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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 杨骏）10月21
日，市招商投资局发布重庆“招商季”
数据：7-9月，我市签约正式合同金额
为4652亿元，到位资金1098亿元，超
额完成“招商季”任务。

今年7月，重庆启动“招商季”，确
定的目标为：在第三季度，完成签约合
同额3000亿元、到位资金600亿元、
外出拜访企业600家、完成年度目标
80%以上。

“各区县在推动招商的过程中，都
有自己的特色，发挥了本地优势。”市招
商投资局相关负责人介绍，比如重庆高
新区，就抓住了西部（重庆）科学城这一
关键点，7-9月签约项目43个，合同额
超千亿元；永川区则实行联合评估、踏
勘、审图、测绘、验收和简化区域评估的

“五联合一简化”模式，推进57个招商
项目开工，完成投资80.2亿元；长寿区
实施“主导产业强基础、战新产业提品
质、引进外资增活力”的招商策略，“招
商季”战新项目占比超过70%，与3家
世界500强外资企业签约。

具体来看，7-9月，重庆签约10
亿元以上项目107个、合同额2902.1
亿元，分别比二季度增长11个、258.8

亿元。从产业结构看，签约工业项目
409个、合同额2239.6亿元，同比分别
增长58.5%、9.1%；签约服务业项目
347个、合同额2142.8亿元，同比分别
增长38.2%、44.3%。

本次“招商季”十大重点招商方向
收获明显，共签约项目411个、合同额
2506.5 亿元，占签约总额的53.9%。
其中，新一代信息技术项目105个、合
同额641.3亿元；生物医药等大健康项
目42个、合同额203.2亿元；新消费项
目80个、合同额421.7亿元；科技创新
项目31个、合同额227.7亿元；高端装
备制造项目76个、合同额406亿元。

在本次“招商季”中，多个大项目落
户重庆或加速推进受到业界高度关注：
比如小米华西总部项目落户重庆，滴滴
出行西区总部项目和桔电新能源智能
汽车生产基地项目两个百亿级项目正
式签约，浪潮工业互联网总部暨全球工
业互联网技术创新中心建成投产等。

据了解，在“招商季”推动下，全市
前三季度累计签约合同额10828亿
元，资金到位额2109亿元，提前完成

“签约1万亿元、到位资金2000亿元”
的年度工作目标。

重庆“招商季”超额完成任务
签约合同金额4652亿元

本报讯 （记者 周尤）作为第十
二届“重庆·台湾周”重要内容之一，在
渝发展“我”来说活动于10月21日举
行，5名在渝台商现场分享了自己的企
业在重庆发展壮大以及自己扎根重庆
的故事。

重庆是台胞创业发展的热土，
一代又一代在渝台商台企扎根重
庆，为重庆经济高质量发展作出了
积极贡献。重庆市台湾同胞投资企
业协会会长、重庆理想液化气石油实
业有限公司总经理黄光志是个名副
其实的“台商二代”。他的父亲1993
年来到重庆，自己也于2003年跟随
父亲的脚步来到重庆兴业，至今已有
17年。经过多年耕耘，黄光志的企
业在重庆发展壮大，而他也作为亲
历者，见证了重庆经济社会发展的
变迁。“重庆有很多标签，山城、雾
都、桥都、火锅之都，除此之外，重庆
还有抗战遗址和优美的风景名胜，
欢迎大家来重庆投资、发展、生活。”

黄光志说。
重庆邓鸿吉创发教育科技有限

公司总裁邓鸿吉在 2017 年受南岸

区邀请，在重庆成立了第一家公
司。至今，公司已累计培训近 1000
多名科技教师和3000多名学生，举

办了30多场讲座，组织40名教师赴
台湾培训。说起重庆，邓鸿吉充满
了感情：“它是一个充满活力和魅力
的城市。在这里，企业可获得与世
界接轨的事业与机遇。在渝台商台
企都是见证者和受益者，希望两岸
企业携手创新，融合发展，取得更大
进步。”

重庆一直是许多台商台企投资兴
业的选择，他们投身重庆发展热潮，实
现了自身更大发展。重庆梵第姗商贸
有限公司总经理潘建文、达丰（重庆）
电脑有限公司副总经理汤庭杰、重庆
永固新型建材有限公司总经理林煌智
都将事业重心放到重庆，企业也不断
壮大。汤庭杰说，新冠肺炎疫情期间，
公司得到了重庆政府各部门的帮助，
使他们渡过难关。他相信在重庆这片
热土上，公司将迎来发展新机遇。“重
庆是个好地方，我希望更多台胞到重
庆来打拼，融入当地生活，爱上重庆！”
汤庭杰说。

5名在渝台商分享自己与重庆的故事

“在这里获得与世界接轨的机遇”

□本报记者 李珩

如何促进中医药传承与创新发
展？10月21日，我市负责起草《关于促
进中医药传承创新发展的实施意见》
（以下简称《意见》）的相关部门负责人，
就《意见》相关内容进行解读。

建立中医药参与突发公共
卫生事件应急响应制度

《意见》提出要健全中医药服务体
系，二级及以上公立综合医院、专科医
院和妇幼保健院应当设立中医科室和
中药房并加强建设，将中西医结合制度
纳入医院章程。

“健全中医药服务体系就是要发挥
中医药在保障人民健康中的作用。”市
卫生健康委副主任邓莉称，健全中医药
服务体系要从疾病治疗、疾病预防、康
复等方面着手。目前，重庆有中医医疗
机构 3067 家，中医执业（助理）医师
1.81万人，成功创建3个国家区域中医
（专科）诊疗中心。

具体来讲，在疾病治疗方面，我市
将以中医重点专科建设为抓手，打造中
医药防治重大传染病、皮肤、针灸、肿
瘤、骨伤、肛肠、妇科等中医专科群；开
展中医优势病种防治研究和中医适宜
技术推广；组织中西医在重大传染病防
治、肿瘤、肝病、心脑血管病、肾病等领

域开展协同攻关，探索建立中西医临床
协作长效机制。

在疾病预防方面，所有县级以上公
立中医医院全部设置治未病科室，到
2022年，建设 5-10个中医治未病中
心，并鼓励家庭医生提供中医治未病等
签约服务，在重点人群和慢性病患者中
推广20个中医治未病干预方案。

在康复方面，支持中医医院康复科
和中医特色康复医院建设，到2022年
建设10-15个中医康复中心，打造一批
中医康复适宜技术推广示范点。

邓莉称，《意见》还特别提出，创建
区域中医药传染病防治中心，建立中医
药参与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响应制
度，组建紧急医学救援中医专家库和中
医卫生应急队伍，发挥中医药在新发突
发传染病防治和公共卫生事件应急处
置中的作用。

建立跨区域的新产品创新
开发与产业化合作体系

《意见》提出合理规划道地中药材
种植品种和规模；制定重庆市中药材标

准，制定重庆市名优中成药产品目录，
培育壮大中医药产业集群。

对此，市委农业农村工委委员袁德
胜说，在全国常用的363种中药材中，
重庆有306种，占80%以上。截至目
前，全市中药材产业已达270余万亩、
年产量80余万吨，综合产值480亿元。

“为推动中药材产业创新发展，我
们正在拟制‘十四五’中药材产业发展
规划。将支持重庆道地药材绿色标准
良种繁育基地、种植基地、机械化初加
工与低温仓储设施建设，采取有效措施
将重庆道地药材纳入药肥双减及有机
肥替代等行动计划等。”袁德胜说。

市经济信息委医药产业处副处长
胡睿介绍，我市将着力打造现代化中药
研发制造体系；建立以临床应用为导向
的药品价值评估体系；推进现代信息技
术、智能制造在中药生产中的应用；支
持企业加快传统经典名方和海外汉方
药等产品的引进培育，鼓励企业布局中
医诊疗设备、中医康复器具等产品，充
分整合成渝中药材研发、临床、市场资
源，建立跨区域的新产品创新开发与产
业化合作体系。

重庆中医药学院力争
2022年开校招生

《意见》提出将推动建设独立建制
的重庆中医药高等院校。完善中医药
价格和医保政策。

对此，市教委发展规划处处长唐樵
表示，今年6月，重庆中医药学院已开
工建设，学院选址在璧山区，并纳入今
年全市38个重点建设项目之一。校区
建成后，占地面积约1150亩，校舍建设
总面积约为30万平方米，在校生规模
约1万人。争取2022年9月实现开校
招生。

此外，市医保局待遇保障处处长段
美富表示，近年来，我市陆续出台了支
持中医药发展的医保政策，降低中医医
疗机构住院和特殊疾病门诊治疗起付
标准，提高中医药医疗费用报销比例。
参保人在我市住院和特殊疾病门诊治
疗使用医保范围内的中药饮片、中成
药，以及医院自制中药制剂的医疗费
用，城乡居民医保报销比例提高10%，
职工医保提高2%。

充分发挥中医药在保障人民健康中的作用
专家解读《关于促进中医药传承创新发展的实施意见》

数字政府将在未来会有哪些微创
新与小趋势？

第一个趋势，就是政府服务的重
心将从“理性数字”进入“感性体验”。

2019年，国务院办公厅提出建立全
国一体化的“好差评”制度，政务服务绩
效由企业和群众评判，服务过程的效率、
态度、氛围、情绪和感受等多维度因素。

另外，这种感性体验还衍生出政
府部门从“产品思维”到“爆品思维”的
变化，即以“交付即结束”为目标的项
目化建设思路，替换为以“交付即开
始”的产品运营思路。

第二个趋势是“头部规划”向“腰
部创新”转型。

“头部规划”是数字政府推广的基
本方式，但百姓接触最多的，还是区县
数字化应用，基层也更懂用户的数字
服务需求，因此出现了“腰部创新”。

毫无疑问，基于数字平台的行政
服务能力，正在成为一种国家资源与
竞争利器，数字政府的模式正在从“数
据开放”发展为“平台开源”。

过去较长一段时间，政府的顶层
设计，多以解决“服务入口”为主，比如
各种 PC 端、移动 App 和微信小程序
等，导致这几个用户场景被大量透支。

第十二届全国政协副主席、国家
电子政务专家委员会主任王钦敏曾提
出，数字政府需要培育一批“经纪人组

织”，一方面可以接收来自公众一线的
服务诉求，另一方面可以根据服务诉
求，针对数字政府应用进行不断打磨
和塑型，避免出现功能体验与需求错
配，导致“僵尸App”现象。

在数据资产化的当下，为用户在
信息丛林中制定“隐私宵禁”，是数字
政府的另一个重要趋势。在没有建立
网络安全与隐私规则的前提下，“信息
丛林”里的初级用户被各种非法贷款、
炒币机构和黑产平台轻易猎杀。

2019年12月，国家出台了《App违
法违规收集使用个人信息行为认定方
法》，针对个人隐私信息和数据无序利
用的行为实施“隐私宵禁”。可以预测，
接下来所有的政务服务平台，都需按照
法规更新个人信息收集规则，而用户也
会在这样的环境下越来越成熟与理性。

数字政府的微创新和小趋势
（选自《解码智能时代：刷新未来认知》第八章第四节）

《解码智能时代》书摘

为了适应人工智能这一全球新科
技革命，很多国家制定了人工智能的
发展战略和规划，竞争趋于白热化。

中国人工智能企业数量为全球第
二，北京是全球人工智能企业最集中
的城市。截至2018年6月，全球监测
到人工智能企业总数达4925家，其中
美国 2028 家，位列全球第一。中国
（不含港澳台）1011 家，位列全球第
二。其后分别是英国、加拿大和印度。

在全球城市人工智能企业数量排
名前20的城市中，美国9个，中国4个
（北京、上海、深圳和杭州），加拿大 3
个，英国、德国、法国和以色列各1个。

美国、中国拥有最优秀的人工智
能研究人员和海量的数据资源，成为
发展人工智能技术的圣地。两国的人
工智能政策也较为全面，旨在通过人
工智能的发展提升制造、交通、医疗、
农业和金融等领域。

欧洲将研究重心转向了人工智能
的伦理道德和标准制定，力争在人工
智能发展浪潮中取得一席之地。

俄罗斯侧重人工智能在军事和国防
领域的应用。日本、韩国在机器人、汽车、
半导体、消费电子等领域产业优势明显。

相较而言，印度在人工智能强调
实用性，旨在通过人工智能的发展驱

动基础设施建设、交通、医疗和教育等
方面的进步。

可见，虽然研究人工智能领域的
各主要国家之间基础条件差异很
大，但是面向一个即将到来的共同的
智能产业时代，谁都不甘人后。

角逐人工智能，各国竞相布局
（选自《解码智能时代：从中国国际智能产业博览会

瞭望全球智能产业》第四章第一节）

个人购书 团体购书

扫一扫 就购买

《解码智能时代》

本报讯 （记者 周尤）10月21
日，由两岸企业家峰会信息产业推进
小组（大陆方面）和两岸企业家峰会资
讯、通信产业合作推动小组（台湾方
面）共同主办的两岸信息通信合作发
展研讨会举行。与会嘉宾围绕“加快
5G应用创新，推动两岸数字经济发
展”展开头脑风暴，共话合作发展。

举办本次论坛，是为促进两岸信
息通信领域在技术、业务、管理等方面
的交流与合作，共同探索5G技术创新
和行业应用，推动渝台经济社会健康
持续发展。为此，主办方邀请了8位
相关领域专家学者、信息通信企业负

责人做主题演讲。
两岸企业家峰会信息产业合作推

进小组大陆方面召集人刘利华表示，
当前，全球信息通信行业正步入稳中
向好的提质阶段，两岸通信产业都面
临升级压力。面对新形势、新挑战，大
陆积极发展新一代信息技术产业，加
大对新型基础设施建设、技术研发、服
务创新的力度，成为推动我国经济社

会数字化转型的关键手段。据中国信
通院测算，预计2020-2025年，5G融
合应用将直接间接拉动的经济总产出
约24.8万亿元。

重庆市通信管理局局长蔡立志
以重庆为例，谈了对赋能 5G 的看
法。他表示，重庆市委、市政府高度
重视5G发展，2018年 4月开通我市
首个5G基站，2019年 8月重庆签署

全国首个地方政府和运营商共建5G
的战略合作协议，截至今年6月全市
建成5G基站4万个。下一步，重庆将
务实推进5G网络规模化部署，以建
促用，以用促建。

演讲中，不少专家表示，5G成为
赋能工业和经济社会各个行业的变革
性网络技术，工业互联网成为5G应用
的主战场，但释放5G+工业互联网的
潜力依然任重道远。他们认为，未来

“5G+工业互联网”的应用方向主要集
中在3个方面，一是替代无线和有线
网络；二是全新场景全新应用；三是业
务系统智能化。

加快5G应用创新 推动数字经济发展

两岸信息通信合作发展研讨会举行

本报讯 （记者 周尤）为了让来
渝参观考察的台资企业充分了解重
庆，第十二届“重庆·台湾周”分项活动

“台商融入‘一带一路’暨台资西移推
介交流会”于10月21日举行，台湾区
电机电子工业同业公会（昆山）代表处
主任陈郁沅带队来渝考察，并在交流
会上表示希望与重庆有进一步合作。

“希望能和重庆本地企业在半导体
电子产业或其他行业开展深层次合作，
这也是我们本次组团来重庆的目的。”
陈郁沅告诉记者，此行是电机电子工业
同业公会第一次大型组团并邀请公会

各界的企业朋友共同参加“重庆·台湾
周”活动，希望能以本次活动为契机，串
联拓展长江上中下游的合作。

谈到与重庆的合作，陈郁沅表示
更看重重庆的区位优势和未来发展

潜力，“这里是台商往西、往南进入欧
洲、东盟市场的连接点，未来的重庆
也将成为更多台商台企发展的首选
地。”

在交流会上，重庆市商务委和市
发改委的相关负责人还分别介绍了重
庆的投资环境和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
建设情况。

台资企业组团来渝考察希望加强合作

10月21日，改造后的渝中区大溪沟街
道双钢路小区变得美丽清爽,曾经“脏乱
差”的菜市场变成了文化长廊。

双钢路小区共有居民住宅34栋，过去
消防安全隐患多、环境较差、基础设施破旧
等问题突出。如今，双钢路小区不仅铺上
了透水地砖，种上了各种花草，还增添了羽
毛球场、塑胶健身步道等设施。

据排查，全市共有 2000 年以前建成
的，服务不配套、公共设施落后、居民改造
意愿强烈的老旧小区7394个。截至目前，
我市已启动 1842 个老旧小区改造。2020
年，全市计划启动改造729个，截至目前，
已开工631个，开工率达86.56%。

文/记者 廖雪梅
图/市住房城乡建委

老旧小区换“新装”

机构名称：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巫溪支公司
机构负责人：窦绍天 机构编码：000017500238
原机构住所：重庆市巫溪县柏杨街道马镇坝春申大道泰和大酒店3号楼4栋1单元-3F-1
现机构住所：重庆市巫溪县柏杨街道西区水城116号3号楼3栋3-1
成立日期：2011年11月24日 邮政编码：405800 联系电话：13708325450
业务范围：承保人民币和外币的各种财产保险业务，包括财产损失保险、责任保险、法定责任保

险、保证保险和信用保险、机动车辆保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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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保险业务和再保险业务，代理国内保险机构检验、理赔、追
偿及其委托的其他有关事宜，经中国保监会批准的其他业务

发证日期：2020年10月13日 发证机关：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重庆监管局

保险业务机构地址变更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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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21日，第十二届“重庆·台湾周”在江北区开幕。
记者 齐岚森 摄/视觉重庆

关 注 第 十 二 届 “ 重 庆 · 台 湾 周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