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三峡新能源巫山两坪
农林光互补项目位于巫山
三溪乡、两坪乡，由中国三
峡新能源集团（股份）有限
公司投资建设，总投资约
15亿元，装机规模18.2万
千瓦，为全国最大的山地光
伏发电项目。该项目建成
并成功发电后，不仅对全市
节能减排起到了较大促进
作用，还探索出一条“新能
源+就业”的绿色发展新路。

提供20万个工日的劳务岗位

去年年初，巫山两坪农林光互补项目首批
机组正式并网发电。项目规划年发电量约1.8
亿千瓦时，可减少煤炭消耗和二氧化碳排放约
5.4万吨、19.8万吨，对全市节能减排有较大促
进作用。

据了解，项目还探索出了一条“新能源+
就业”“新能源+农业”产业扶贫新模式。建
设过程中提供了约20万个工日的劳务岗位，
投产后将场区除草、防火、防地质灾害等工作
委托给周边12个村委会管理，增加当地税收
和租金收益约 1500 万元/年，成为盘活当地
人力资源的引擎。项目还以光伏农业大棚的
形式，将当地传统的农业产品改造为中草药、

羊肚菌等高经济附加值作物，有效盘活了闲
置土地资源。

同时，背靠巫山县丰富的旅游资源优
势，当地还依托农业光伏区域定制了观光产
业远期规划，以求在未来形成“一产生态农
业、二产风光发电、三产旅游观光”协同发力
的态势，将生态效益、经济效益、社会效益进
行全面整合，为地方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厚植
出全新动能。

截至目前，我市17个区县与三峡集团签
订了合作协议，其中梁平、巫山、巴南、江津、
潼南、沙坪坝等6个区县及广阳岛项目已落地
实施，总投资额约156亿元。

能耗“双控”有望超额完成

“十三五”以来，我市高度重视节能减排工
作，紧紧围绕国家下达的能耗“双控”目标，以
提高能源利用效率为核心，把节能减排作为优
化产业结构，促进经济发展高质量转变的战略
任务加以落实。我市还加强节能审查和重点
领域节能管理，推动全市能源消耗强度实现整
体较快下降，能源消耗总量增长幅度保持在合

理区间。
我市狠抓重点领域节能降耗，在工业领域

实现了对全市214家重点用能企业“百千万”
行动现场评价全覆盖，在水泥、电力等行业开
展能效领跑评选活动。至2019年底，共关停
5.1万千瓦煤电落后产能。

实 施 重 点 用 能 企 业 能 效 赶 超 三 年 行
动，对 153 家重点用能企业进行限额达标
跟踪检查，推进在线监测系统建设，强化对
重点用能设备的能效监测。2018-2019 年，
安排财政专项资金对 208 家重点用能企业
实施节能低碳绿色生产监测评估。组建中
国（重庆）石油天然气交易中心、重庆电力
交易机构，实施跨区水电用电权交易，建立
能源有偿使用和交易机制。

全市 2019 年单位GDP能耗较 2015 年下
降 15.8%，预计能顺利完成“十三五”下降
16%的目标。同时，我市能耗“双控”工作成
绩突出，2016-2018 年连续三年在国家能耗

“双控”考核中被评为“超额完成”等级，
2019 和 2020 年均有望达到“超额完成”，将
成为全国为数不多连续五年超额完成任务
的省市之一。

新能源+ 这个加法有效盘活当地资源

重庆商报-上游新闻记者 陈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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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投资216亿元 江北机场 项目获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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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键直达！双城经济圈实现税款跨省电子缴库

代表调研助力人居环境整治

近日，江津区吴滩镇人大主席团组织区、
镇人大代表30余名到吴滩镇西街滨河公园
调研，以实际行动为改善农村人居环境作出
表率。

代表们在西街滨河公园实地感受农村人
居环境对美丽乡村发展、推动乡村振兴的重
要性。为了充分发挥人大代表的影响力，代
表们通过院坝会、实地视察等方式充分了解
本镇工作实际，同时结合学习调研活动所见
所闻形成意见建议，为党委政府决策提供参
考。本次调研活动搜集意见建议5条。吴滩
镇人大主席团要求广大区、镇人大代表结合
各自工作岗位，将农村人居环境整治有关内
容纳入村规民约，引导群众自觉形成爱护环
境的良好习惯。积极作为，真抓实干，充分发
挥人大代表的带头作用。

重庆商报-上游新闻记者 郑三波
通讯员 李竞一

重庆商报-上游新闻记者 陈瑜

广告

重庆渝康资产经营管理有限公司拟对北汽银翔汽车有限公司等9户企业债权进行处置，现予以公告。债权基本情
况：截止基准日2020年6月30日，债权合计为382,240,823.92元。该资产包总计9户15笔，债务人主要分布在重庆地
区，资产位于重庆市，抵押资产以土地使用权为主。资产包中每户债权的详细情况请具体参见我公司对外网站，网址：
http://www.amc023.com。

交易条件为：投资者信誉良好，能够按重庆渝康资产经营管理有限公司要求支付转让价款，并能够接受债权资产存
在的瑕疵及购买债权所带来的风险，交易资金来源合法。

对交易对象的要求为：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支付能力的法人、组织或自然人，且以下人员不得购买：国家公务
员、金融监管机构工作人员、政法干警、资产公司工作人员、国有企业债务人管理层以及参与资产处置工作的律师、会
计师、评估师等中介机构人员等关联人或者上述关联人参与的非金融机构法人，以及与参与不良债权转让的资产公司
工作人员、国企债务人或者受托资产评估机构负责人员等有近亲属关系的人员。

处置方式：拟以公开处置方式对外转让本次公告资产，包括但不限于拍卖、公开竞价、竞争性招标等方式。
公告期限：自本公告发布之日起20个工作日止。
受理征询或异议有效期：自本公告刊登之日起20个工作日内，如对本次处置有任何疑问或异议请与重庆渝康资产

经营管理有限公司联系。
特别提示：以上资产信息仅供参考，具体信息以相关债权资料及法律文件为准。本公告仅具有要约邀请的效力，本

公司有权自行解除该要约邀请或按照实际情况对拟处置资产进行调整。
联系人：彭先生
联系电话：13594250167
公司网址：http://www.amc023.com
联系地址：重庆市江北区金融城3号T1栋24楼
对排斥、阻挠征询或异议的举报电话：（023）65856590乔先生

重庆渝康资产经营管理有限公司
2020年11月24日

重庆渝康资产经营管理有限公司关于对北汽银翔汽车有限公司等9户债权资产包的处置公告

据重庆市统计局数据，1-10月，重庆全
市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实际增长 5.0%
（以下增加值增速均为扣除价格因素的实际
增长率）。39个大类行业中有26个行业增加
值同比增长。

分三大门类看，1-10月，采矿业增加值
同比增长 0.1%，制造业增长 5.6%，电力、热
力、燃气及水生产和供应业增长1.1%。

分经济类型看，1-10月，国有及国有控
股企业增加值同比增长7.5%；股份制企业增
长 3.6%，外商及港澳台商投资企业增长
13.7%；私营企业增长2.6%。

分行业看，1-10月，39个大类行业中有
26个行业增加值同比增长。支柱产业中，汽
车产业增长9.7%，摩托车产业下降2.5%，电
子产业增长13.3%，装备产业增长1.5%，医药

产业增长3.5%，材料产业增长5.4%，消费品
产业增长0.7%，能源工业增长0.7%。

分产品看，1-10 月，392 种主要产品中
194 种产品产量同比增长。汽车同比增长
12.3%，摩托车增长0.2%，微型计算机设备增
长 16.4% ，打 印 机 下 降 57.3% ，手 机 下 降
22.9%，液晶显示屏增长 31.2%，钢材增长
6.7%，铝材增长0.9%，水泥下降4.1%。

据悉，1-10月，规模以上工业企业产品
销售率为 97.7%，同比持平。规模以上工业
企业实现出口交货值3525.24亿元，同比名义
增长15.1%。

此外，2020 年 1-10 月份，重庆固定资
产投资（不含农户）同比增长 3.3%。其中，
民间固定资产投资增长 0.1%。全市实现
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 9454.78 亿元，名义
同比下降 0.7%；扣除价格因素，实际下降
3.2%。

日前，国家发展改革委正式批复江北国际
机场T3B航站楼及第四跑道项目可行性研究
报告。这个总投资216亿元的项目建成后，江
北国际机场将拥有四条跑道，居全国前列。

2017年8月，T3A航站楼及第三跑道建成
投用后，江北国际机场具备了年旅客吞吐量
4500万人次、年货邮吞吐量110万吨、年飞机
起降量37万架次的保障能力。2019年底，江

北国际机场已实现年旅客吞吐量4478.7 万人
次，提前达到设计预期水平，预测到 2025 年
机场年旅客吞吐量将达 7500万人次，实施江
北国际机场 T3B 航站楼及第四跑道项目迫
在眉睫。

2019年我市启动了江北国际机场T3B航
站楼及第四跑道项目前期工作，目前项目可行
性研究报告顺利获批，可实现年内开工。

该项目批复总投资约216亿元，其中，机场
工程投资约211亿元。将在江北国际机场第三

跑道东侧新建长3400米、宽45米的第四跑道
及相应滑行系统，以及总面积 35万平方米的
T3B航站楼及 148个机位的站坪；同时，配套
建设空管工程和供油工程，并对T1航站楼进
行改造。

项目建成后，江北国际机场将拥有四条跑
道，跑道数量居于全国前列。同时，年旅客吞
吐量8000万人次、年货运吞吐量120万吨、年
飞机起降量58万架次的设计标准。

市发展改革委有关负责人表示，该项目将

大幅提高江北国际机场的综合保障能力和服
务水平，提升江北国际机场辐射周边和链接国
际的能力，增强对外开放窗口作用，建成以重
庆为核心、辐射“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的
现代化国际航空枢纽，促进内陆开放高地建
设，支撑在西部地区带头开放、带动开放。同
时，还将进一步提升中新战略性互联互通水
平，通过发挥重庆、新加坡航空枢纽的基础性、
先导性作用，支撑人流、物流、资金流、信息流
双向开放、双向流通。

近日，在大渡口区茄子溪街道退役军人
服务站专题学习工作推进会上，街道所辖各
社区服务站工作人员集中学习了《退役军人
保障法》。

街道退役军人服务站负责人引用退役军
人事务部等官方评论员文章，深入浅出地对
退役军人保障法意义、主要内容、亮点等方面
进行了分享学习。随后，各社区服务站结合
实际工作中的案例对《退役军人保障法》中涉
及的移交接收、退役安置、教育培训、就业创
业、抚恤优待、褒扬激励、服务管理和法律责
任进一步深入讨论。与会人员纷纷表示，《退
役军人保障法》是我国第一部全面规范退役
军人事务工作的法律，涉及退役军人权益的
方方面面，为退役军人工作提供了基本的法
律依据。

街道集中学习保退役军人权益

重庆商报-上游新闻记者 韦玥

近日，大渡口区春晖路街道锦凤社区的
志愿者带着衣物等慰问品，来到区智残人寄
养园开展了“爱的守护”主题活动，为智残人
群体送去温暖和关爱。

据悉，作为大渡口区唯一一家智残人
寄养园，这里的智残人大多都是患有脑瘫、
自闭症及智力障碍的儿童和成人。心智障
碍使他们无法正常融入社会，也无法独立
生活。一开始，志愿者有些不适应。但很
快就被慰问对象的热情和灿烂的笑容所感
染，主动拉着他们的手互动交流。虽然疾
病使大多数智残人无法清晰表达自己的想
法，也无法完全明白大家说的话，但从脸上
表情可以看出他们此时的快乐。同时，志
愿者鼓励家长们要以积极的心态面对生
活，努力克服困难和挑战，为儿童的成长创
造良好的家庭环境。

11 月 20 日，国家税务总局重庆市税务
局、国家税务总局四川省税务局、中国人民银
行重庆营业管理部、中国人民银行成都分行
等四部门联合印发《关于在成渝地区推行税
收跨省电子缴库的通知》，在成渝地区双城经
济圈内实行税款跨省电子缴库（简称“跨省缴
库”），从此，川渝两地纳税人跨省缴库可以

“一键直达”，享受同城待遇。
据悉，在“跨省缴库”功能推出前，纳税人

在川渝地区跨省经营、跨省纳税时，需要通过
将税款汇入指定的异地中间专户等方式实现
缴库，存在入库环节多、链条长、耗时长等不
足。

“跨省缴库”功能推出后，信息“跑路”代
替了人员“跑腿”，纳税人通过电子税务局便
可足不出户以电子方式将税款跨省直接缴入
国库。

国家税务总局重庆市税务局收入规划核
算处副处长陈超介绍，为服务成渝地区双城
经济圈建设，川渝地区税务、人行四部门构建

合作机制，创新推出“跨省缴库”新模式，实现
了川渝两地“缴库一体化、流程电子化、业务
标准化”，大幅提升两地税收缴库的便利化程
度。

目前，共有工商银行、建设银行、中国
银行、交通银行、民生银行、招商银行、兴
业银行、上海浦东发展银行、重庆银行等 9
家银行在川渝地区的机构正式推行了“跨
省缴库”业务，其他商业银行也将在测试后
陆续上线，不断提高业务覆盖面，惠及更多
纳税人。

重庆商报-上游新闻记者 孙琼英

T3B航站楼
第四跑道

“爱的守护”为智残儿童送关爱

重庆商报-上游新闻记者 韦玥

前10月重庆规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5.0%
重庆商报-上游新闻记者 孙琼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