重庆吉力芸峰（集团）有限公司、重
庆大学城市科技学院、重庆财经职
业学院、永川区双石中学校、重庆
市农业机械化学校、重庆文理学
院、重庆科创职业学院、重庆市潼
南区尚益实业有限公司、维尔美纸
业重庆有限公司（潼南）、潼南众联
灯具城、永川区万达广场商管，共
有 4601 人次参与无偿献血，累计
献血133万多毫升。

相关链接>>>

一个个报废轮胎变成了一排排漂
亮的“花盆”，一个个漏水的泡菜坛子长
出了一朵朵娇艳的鲜花，一面面老旧的
院墙成了一块块漂亮的“画布”……

5月16日，重庆日报记者走进沙
坪坝区石井坡街道和平山社区，随处
可见当地居民就地取材、变废为宝制
成的各类盆景角、风景墙、游乐园，移
步换景、处处皆景。

“不仅这个社区大变样了，我们
辖区的老街全都变美了！”石井坡街
道相关负责人介绍，上个月，该街道
妇联号召广大社区妇女利用旧物改
造，参加“最美街巷”“最美院坝”“最
美阳台”等“五美家园”环境美化评
选。短短1个月，6个社区的妇女纷
纷亮出了创意绝活，让废旧物品巧妙

“变身”，装点在了阳台、院坝、小巷，

原本老旧的小区焕然一新。
“美景不一定非得用钱才能‘砸’

出来！”和平山社区书记周光宇刚向辖
区妇女发出动员令，就得到了大家的
积极响应，“有的说要捐出泡菜坛子做
成花瓶，有的说要用十几双婴儿鞋做
成太阳草墙，有的说要把老窗户改造
成田园风格。”

一时间，居民们纷纷把自家的废

旧物品捐出来，商量如何包装成美
景。居民张由满平时喜欢画画，她自
告奋勇当起“彩绘队长”，带领居民给
一件件旧物画上了“花衣服”。

“以前这个坝子长满青苔，墙上
灰扑扑，门窗也腐烂不堪。”搬着竹椅
在“坝坝休闲亭”歇凉的居民罗淑荣
感慨地说，“如今变成一个洋气的小
花园，还有外国人来这里留影呢！”

沙坪坝石井坡街道

旧物巧改造 老街颜值升
本报记者 汤艳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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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过3天的理论学习后，5月16日，
我市乡村振兴战略行动计划专题培训班
学员来到九龙坡区西彭镇、金凤镇——这
是本次培训中现场教学的“教室”，而两镇
在保护生态同时开展农村人居环境综合
整治、发展乡村旅游业则是培训“教材”。

在西彭镇真武宫村，学员们在现场
了解到，该村按照乡村振兴的总体要求，
以建设生态农业公园为目标，集中打造
集旅游观光、养生休闲、科学展示等于一
体的现代观光农业和乡村旅游示范点，
成功实现由传统农业向生态精品农业和

休闲旅游农业融合发展的转变。
学员们边走边数，发现路牌上有20

多家农业企业的名字：“向葡萄”“桃林
社”“橙里城外”……这些名字已成为响
当当的农业品牌。

而金凤镇作为国家级生态镇、国家级

卫生镇、全国农村环境连片整治示范区，
探索出了一套机制：镇里鼓励村民积极参
与垃圾分类减量，可回收垃圾与市场回收
价格同等计价积分，积分可换成兑换券在
指定超市换购礼品。“把群众积极性调动
起来了，方法好！”学员们纷纷点赞。

“听说今天的现场教学，学员们都很
兴奋、很期待。”具体实施此次现场教学
的市委党校有关负责人说，现场教学是
希望学员们通过现场走访，对如何实现
乡村振兴有更深刻的理解。

（记者 罗芸 实习生 王丽）

把乡镇当教室 把乡村旅游发展经验当教材
——我市乡村振兴战略行动计划专题培训班现场教学侧记

本报讯 （记者 李星婷）5月
16日，由重庆文理学院牵头成立
的成渝经济区创新创业联盟，在该
校举行成立仪式。来自四川、重
庆、陕西、西藏等省（市、自治区）的
86家高校、企业、园区组成产教融
合的创新创业联盟，以更好地推进
高校创新创业教育及校企联合培
养人才。

“深化成渝经济区政产校企多

方联合的创新创业交流与合作，既
是成渝经济区各高新园区、企业对
创新人才的需求，也是各高校创新
创业教育人才培养的迫切需要。”市
科委副主任牟小云表示，下一步，联
盟将整合政策、资金、人才、技术等
各类创新资源，联合开展新技术、新
产品的协同攻关，推动落实科技成
果转化，并大力推进高校创新创业
人才的培养。

成渝经济区创新创业联盟成立

机构名称：中国出口信用保险公司重庆营业管理部
机构负责人：王旭 机构编码：000011500000
原机构住所：重庆市渝中区瑞天路56号T2-15办公楼2、3、4、5单元
现机构住所：重庆市渝中区瑞天路56-2号22层
成立时期：2004年10月05日 邮政编码：400043 联系电话：023-63106725
业务范围：中长期出口信用保险业务；海外投资保险业务；短期出口信用保险业务；国内信用保险业务；与出口

信用保险相关的信用担保业务和再保险业务；应收账款管理、商账追收等出口信用保险服务及信
息咨询业务。

发证日期：2018年04月28日 发证机关：中国保监会重庆监管局

保险业务机构地址变更公告 遗失公告
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奉节支公司竹园营销服务部不

慎遗失经营保险业务许可证，机构编码：000002500236006；批准开
业日期：2007年12月5日；发证时间：2007年12月5日。该证从发
布遗失声明之日起宣布作废，至此所有该证照引发的法律责任一概
与本公司无关。

特此声明
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重庆市分公司

2018年5月15日

声明
重庆市环境监察总队遗失

重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枫林秀

水 支 行 开 户 许 可 证 ，编 号 ：

Z6530000816102。声明作废。

无 偿 献 血 进 行 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