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昨日，由重庆市政府与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
限公司合资组建的重庆铁路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重铁集团”）正式揭牌。据悉，重铁
集团将负责国家和地方合资铁路、城际铁路项
目的投融资、建设运营、资产管理、铁路沿线土
地综合开发等业务，助力重庆加速建设“米”字
型高铁网和铁路基础设施建设。在揭牌仪式现
场，重铁集团与国家开发银行、工商银行等11
家金融机构签署了战略合作协议。

重铁集团要做些什么？
负责铁路建设运营等

据介绍，一直以来，我市铁路建设发展缺
乏统一的实施主体、投融资平台和运营管理平
台，无法适应国家和我市铁路建设发展新的形
势和任务要求。为适应国家铁路分层分类建
设、投融资体制改革、政企分开和放管服改革
要求，构建铁路建设发展“一省（市、自治区）一
公司”的体制机制，提速强力推进我市铁路建
设发展，重铁集团应运而生。

重铁集团作为重庆市政府与中国国家铁
路集团共同出资、市场化运作的合资铁路公
司，注册资本为279.12亿元，将负责国家和地
方合资铁路、城际铁路项目的投融资、建设运
营、资产管理、铁路沿线土地综合开发等业务，
助力重庆铁路基础设施建设。

重铁集团参照财政部对中国国家铁路集
团的管理模式，由重庆市财政局履行出资人职
责，重庆发展投资公司和成都局集团公司履行
股东职责。

重铁集团作为市管国有企业，领导班子由
市委统一管理。记者从昨日举行的重庆铁路

投资集团有限公司揭牌仪式上了解到，汪钦琳
任重铁集团党委书记、董事长。

据了解，重铁集团的成立将为全市铁路项
目投融资、建设运营、资产管理、综合开发搭建
起统一大平台，为提速重庆铁路基础设施建
设，特别是补齐高铁通道建设短板提供有力支
撑。同时也将为市级统筹实施铁路站场周边
土地资源和物流开发提供实施主体和专业化
团队，极大提高铁路资源利用效率，进一步提
升我市铁路运营效益和可持续发展能力。

与11家金融机构签约
铁路建设获资金支持

据介绍，未来五年至十年，我市将建设渝湘
高铁主城至黔江段、渝万、渝昆、渝西等8条1700
公里高铁；同时，还将实施成渝铁路重庆站至江
津段改造，新建重庆东站、新田港铁路集疏运中
心，改造重庆站、重庆北站等铁路综合交通枢纽
工程。投融资、建设和运营管理任务极其繁重。

如何适应全市铁路建设提速发展的需要，
进一步强化铁路项目建设资金保障？现场，重
铁集团与国家开发银行、工商银行、农业银行、
中国银行、建设银行、交通银行、平安集团、光
大银行、浦发银行、重庆银行及重庆农商行等
11家金融机构签署了战略合作协议。

根据协议，重铁集团将优先选择合作银行
为集团提供金融服务，并积极支持银行与集团
开展各项业务合作；合作银行在法律法规、监管
规定、国家政策允许的范围内，积极支持铁路建
设发展，提供全方位、优质、高效的金融服务，包
括授信和融资服务、现金管理服务等内容。同
时，各合作银行根据其服务特色，还相应提供规
划支持、金融咨询、项目培育等方面的服务。

未来五至十年，各家银行将发挥各自优

势，与重铁集团在路市合资铁路、城际铁路
及沿线土地综合开发等项目融资开展深度
合作，将给予重铁集团1500亿元的意向性融
资支持。其中，国家开发银行是我国铁路建
设融资主力银行，将通过多元化融资方式和
低利率贷款资金，大力支持重铁集团铁路项
目建设；工商银行、农业银行、中国银行、建设
银行、交通银行等将发挥点多面广的优势，为
重铁集团提供安全、便捷、人性化的优质服
务；平安集团将借助全牌照优势发挥险资用
途灵活、期限长的特点，为重铁集团提供多种
险资投融资方案；光大银行、浦发银行将发挥
机制灵活、审批时间快的优势，解决重铁集团
铁路项目建设资金周转需求；重庆银行、重
庆农商行将发挥地方银行资金结算方面的
优势，保障资金调配便利性。

重庆铁路投资集团昨揭牌
加速建设“米”字型高铁网

“2019重庆金融·上游榜”评选正式启动
快来为你喜爱的金融机构投票吧

重庆商报-上游新闻记者 陈雪莲

“2019重庆金融·上游榜”评选今天正式拉
开帷幕，欢迎市民积极参与，为你喜爱的金融机
构投上一票。投票截止时间为11月29日。

由重庆日报报业集团和重报都市传媒集团
主办，上游新闻、重庆晚报、重庆晨报、重庆商报
承办的“重庆金融·上游榜”评选，首次以全媒体
阵容在“三报一端”呈现，并且特邀财经界学者
专家为评委，彰显权威公信。

评选活动的时间分两大阶段。第一阶段是
网络展示及投票。从2019年 11月 19日开始，
上游新闻推出专题页面，市民可以为喜爱的金
融机构投票，投票截止时间为11月29日。第二
阶段是专家评审。由财经界学者专家根据市民
投票数，以及推荐理由进行审评，最终诞生上榜
金融机构名单。

金融机构参评的奖项包括综合大奖和特

色奖。综合大奖有“履行社会责任贡献突出
金融机构”“年度卓越创新力金融机构”“金融
扶贫卓越贡献金融机构”等。特色奖包括

“年度金融科技领跑者”“年度跨境金融服务
先进金融机构”、“年度有影响力信用卡品
牌”等。

据悉，榜单将于12月中旬在上游新闻、重庆
晚报、重庆晨报、重庆商报上发布，明年春天举
行颁奖典礼。

●网上投票方式：
下载上游新闻 APP，进入右下角活动专区，

点击“2019 重庆金融·上游榜”进行投票。

第二届NAVIGATE创客节
在重庆成功举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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昨日记者从重庆国际物流枢纽园区获悉，
近日，1500台奔驰进口车从德国不莱梅启程，循
着现代丝绸之路抵达重庆，再次刷新了该园区
单批整车进口的最大纪录。

据悉，随着中欧班列形成规模效益，跨境铁
路的运输方式日益为物流企业接受。在此背景
下，国际物流枢纽园区与入园企业中都物流合
作，在去年11月15日，112台奔驰进口车首次以
铁路专用封闭车厢（以下简称：笼车）跨境运输
的形式成功运达园区，首开先河。

中都物流介绍，传统的集装箱运输，每节车
厢只能装载2—4辆商品车。而笼车每节车厢能
装载10台左右商品车，大大提高了运力。但由

于线路俄罗斯段为窄轨，与标准轨距不同，需要
在换轨时进行商品车的换装。对此，中都物流
开发出一种新的转关装卸方式，将商品车直接
从德国车厢装载至俄罗斯车厢，免去落地环节，
最终实现了预期目标。

为加快常态化推进，中都物流还启动了标
准化建设，其编写的《欧洲-中国封闭式车厢铁
路运输商品车质量管理手册》大到运输流程、
装卸车辆、转轨操作，小到着装要求、钥匙管
理，都做出明确规定，并译为德语、俄语，通过
业务培训，面向沿线国家和地区推广了这一

“中国标准”。今年9月，戴姆勒公司又一次委
托中都物流通过铁路运输进口商品车，数量达
到了1500台。为此，中都物流与国际物流枢纽
园经过努力，形成了跨境笼车与中欧班列（重

庆）并行的综合物流方案。从 9月 18 日起，满
载奔驰进口整车的跨境笼车与中欧班列（重
庆）连续从德国返程，总共10班次，将这批进口
整车安全、高效地运达了园区。11 月 8 日，这
批奔驰进口车经重庆清关后，已经全部运送至
广州。

记者了解到，国际物流枢纽园区是重庆整
车进口的重要区域，该园区正积极优化重庆
整车口岸建设，拓展整车进口产业链。目前，
保时捷、大众、雪铁龙、宝马、路虎、奥迪、奔
驰、林肯、丰田、福特、沃尔沃、宾利等十余大
主流品牌车系均已加入口岸“豪华套餐”，今
年 10月，口岸整车进口量突破了 1900 台的单
月极值。该口岸今年的进口总量预计会突破
12000辆。

1500台奔驰进口车抵渝 刷新单批整车进口最大纪录
重庆商报-上游新闻记者 孙琼英

11月 17日，紫光集团举行的第二
届NAVIGATE创客节在重庆成功举
办。分析人士称，紫光集团在渝举办
这种高规格赛事，表明其推进在渝布
局、以协同创新打造开放平台、形成

“产学研用”一体化融合生态的决心。
本届 NAVIGATE 创客节由重庆

经济技术开发区管委会、重庆市南岸
区人民政府、紫光集团主办，重庆市科
技局、重庆市招商投资局、重庆邮电大
学等政府、高校及企业领导，以及进入
决赛阶段的各创客团队参加了开幕式
和颁奖典礼，并共同见证了各项赛事
获奖者的诞生。

据了解，以NAVIGATE创客节为
契机，紫光集团将携旗下新华三集团、
紫光华智等企业，与重庆方面共同推
进技术人才生态建设，发展壮大中国
智谷·环重邮创新创业生态圈，积极推
进 5G、人工智能、智能视频等前沿技
术的应用开发和落地。同时，新华三
集团基于逐步完善的创客生态体系，
携手合作伙伴提升技术生态建设，以
技术培训与认证、人才招优以及创新
扶持等手段加强人才培养，构建新华
三开放、领先的开发者生态。

拥有400年历史，以27.7亿元品牌价值位居
全国地方猪品牌榜首的荣昌猪，将得到有效地
保护，以保障其“血统纯正”。11月 18日，占地
约50亩的琪金·荣昌猪资源保护场在荣昌正式
开工，系荣昌猪智能化生态养殖示范基地其中
的一部分。

据悉，该保护场设有生产、生活管理及粪污
处理三大功能区，配套建有电子饲喂站、同步安

装自动控温系统、除臭系统、物联网应用及大数
据服务等智能化软硬件设施设备，满足“人畜分
离、干湿分离、集中饲养、封闭管理、数据跟踪、
全程溯源“的标准化养殖。据了解，琪金·荣昌
猪资源保护场项目建成后，会让荣昌猪遗传资
源得到有效保护，并为后续科研提供条件。据
悉，资源保护场设计饲养规模为600头基础能繁
母猪、120头后备母猪、6个血缘24头种公猪、12
头后备公猪。

据重庆琪金食品集团公司董事长林其鑫透

露，资源保护场的建设，只是荣昌猪智能化生态
养殖示范基地的一部分。该集团还将迅速启动
荣昌猪扩繁场和育肥场项目建设。两个项目建
成后，其中扩繁场拟设计规模为常年能繁母猪
存栏4800头、公猪200头，年出栏仔猪10万头；
育肥场规模为年出栏商品猪10万头。

同时，该集团还将投资建设肉类加工服务
产业园，并在全国开设 1000 家“琪金·荣昌
猪”专卖店，助力荣昌区特色畜牧产业实现跨
越式发展。

吵架、斗殴、偷盗……不管是群众
纠纷问题，还是治安问题，大渡口区八
桥镇逸景社区居民的脑海里已经形成
了“有事就找治安调解巡逻服务队”的
意识，因为这支服务队能第一时间为
居民解决大小事情，被群众称赞为“社
区110”。

今年年初，逸景社区在开展“入
户走访听民生”活动中，一些居民反
映小区物业管理人手紧缺，于是想在
原先物管巡逻队的基础上，再组建一
支居民巡逻队，希望以此改善社区治
安状况。今年 6月份，一支由居民党
员、网格员、热心群众组成的治安调
解巡逻队正式上岗了。这支队伍共
有30名志愿者，主要任务是巡视并查
问小区附近的可疑人员，分时段在案
件高发地段加强巡逻，有效排除了多
种隐患。

“社区110”
点亮居民身边的“平安灯”

重庆商报-上游新闻记者 韦玥

“现在把灯安上了，我们出行方便
了。”昨日，崭新的路灯分别安置在大
渡口区新山村街道的沪汉社区新山村
368 号、370 号和 424 号的楼栋入口，
那一束束明亮的灯光照亮了百余户居
民的心。

据悉，新山村368号、370号和424
号属于老旧小区。1个月前，社区工作
人员在一次夜间入户走访时发现，傍
晚后便很少有居民在楼下散步玩耍，
走进楼梯口时漆黑一片。在结束走访
时，居民建议：“能把我们楼栋门口的
灯光弄亮就好了。”考虑到安全隐患，
沪汉社区第一时间在无灯的楼栋门口
张贴了温馨提示，并结合当下正在开
展的“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
及时召开院坝会，集中收集居民意见，
针对性地解决了这一难题。

社区安路灯
照亮老旧小区居民心

重庆商报-上游新闻记者 韦玥

为不断增强辖区学校师生抵御和
应对突发事件的能力，切实预防各类
校园灾害事件的发生，昨日，渝北区龙
溪街道武陵路社区联合辖区一高校，
开展了一场集教育性、趣味性与实操
性为一体的“消防安全进校园”系列教
育活动。此次活动特邀请专业的消防
宣传员，采取“理论+实践”的模式为师
生们进行了培训。其间，宣传员结合
近年来我国典型火灾案例，用通俗易
懂的语言向学生们讲解了火灾预防措
施、初期火灾扑救步骤、应急逃生技能
和自救互救原则等消防安全常识。

消防安全进校园
共筑平安防火墙

重庆商报-上游新闻记者 郑三波

荣昌猪启动遗传资源保护 未来年出栏商品猪10万头
重庆商报-上游新闻记者 徐勤

重庆商报-上游新闻记者 彭萍

商报图形 李璐 制

重庆商报-上游新闻记者 黎静 刘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