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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 赵迎昭 实习生
李宁）11月2日，重庆大学2020届毕业生
秋季大型双选会在重庆大学A区举行。
500家用人单位在双选会上揽才，吸引了
50多所高校的万余名大学毕业生参会。

据了解，本次双选会参会单位涉及高
校、建筑、制造业、信息输送、软件和信息技
术服务业等。据了解，本次双选会上，工作
地点在重庆的用人单位数量超过35%，较
往年有大幅提高，为学生留渝工作创造了
更多机会。

重庆日报记者在现场看到，重庆智能
机器人研究院、重庆市计量质量检测研究
院等重庆用人单位展位人气颇高。

“用人单位非常注重毕业生的实践经
历。”重庆大学机械工程专业2020届毕业
生黄泽东是四川人，计划在渝工作。他说，
重庆智能机器人研究院对他参与嫦娥四号

“生物试验科普载荷”项目的经历兴趣浓
厚，他期待在重庆这片大数据智能化产业
沃土上耕耘和收获。重庆科技学院金属材
料专业2020届毕业生侯香龙来自安徽，也
计划留渝工作，“我很喜欢重庆的山水，重
庆在加快建设内陆开放高地，在这里发展

肯定会有光明前景。”
黄泽东和侯香龙的选择代表了大部分

市外生源地学生的心声。双选会当天，重
庆大学就业中心向现场的高校毕业生发起
了重庆城市就业环境评价网络调查，截至
当日14时，共有6627名学生参与调查，其
中重庆市外生源地被调查者2467人。调

查显示，76.23%的学生赞同重庆是一座充
满活力、就业机会多的城市；80.16%的学
生表示愿意留在重庆工作。

记者还看到，许多毕业生愿意到西部
地区历练自己，将简历投向广西、宁夏等地
的用人单位。“重庆大学等重庆高校的毕业
生基础扎实，表达和适应能力强，在钦州的

教育岗位上表现十分出色。”广西钦州市教
育局局长许杨苑表示，希望能在双选会上
为钦州引进更多高水平教育人才。

双选会也吸引了许多非毕业生的关
注。重庆大学体育专业2018级学生吴生
亮说，她在双选会中了解了就业市场需求
情况，对未来更有信心了。

重庆大学2020届毕业生秋季大型双选会举行

500家单位揽才 万余名毕业生求职

11月1日，第二届长江上游城市花卉
艺术博览会（以下简称城市花博会）盛大开
幕。连日来，许多市民相约打卡江北嘴，感
受这场花卉盛宴。

重庆日报记者在现场看到，市民赏花
热情高涨，为保障城市花博会的顺利举办，
志愿者、环卫工人、民警等工作人员都付出
大量心血，他们共同构筑起城市花博会上
的“文明风景线”。

16岁小志愿者成老人可靠的“拐杖”

16岁的刘嘉玲和颜香艺是重庆市两
江职业教育中心的学生，也是城市花博会
最年轻的两位志愿者。

周梦云是她们的带队老师。她告诉记
者，9月下旬学校就开始征集志愿者，300
多人报名，最终筛选出200人服务城市花
博会。“听说当志愿者，同学们的热情很高，
我们老师也乐见大家积极投身社会实践。”
周梦云说，志愿者的经历对接受职业教育
的学生而言是一笔可贵的财富，将为她们

日后工作打下良好基础。
刘嘉玲非常重视本次志愿者工作，每

天6点起床到学校，坐大巴车8点到大剧
院。“我们一般都是提前一个小时到会场，
老师会用这段空歇时间进行培训。”刘嘉玲
说，自己学到了很多东西，包括接待市民的
礼貌用语、指引手势，还有解答市民各种疑
问的方式。

“有些关于展览的具体问题十分零
散，有些专业的艺术问题我也不知道怎么
回答。”刘嘉玲坦陈，志愿服务过程中，自
己有时候难以招架，需要学习的地方还有
很多。

对于志愿者这样一份工作，颜香艺自
己形容说是累并快乐着，这样的付出值
得。“今天有一位70多岁的老爷爷要下台
阶，老人家腿脚不方便，他家人刚好也不在
身边，只好求助我们。”颜香艺和刘嘉玲一
左一右搀扶着老爷爷下去。事后，老爷爷
称赞志愿者是他可靠的“拐杖”。

2000多名警员投入保障

为保障城市花博会的公共秩序，江北
区公安分局做了大量工作。每天投入

2000多名警员，保障展区的治安工作以及
道路交通顺畅。同时，还安排民警在现场
采取设立线路标识和人工引导的措施，对
进入主展区的人流实施逆时针单循环有序
疏导。

江北区公安分局治安管理支队警长杨
髦告诉记者，城市花博会开幕前一个月，江
北区公安分局就开始着手制订预案。经过
实地踏勘、测量，分局对大剧院周边道路标
识进行了完善，并在进场区域采取栏杆隔
离，人流单向巡回通行，防止人员倒流，发
生踩踏。

除了大量警员执勤，城市花博会还有
不少智慧警务的体现。

交巡警在外场新建59套多功能引导
屏，前方道路通行情况、车辆通行速度和建
议车速等信息，让驾驶员提早一目了然。

现场采取安检门“进出计数”的方式控
制场内人员，当进入大剧院主展区内人员
达到一定密集程度时，警方会采取临时封
控，进出口警务人员对主展区实行只出不
进，等主展区不再拥挤后，市民再陆续进
场。

在现场安保指挥部，屏幕上的“热力

图”实时反映着各区域的人流量。“通过‘热
力图’，我们可以根据人流量调度警员，实
施分流，还能通过颜色变化对人流走向进
行预判。”杨髦介绍说，通过“热力图”还能
实现客流数据与危险人群数据的比对、跟
踪，警方能防患于未然。

执勤期间，杨髦和2000多名同事每天
早上8点集合，等到最后一位游客离开后
才收班。

托起城市花博会的“颜值”

手持扫帚，不“放过”路面任何一处垃
圾，用自己的一双手托起城市花博会的“颜
值”……这是中再生双江环卫有限公司保
洁人员蔡学海的一天，在这个岗位上他一
干就是10年。

“今年的人流量大，环卫工作不比去年
轻松。”蔡学海今年已经59岁了，这是他第
二次服务城市花博会。

蔡学海家住鲤鱼池，每天4点钟就要
起床，5点钟准时来到大剧院。“我们是最
早到大剧院的，必须要在7点钟之前完成
晨前普扫。”蔡学海说，晨前普扫的要求比
较高，路面要保持干净，不能有垃圾杂物，
不能有积水，两侧的护栏无积尘积灰、无污
渍……

晨前普扫结束后，蔡学海开始全天不
间断地巡回保洁。“巡回范围较大，除了大
剧院，包括科技馆附近的马路也由我们保
洁。”蔡学海说，晚上收班时间不固定，去年
最晚的时候晚上11点才结束。

微笑服务的志愿者、5点钟到岗的环卫工人、守到最后一位游客离开的民警——

他们构筑起城市花博会上的“文明风景线”
本报记者 崔曜

本报讯 （记者 周雨）11月2日下
午1时，由重庆市畜牧科学院（下称市畜科
院）生产培育的首批12头SPF猪，从该院
荣昌区双河基地顺利装车启运，随后将空
运至位于黑龙江哈尔滨的中国农业科学院
哈尔滨兽医研究所，用于非洲猪瘟疫苗研
发等科学研究。这标志着我市已建成全国
领先的SPF猪培育体系。

SPF 猪(Specific Pathogen Free pig)，
也称无特定病原猪，是指从出生到育成都

不带任何病原的猪，是猪用疫苗评价和检
定必须使用的标准试验动物。在此之前，
我国只有少数几家单位掌握SPF猪技术，
并且均未实现大规模养殖。

市畜科院当日交付的这批SPF猪是
为哈尔滨兽医研究所定制生产的，主要用
于非洲猪瘟疫苗研发等科学研究。

据介绍，哈尔滨兽医研究所于今年3
月向市畜科院下达了40头SPF猪的生产
订单，到11月2日实现首批交付，只用了

不到8个月时间。剩下的SPF猪，也将于
近日分批次陆续交付。

市畜科院生物工程研究所所长葛良鹏
表示，能在这么短的时间实现SPF猪的批
量化生产，是因为拥有成熟的SPF猪培育
核心关键技术——猪无菌剖腹产技术和猪
无菌饲养技术。

市畜科院是我国迄今唯一拥有无菌猪
繁育平台的单位，于2018年实现规模化生
产。无菌猪是指身体里没有任何微生物的

试验猪，可广泛用于儿童疫苗、婴幼儿奶粉
质量评价、特殊病人膳食产品开发以及早
产儿的健康研究等，其技术难度远超SPF
猪。

市畜科院接到SPF猪生产订单后，便
将猪无菌剖腹产技术、猪无菌饲养技术等
核心技术应用于SPF猪培育，迅速建成了
全国领先的SPF猪培育体系。

据葛良鹏透露，过去，国内在SPF猪
生产上主要采用猪病原筛查、在洁净环境
下饲养等传统技术，存在效率较低、质量不
稳定等缺陷。而他们所采用的猪无菌剖腹
产技术和猪无菌饲养技术，大幅提高了
SPF猪生产的效率与可靠性，是对SPF猪
传统生产技术的颠覆，对我国加快SPF猪
培育体系的生产与推广具有标志性意义。

重庆建成全国领先的无特定病原猪培育体系
重庆市畜牧科学院向中国农业科学院哈尔滨兽医研究所交付首批12头SPF猪

本报讯 （首席记者 陈钧 实习
生 王天翊）11月4-5日，第二届中新金
融峰会将在重庆举行。峰会期间，江北
嘴投资集团和富民银行将联合承办中新
金融科技合作展望暨江北嘴金融科技高
峰对话活动，围绕内陆开放与中新金融
合作、金融科技等一系列前沿问题深入
对话。

“在中新金融峰会上举办中新金融科
技合作展望暨江北嘴金融科技高峰对话

活动，凸显了两江新区作为重庆建设国际
金融中心和长江上游金融中心核心区的
地位。”两江新区管委会副主任秦淑斌介
绍。

作为两江新区重点培育的对外开放
平台之一，江北嘴正按照市委市政府以及
两江新区的部署，加大金融创新服务力
度，全方位打造重庆金融发展高地。

江北嘴投资集团提供的数据显示，今
年上半年，江北嘴金融中心实现金融增加
值94.3亿元，同比增长9.2%；金融资产规

模已突破1.4万亿元，占重庆市总规模的
25.27%。

目前落户江北嘴的金融企业超过230
家，其中包括中国银行、重庆农商行、中国
人保等全国或区域总部64家，韩国友利银
行、中新互联互通基金等外资金融机构总
部5家。

而在政策层面，江北嘴也受益良多，
先后成为两江新区、中新（重庆）战略性互
联互通示范项目、中国（重庆）自由贸易试
验区的核心区。

金融机构的争相抢滩落户，最直接地
反映了这3大政策红利给江北嘴带来的积
极影响。据统计，仅在今年上半年，就有
556家企业落户江北嘴。

秦淑斌表示，下一步，两江新区将加
大重量级、功能型金融机构的聚集力度，
吸引具有国际影响力和市场竞争力的金
融机构在江北嘴设立全球总部或区域性
总部，同时加快引进新兴金融和准金融服
务机构，完善“全牌照”金融机构门类，加
大金融业服务实体经济力度。

围绕内陆开放与中新金融合作

国内外专家将在中新金融峰会上对话金融科技

本报讯 （记者 杨骏 实
习生 何春阳）11月1日，第二
十九届中国新闻奖评选结果揭
晓。重庆日报报业集团（下称重
报集团）有3件作品获得中国新
闻奖，其中重庆日报两件作品获
二等奖。

据了解，本届评选，共有全
国各级各媒体的346件作品获
奖。在重报集团报送作品中，重
庆日报一篇通讯作品和报纸版
面分别获得第二十九届中国新
闻奖二等奖；华龙网一件短视频
新闻作品获得第二十九届中国
新闻奖三等奖。

重庆日报作品《“陆海新通
道”背后的重庆探索》获得中国
新闻奖通讯作品二等奖。该作

品展现了重庆在“陆海新通道”
建设中起到的引领带头作用，为
下一步重庆联络各方共建“陆海
新通道”营造了良好的舆论氛
围。该作品被评价为“‘陆海新
通道’里程碑意义的一篇报道”。

重庆日报在2018年3月12
日制作的“聚焦2018全国两会”
特刊6-7版被评为中国新闻奖
报纸版面类二等奖。版面用一
个连版的篇幅，以京渝连线的形
式，浓墨重彩地报道了习近平总
书记参加重庆代表团审议时提
到的“重庆宝贝”（重庆特产）产
业发展情况。版面设计精心，编
排精巧，打磨精细，被评价为“是
一件有创意有特色的两会报道
版面”。

第二十九届中国新闻奖评选结果揭晓

重庆日报两件作品获二等奖

政务简报

●11月2日，环重庆大学创新生态圈揭牌暨项目集中签约仪式
在沙坪坝区举行。副市长熊雪、重庆大学校长张宗益出席并为环重
庆大学创新生态圈揭牌。 （记者 申晓佳）

据新华社北京11月2日电
（记者 陈芳 董瑞丰）记者2日
从中国科学院上海药物研究所获
悉，由中国海洋大学、中科院上海
药物研究所、上海绿谷制药有限
公司研发的一款治疗阿尔茨海默
症新药已通过国家药品监督管理
局批准，可用于轻度至中度阿尔
茨海默症，改善患者认知功能。
该药为全球首次上市，将为患者
提供新的治疗方案。

这款名为“九期一”（甘露特
钠，代号GV-971）的原创新药，
由中科院上海药物所研究员耿
美玉率领的团队坚持22年，在
中国海洋大学、中科院上海药物
所与上海绿谷制药的接续努力
下研发成功。

据国际阿尔茨海默症协会
统计，目前全球约有4800万患
者，每3秒钟还将增加一个新病
例。随着人口逐渐老龄化，阿尔
茨海默症的危害越发显现。

全球用于临床治疗阿尔茨
海默症的药物目前只有寥寥数
款。各大制药公司在过去20多
年里相继投入巨资研发新的药
物，大多宣告失败。该领域已有
17年无新药上市。

据了解，共有1199例受试
者参加了“九期一”的1、2、3期
临床试验研究。为期36周的3
期临床研究结果表明，“九期一”
可明显改善轻、中度阿尔茨海默
症患者认知功能障碍。与安慰
剂组相比，主要疗效指标认知功
能改善显著，认知功能量表评分
改善2.54分（p<0.0001）。不良
事件发生率则与安慰剂组相当。

耿美玉介绍，临床前作用机
制表明，“九期一”通过重塑肠道
菌群平衡，抑制肠道菌群特定代
谢产物的异常增多，减少外周及
中枢炎症，降低β淀粉样蛋白沉
积和Tau蛋白过度磷酸化，从
而改善认知功能障碍。

我国原创新药为阿尔茨海默症
治疗提供新方案

11月2日，重庆大学思群广场，该校2020届毕业生
秋季大型双选会正在举行。大图为双选会现场，小图为
求职者正交流招聘信息。 记者 卢越 摄

综合新华社 11 月 2 日电
新华通讯社发言人2日晚发表
声明，就暴徒打砸新华社亚太总
分社办公大楼并纵火的野蛮行
径表示强烈谴责。

这位发言人表示，11月 2
日下午，暴徒打砸位于香港的新
华社亚太总分社办公大楼，破坏
安防设施，在大楼正门玻璃墙及
外墙上喷涂侮辱性字句，砸毁大
门及部分楼层玻璃，向大堂内投
掷燃烧弹及油漆弹，并一度进入
大堂进行破坏。新华通讯社对
暴徒的野蛮行径表示极大愤慨，
予以强烈谴责，希望香港警方严
肃调查这一事件。

该发言人表示，新华社是
中国的国家通讯社和具有全球
影响的世界性通讯社，始终致

力于为海内外受众提供权威、
真实、全面的新闻信息。黑衣
暴徒的行径再次表明，“止暴制
乱、恢复秩序”是香港当前最重
要、最紧迫的任务。我们坚决
支持特区政府和警方依法止暴
制乱。我们也相信，这一违法
行径必将受到香港社会各界的
谴责。

新华社亚太总分社负责人
也强烈谴责暴徒打砸新华社亚
太总分社办公楼的野蛮行径，对
暴徒的暴力行为表示极大愤慨，
希望香港警方严肃调查这一事
件，严正执法，将暴徒绳之以
法。黑衣暴徒的行径再一次表
明，只有依法止暴制乱，才能保
障香港的正常社会秩序和各界
群众安全。

新华社强烈谴责暴徒打砸新华社
亚太总分社办公楼的野蛮行径

（上接1版）
本次签约仪式上，共有40个项目签

约，总投资 545 亿元，第二产业占比
57.8%。包括重庆大学国际联合研究院
等高校合作项目 8个，中国电科吉芯科
技、北京高孚磁悬浮高速电机等高端制造
项目12个，工信部电子五所工业质量技
术研究院、武汉光研院·重庆研究院等研
发机构5个，传化、宝能等国际贸易物流
项目12个，九方皋半导体产业基金等科
技金融项目3个。

新闻链接>>>

部分项目介绍

1、中电光谷·重庆智创园

该项目是环重庆大学创新生态圈的先
导项目，是沙坪坝区政府引入中电光谷联
合控股有限公司打造的双创孵化平台，投

资1.1亿元，总面积3.48万平方米，以服务
重庆大学等高校技术转移、成果转化、企业
孵化为目标，围绕新一代电子信息、智能制
造、人工智能等方向，聚集创新创业主体，
培育区域创新生态。目前，已入驻光洋西
南研究院、益模等41家科技企业。

2、重庆大学国际联合研究院

该研究院由沙坪坝区人民政府和重庆
大学合作投资5亿元共建，围绕智能制造、
新能源、集成电路等领域，与国外高校院所
等开展联合研究，首期将入驻神经工程与
康复技术研究中心等项目。

3、重庆前卫电传导新技术研究院有
限公司

该公司由重庆大学和前卫科技投资5
亿元共建，为交通、通信、医疗等行业提供
无线电源产品的整体解决方案。

环重庆大学创新生态圈揭牌

（上接1版）

细化落实政策
营造安心发展的氛围

“民营经济、中小企业作用
至关重要，有利于提升经济发展
活力。”浙江重庆商会会长沈明
认为，优化营商环境重在营造一
种让企业安下心来发展的良好
氛围。他说，当前，各地出台了
安商、富商、兴商的相关政策举
措，接下来就看谁能够将其细
化、落实。

在浙江生活工作20多年的
沈明介绍，江浙地区开放发展氛
围浓厚，民营经济市场主体庞大
且活力十足，其中一个重要原因
就是职能部门服务理念深入人
心。如，浙江提出“政府就是店
小二”的理念，并在具体执行中
对各类企业一视同仁，尤其重视
中小型企业发展。

沈明表示，营造安心发展的
氛围，既要保持开放的心态，又
要实事求是讲诚信，带着服务的
理念帮助扶持各类企业。沈明

说，近年来，重庆的营商环境在
不断优化提升，与发达地区的差
距越来越小，相信会有更多的企
业前来落户。

讲诚信守契约等软环境
是投资考量首要标准

“在营商环境方面，台资企
业最关注的已不是优惠政策
了。”全国台湾同胞投资企业联
谊会常务副会长、百吉集团董事
长李文勋介绍说，近年来，台胞
投资考量的首要标准就是软环
境，其中，包括诚信的契约精神、
服务理念等，最后才是优惠政策
多寡。

作为进入重庆的首家制造业
台资企业，李文勋在渝投资近30
年。多年来，他在见证重庆发展
的同时，也亲身体会到重庆营商
环境的提升。“重庆投资环境在西
部地区首屈一指。”他说，北碚区
在招商的后续服务方面很到位，
因此自己在2012年把工厂搬到
了蔡家。据了解，目前在重庆大
大小小的台企已超3000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