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1..公园数量公园数量
截至2019年底，已建成116个

公园，未来3年还将新增加56个

22..建成区绿地率建成区绿地率
截至2019年底，建成区绿地率32.08％

（国家园林城市标准≥31%）、绿化覆盖率

42.17％（国家园林城市标准≥36%）
33..人均公园绿地面积人均公园绿地面积

人均公园绿地面积达15.05平方米（国家园林城市

标准≥7.5平方米），未来3年将超过20平方米

44..空气质量空气质量
2019年，两江新区的空气质量优良天数为320天，空

气中PM2.5年均浓度为35μg/立方米，同比下降7.9%

55..水环境质量水环境质量
御临河水质总体为Ⅱ类，盘溪河、肖家河、跳墩河

3条黑臭水体基本消除黑臭，新区水环境安全保
持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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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陈钧 实习生 王天翊

花海荡漾、绿草如织，江色尽收眼
底……六月仲夏，两江新区的悦来生态滨
江公园马鞭草正值盛花期，岸边遍布紫色
花海，前来游玩的市民络绎不绝。

“附近的公园一个个都很美，出门几
分钟，就能融入葱郁的绿色与缤纷的花海
中。”家住江与城小区的喻女士特别喜欢
带孩子来这个江边的公园散步，感受一半
山水一半城的独特魅力。

截至2019年底，两江新区已建成116
个公园，公园数量和密度处于西部前列。
然而，推动公园城市建设，仅仅是两江新
区坚持生态优先，走绿色发展之路，以国
际化、绿色化、智能化、人文化为方向，提
升城市“颜值”，打造高品质生活宜居地的
一个缩影。

百园之城
每个公园都各具特色

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必须树立和践
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坚定走
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文明发
展道路，建设美丽中国。十九大报告为中
国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和绿色发展明确了
路线图。

市委五届八次全会指出，要推进成渝
地区统筹发展，使成渝地区成为具有全国
影响力的重要经济中心、科技创新中心、
改革开放新高地、高品质生活宜居地。

116个公园，让两江新区成为“百园之
城”。更难得的是，这些公园并非千篇一
律，而是各具特色。

如已建成的公园中，有体现测绘文化
主题的测绘文化公园、展现消落带生态景
观的金海湾滨江公园、呈现湿地生态系统
的九曲河湿地公园……

正在建设或改造升级的公园，有以运
动文化为主题的两江山地运动公园、国内
最大的迷宫公园——金渝郊野公园、展现

工业文化的丘保公园等。
除了游园赏景，形式新颖多样的活动

也在两江新区各个公园展开。如金山公
园的健步走、照母山森林公园的迷你马拉
松和爱鸟护鸟摄影活动、园博园的菊展
等，极大地丰富了市民的文化生活。

与此同时，两江新区还极具创意地在
人和、礼嘉组团，按照“两廊三轴”空间布
局，规划了7条绿道。让绿道串联起城市
商务商业、购物中心、社区市场等，深度融
入城市生产生活。

星罗密布的公园，为两江新区带来更
为优越的人居环境。截至2019年底，两
江新区建成区绿地率32.08％（国家园林
城市标准≥31%）、绿化覆盖率42.17％（国
家园林城市标准≥36%）、人均公园绿地面
积15.05平方米（国家园林城市标准≥7.5
平方米）。多项指标超国家园林城市标
准，公园数量和密度处于西部前列。未来
3年，两江新区还将新增公园56个，人均
公园绿地面积将超过20平方米。

绿色为底
绘出产城融合发展新蓝图

城市依山傍水，园区林荫簇拥，青山
绿水成就了两江新区生态版图。

“开门见绿，推窗是景”的背后，是两
江新区为保护生态环境所做的不懈努力。

张伟是两江新区从沿海引进的创新
型人才，“除了工作，我还爱好户外运动。
这里公园多，真是太好了！”张伟说，他供
职的公司位于两江数字经济产业园，周边
有恋湖公园、照母山森林公园、山顶总部
公园等多个公园，为他跑步健身提供了好
去处。

从几年前的一片空地，到如今绿植满
园、“大咖”云集，两江数字经济产业园正
焕发出勃勃生机。这个照母山脚下的产
业园内，拥有一个恋湖公园，也就是互联
网主题公园，为产业园营造出浪漫的花海
空间。

再如两江新区加紧建设的两江协同
创新区，犹如一片立体的生态拼图，在明
月山脚下交融渗透，茁壮生长。未来，这
里将打造成为一座森林中的创新城，实现

“公交+步行”绿色出行，搭建公共空间全
覆盖的“五分钟科研生活圈”“十分钟生态

体验圈”。
同时，两江新区还统筹推进山水林田

湖草系统治理，坚持“建、治、管、改”并举，
扎实开展环保行动，生态环境质量持续改
善，人民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不断
增强。

2019年，两江新区的空气质量优良天
数为 320 天，空气中 PM2.5 年均浓度为
35μg/立方米，同比下降7.9%；御临河水
质总体为Ⅱ类，盘溪河、肖家河、跳墩河3
条黑臭水体基本消除黑臭，新区水环境安
全保持稳定，土壤、声环境质量保持稳定。

智慧赋能
把城市建得更“聪明”

两江新区城市建设不仅追求绿色为
底，还把城市建得很“聪明”，让智慧渗透
进城市生活脉络，改变人们生活的方方面
面。

今年6月，两江新区城市管理局全面
升级运行智慧城管示范项目，该项目在新
区8个街道的市政、园林、交通、水利、林业
等板块开展示范，大数据、云计算、区块
链、人工智能等前沿技术推动城市管理手
段、管理模式、管理理念创新，探索现代化
城市治理新路子，建设智慧城市样板。

传统路灯有许多弊端，比如能源浪
费、故障路灯位置难以发现等问题。智慧
城管示范项目在路灯杆上加装了智能控
制模块，能够实现路灯的远程开关、光线
调控、参数监控、自动巡检、线缆防盗、地
理位置地图实时显示、电费数据统计等功
能。

目前，智慧城管项目已接入8个街道
26000余盏路灯，系统可以根据光照强度、
日出日落时间，实现道路照明的自动开关
或远程开关，不会出现天很暗的时候灯还
没开，天很亮的时候灯还开着等情况。此
外，一旦路灯出现故障，系统可迅速将信
息上报，工作人员确认后，电子工单将自
动发送至维修人员手机上。维修人员可
根据定位直接导航前往，节省大量时间。

又如现在正值暴雨季节，由于重庆的
地形特征，暴雨时下穿道等地点容易产生
内涝现象。智慧城管示范项目已接入14
个低洼积水监测点。当出现积水现象时，
系统实时与积水点告警显示大屏联动，向

过往车辆与行人发送警示信息。
此外，项目还开发了积水趋势智能

分析功能，可结合监测点的历史数据、
降雨量及天气情况，综合预测出未来两
小时的积水程度，一旦出现积水隐患，
系统会提前预警，并向相关责任单位
及部门推送预警信息，以便提前做好
相关处置工作。

不仅仅升级运行智慧城管示范
项目，两江新区还在全域推动“智
慧+”融入城市规划建设，两江智
慧商业、智慧街道、智慧社区、智
慧服务不再只是体验，已经触手
可及，随处可感知。

百园之城，绿色为底，智慧
赋能，公园城市和智慧城市建
设持续发力，两江新区的城市

“颜值”刷出新高度，“一半山水
一半城”的生态优势不断凸
显。通过人居环境和招商引
资环境全面提升，两江新区探
索出生态优先和绿色发展的
新路径，推动新区高质量发展
之路越走越宽广。

绿色发展打造高品质生活宜居地绿色发展打造高品质生活宜居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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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记者 王金涛 黄兴

无人驾驶汽车驶上公路、工业机器人
大量涌现、工业互联网普及应用……近年
来，重庆两江新区蓄力打造智能产业集
群、推动传统产业实施智能化改造，今年
智能产业增速有望超过30%，成为经济
发展的第一引擎。

在重庆金康赛力斯两江智能工厂内，
1000多台机器人替代传统制造业的人头
攒动，关键工序均实现智能化生产，全程
只需几位技术人员通过屏幕进行操控。
凭借智能制造优势，这家企业有效应对疫
情大考，迅速驶入发展快车道，2025年前
计划实现年产15万辆电动汽车，产值在
300亿元以上。

2019年，两江新区重卡企业——上
汽红岩推出“5G+自动驾驶重卡”，完成全
球首次港区5G智能化作业，受到行业广
泛关注。在科技创新加持下，上汽红岩紧
紧抓住基建市场升温的机遇期，展现出强
大市场优势，1月至5月累计生产29500
辆重卡，同比增长14%，成功跻身国内重

卡市场第一梯队。
厚植“智能因子”，电子产业焕发活

力、迈向高端。“两江新区电子产业大而不
强、缺‘芯’少‘屏’的尴尬已经成为过去
式。”两江新区党工委副书记、管委会常务
副主任王志杰说，通过“外引内育”“补链
成群”，两江新区近年来着力向芯、屏、器、

核、网全产业体系全面发力,集成电路、平
板显示、智能终端和汽车电子四大板块基
本明晰，电子产业整体向智能产业升级。

“产品科技含量高，具有不可替代性，
抗风险能力也较强。”重庆万国半导体科
技有限公司公关总监戚远林告诉记者，近
期该公司牢牢抓住国际市场对高端芯片

需求升温的机遇，通过稳产扩产有效对冲
疫情影响。随着年内半导体项目全部达
产，公司全年产值预计达到10亿元，有望
同比增长50%。

“依托‘大数据智能化’提升产业能级，
全力打造电子信息、汽车产业两大千亿级
产业，加快培育大健康、高端装备、卫星互
联网等战略性新兴产业，推动产业迈向全
球价值链中高端。”王志杰表示，近年来智
能产业浪涌两江，还引得阿里巴巴、腾讯、
百度等互联网巨头纷纷布局，有力带动两
江新区智能产业发展和传统产业转型。

数字化车间、智能化工厂、5G 基
站……“智能元素”正持续为两江新区造
就发展新动能：新区工业产值中战略性新
兴产业占比超过59%，高新技术产业占比
超过54%；2019年，新区高技术制造业、
战略性新兴产业分别增长16.6%、19.3%；
近几年来新区数字经济增速都超过20%。

疫情发生后，两江新区更着眼于新一
轮科技革命与产业变革，加快布局“新基
建”项目，力求“危”中寻“机”：3月，举行

“新基建·智能网联”专场“云签约”活动，
揽资62.8亿元；4月，腾讯西部云计算数据
中心二期工程等4个重磅新基建项目集中
开工，总投资逾200亿元；5月，与浪潮集
团共同打造的工业互联网公共服务平台
上线；年内新建5G基站3000余个……

（新华社重庆6月18日电）

重庆两江新区：

智能化成经济发展第一引擎

渝州路街道：“楼层撤桶并点”加快推进
“刚开始几天有点不习惯，现在每天早晚定

时下楼扔垃圾。”6月15日，家住渝州路街道警备
小区的居民杜晓琼说，楼道垃圾桶撤除后，看不
见蟑螂、老鼠，更有利于防疫，给居民带来实实在
在的好处，大家都拍手称赞。

今年以来，渝州路街道加快推进生活垃圾
分类“楼层撤桶并点”工作，持续培养居民垃圾
分类意识，宣传垃圾分类好处，竭力推动居民
参与垃圾分类新时尚。警备小区6月10日撤

桶至今，居民垃圾分类参与率达99％，目前每天
餐厨垃圾收运量达350公斤左右，初见成效。

早在5月6日，位于九龙坡区袁家岗奥韵路3
号的上城奥邻小区也启动了“楼层撤桶并点”工作，
撤桶两周，乱扔垃圾的楼层由14层下降到3层。
目前，该小区楼层乱扔垃圾的现象已消失。6月2
日，奥体五支路的金牌大厦小区也投入“楼层撤桶
并点”试点，撤桶第一天，楼道放垃圾现象比较多，
第二天、第三天逐步减少。5天后，仅有两户还在

乱放垃圾，目前正开展“一对一”入户宣传。
“以上3个小区都经历了从‘不理解’到‘我

支持、我参与’的阵痛期，当大家习惯前端分
类，后端垃圾就少了，实现垃圾减量化、资源
化、无害化目标也更近了。”该街道相关负责人
表示，两年来，街道通过党建引领、党员带头、
智能分类、积分兑换等多措并举，生活垃圾分
类工作取得积极成效。仅半山七号小区，生活
垃圾分类知晓率、参与率均达100%，投放正确
率 85%以上，回收率达到 36％左右，效果明
显。 干亚岚 魏娜

机构名称：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武隆支公司仙女山营销服务部
机构负责人：胡鸿琼 机构编码：000002500156001
原机构住所：重庆市武隆区仙女山镇桂花路14号
现机构住所：重庆市武隆区仙女山街道桂花路14号
成立日期：2012年04月27日 邮政编码：408500 联系电话：023-77794703
业务范围：对营销员开展培训及日常管理；收取营销员代收的保险费、投保单等单证；分发保

险公司签发的保险单、保险收据等相关单证；接受客户的咨询和投诉；经保险公
司核保，营销服务部可以打印保单；经保险公司授权，营销服务部可以从事部分
险种的查勘理赔。

发证日期：2020年06月16日 发证机关：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涪陵监管分局

保险业务机构地址更正公告
机构名称：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秀山支公司
机构负责人：冉义华
机构编码：000002500241
原机构住所：重庆市秀山土家族苗族自治县中和街道风翔路48号
现机构住所：重庆市秀山土家族苗族自治县中和街道凤翔路48号
成立日期：1996年07月01日
邮政编码：409900 联系电话：023-76662161
业务范围：财产损失保险、责任保险、法定责任保险、信用保险和保证保险、农业保险、其他财

产保险业务、短期健康保险和意外伤害保险、上述保险业务的再保险业务。
发证日期：2020年06月17日 发证机关：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黔江监管分局

保险业务机构地址更正公告 重庆三峡融资担保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对重庆市中耀利腾通信工程有限公司等债权转让公告
债权人：重庆三峡融资担保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债务人：重庆市中耀利腾通信工程有限公司、重庆启东投资有限公司、重庆市合川区环

宇配件厂、重庆盛驳物流有限公司、重庆玖霖商贸有限公司、重庆倍丽商贸有限公司
合作意向：重庆三峡融资担保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欢迎意向买家报名参与上述各债权购

买，若需了解各债权具体情况，请致电或者来函咨询。
联系人：资产保全部 李先生
联系电话：023-63567386
邮箱：lixian@cqsxdb.com 邮编：401121
通讯地址：重庆市渝北区人和街道金开大道56号人和两江天地1单元4-1

亚太财产保险有限公司重庆分公司遗失单证及编号如下：
07版机动车交强险保单(重庆)：000002051800004901-000002051800004950
机 动 车 辆 保 险 证 ：000000001600251269- 000000001600251271、000000001700208690- 000000001700208742、

000000001800098436- 000000001800098449、000000001800312528- 000000001800312550、000000001800313354、
000000001800313363-000000001800313400、000000001800313501-000000001800313550

交强险内置式标志：000000001800285051-000000001800285100、000000001900718144-000000001900718150、
000000001900718193- 000000001900718200、000000001900718951、000000001900718971、000000001900718979、
000000001900718982- 000000001900719000、000000001900719201- 000000001900719250、000000001900720319-
000000001900720400、000002081600750291-000002081600750300

至此以上单证引发的法律责任一概与本公司无关。
现声明作废

亚太财产保险有限公司重庆分公司
2020年6月19日

遗失公告

本报讯 （记者 杨骏）
6月 18日，两江新区举行了
今年第八场“云签约”活动。
重庆日报记者从两江新区获
悉，今年以来，两江新区已“云
签约”项目130个，总金额达
701.3亿元。

6月18日下午，两江新区
与苏州誉颜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美的集团、中国航天空气
动力技术研究院等，以“云签
约”形式签约23个重点项目，
总金额202.3亿元，涉及医药
研发、智能制造、现代金融、航
天航空、大数据等多个领域。

两江新区相关负责人表
示，受疫情影响，各地招商引
资面临压力和挑战。为此，两
江新区提高招商主动性，创新
招商签约形式。如今，“云签
约”已成为两江新区招商工作
的常态方式。

“通过这种方式，既减少

了人员集聚，节约了招商成
本，也为企业提供了周到的服
务，争取了时间。”北京中诺恒
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通过“云
签约”与两江新区建立合作关
系，其副总经理范国旗也为两
江新区创新的“云签约”点赞。

其实，在多场“云签约”的
背后，两江新区也在不断优化
流程与模式，实现招商工作的
提质增效。

“一开始是‘线上’各自进
行纸质签字，然后‘线下’交
换。再到后面变成纯‘线上’
签约。如今，我们已在‘云签
约’上运用了5G技术，让双
方签约更顺畅。”两江新区相
关负责人表示，在两江新区首
次举行“云签约”时，也同步上
线了“两江新区招商云平台”，
以此打通“云招商、云会谈、云
签约、云服务”等招商洽谈及
服务环节。

两江新区举行第八场“云签约”活动
今年以来已“云签约”项目130个，

金额超700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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