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三届中国西部国际投资贸易洽谈会将于5月20日在国博中心举行

西洽会首设亚洲企业大会重庆峰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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助力成渝双城经济圈建设 推动重庆航空产业发展

国货航重庆-芝加哥B777F全货机开航

社区趣味游园活动增进邻里情

为丰富辖区群众居民的业余生活，
增进邻里关系，日前，大渡口区春晖路街
道锦凤社区新时代文明实践站在社区老
吾老活动室开展了“我健康我快乐老人
趣味游园”主题活动。

“比手力比赛”、“抬乒乓比赛”、“科
普知识有奖问答”、“快乐健身操”等趣味
游戏，吸引了辖区居民的踊跃参与。活
动现场，每个游戏项目都排起了长长的
队伍。据悉，参与活动的居民均得到了
小礼品的奖励。“通过开展此次活动，不
仅营造了丰富多彩的社区文化生活氛
围，增强了居民的幸福感和归属感，还增
进了邻里关系，得到了居民的一致肯
定。”锦凤社区负责人表示。

重庆商报-上游新闻记者 韦玥

“通过这次学习，不仅让我学得了一
技之长，还拿到了职业技能资格证书。”
作为一名待业人员，参加完培训的学员
刘华如是称赞。连日来，针对55岁以下
的失业人员、待业居民，大渡口区春晖路
街道社保所在翠华社区开展了“送技能
到家门口”就业培训活动。

据悉，今年以来，翠华社区通过开展
技能需求调查，筛选出多项实用性强的技
能培训项目，针对技能需求高的群体开展

“菜单式”培训计划。培训结束后，由专业
机构对学员进行技能鉴定并颁发证书。
与此同时，为翠华社区针对失业人员、待
业居民推出了“创新互联网+招聘会”模
式。春晖路街道社保所负责人介绍，接下
来，他们还将为失业人员、待业居民开展
美容美发、月嫂家政、小儿推拿等相关技
能培训，提供“一对一”就业推荐服务。

家门口开培训班免费教居民技能

重庆商报-上游新闻记者 韦玥

重庆商报-上游新闻记者 郭欣欣

2021 年 4月 5日上午 8点 17分，国
货航编号为B2091的CA8447全货机航
班，从重庆江北国际机场起飞前往美国
芝加哥奥黑尔国际机场，标志着国货航
重庆-芝加哥货机航线正式开航。该航
线每周执行1班，使用B777F机型，每周
一8时30分从重庆江北国际机场起飞前
往美国芝加哥，北京时间次日01时15分
抵达芝加哥奥黑尔国际机场。

近年来，重庆电子信息产业迅猛发
展，电子产品出货量持续上涨，给重庆航
空货运市场带来了巨大的机遇。同时，
2020年10月中央审议《成渝地区双城经

济圈建设规划纲要》，提出推动成渝地区
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
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在这样的
大背景下，国货航重庆—芝加哥货机航
班正式运营，对形成优势互补、高质量发

展的区域经济布局，拓展市场空间、优化
和稳定产业链供应链将发挥重要作用。

随着新冠疫情在全球的蔓延以及
“五个一”政策的执行，国际航空货运
运力大幅减少，对防疫物资的运输以及
其他货物的进出口造成巨大影响。面
对疫情，国货航在保持重庆地区货机运
力稳定的同时，还根据市场需求不断增
投法兰克福、洛杉矶、伦敦、迪拜、东京
等客机货班，为打通供应链堵点发挥重
要作用。作为中国唯一载旗飞行的货
运航空公司，国货航始终不断拓展航线
网络，提升运营品质，努力为客户提供
更加优质便捷高效的服务而努力。

重庆商报-上游新闻通讯员 何松林

第三届中国西部国际投资贸易洽谈
会将于5月 20日至 23日在重庆国际博
览中心举行。

西洽会执委办介绍，本届西洽会由
商务部、水利部、国务院国资委、中国侨
联、中国贸促会、重庆市人民政府主办，
主题为“走进西部，洽谈未来”。目前各
项筹备工作正在紧张进行中。

本届西洽会将由系列主题展、论坛、
经贸洽谈、签约等组成，活动紧凑、内容
丰富。展会通过展览、论坛、签约等活
动，搭建招商引资、交流合作、对外开放
的平台，展现重庆以一域服务全局，在西

部地区带头开放、带动开放的具体行动。
届时，西洽会开幕式暨陆海新通道

国际合作论坛将于5月21日上午举行，
以陆海新通道国际合作论坛为主旨论坛
的一系列围绕“共商、共建、共享、发展”
的主题会议和论坛将陆续进行。作为西
洽会重头戏之一的重大项目签约，将在
这期间同步举行。

与此同时，“RCEP与重庆开放”国际
合作论坛、商界重要会议亚洲企业大会
重庆峰会、跨国经营高质量发展论坛高
端对话活动、“一带一路”侨商组织年会
闪耀西洽会。

值得关注的是，亚洲企业大会重庆
峰会为首次举办，将邀请亚洲国家前政

要、知名跨国企业领袖发表演讲。
此外，还有一系列行业主题论坛、推

介会、赛事等吸引企业和市民关注和参
与的活动也将同步进行，其中包括中国
西部地区汽配产业双循环论坛、大健康
产业高峰论坛、重庆—阿尔及利亚经贸
合作推介会、投资洽谈及采购对接活动、

“金卡纳”技巧绕桩赛等。
在主题展览区域，本届西洽会将分设

8个主题展馆，包括重庆展区、国际展区、
区域合作（省区市）展区、成渝地区双城经
济圈展区、名企展区、汽摩产业展区、大健
康产业展区、区域合作（重庆区县）展区。
同期，还将举行主宾国、主宾省、投资洽谈
及采购对接等一系列活动。

2021年春季，正值招聘求职高峰，从
第一季度的情况呈现出今年独有的特
点。昨日，智联招聘《2021 年春季中国
雇主需求与白领人才供给报告》显示，随
着疫情形势稳定，求职者扎堆春招的行
为凸显，本季度招聘职位数同比扩张
61.6%，高于简历投递数增量的增速。

就不同性质企业的竞争指数看，
2021年春季各性质企业提供了较去年更
宽松的求职环境。具体供需上，上市公
司的招聘需求同比扩张88.4%，求职行为
则上涨53.8%，在所有性质企业中增幅最

高；此外，国企、民营企业、外商独资企业
的招聘需求同比增速均过 5成，为人才
带来更多就业机会。

随着疫情影响消退，消费领域逐步
回暖，带动人才需求同比上涨。本季度
招聘职位数涨幅亮眼的行业有中介服
务、娱乐/体育/休闲、酒店/餐饮、零售/
批发。智联招聘人力资源专家分析认
为，娱乐/体育/休闲行业主要受益于疫
后线上消费/娱乐的快速增长，风口下直
播相关岗位增长突出。中介服务行业中
领涨的岗位是房产中介，这首先与去年
以来房地产投资与销售复苏有关，加之
房地产行业人才流动性本身较强，招聘

需求也大幅提高。
此外，与去年第一季度相比，蓝领岗

位招聘求职双端均有明显增长。服装/
纺织/皮革设计/生产、技工/操作工、社
区/居民/家政服务、保健/美容/美发/健
身 岗 位 招 聘 需 求 分 别 较 去 年 扩 张
135.8%、96.3%、89.1%、84.7%，简历投递
行为更是同比猛增 113.8%、141.1%、
217.1%和135.4%。分析认为，由于今年
疫情后生产制造、零售、服务行业迅速反
弹，相应的人才需求也水涨船高，同时零
工经济发展势头向好，求职者对以技能
为驱动的灵活就业模式认可程度增加，
简历投递行为也迎来小爆发。

昨日，市双城办介绍，近日川渝两省
市通信管理局共同公布了《双向合力推
动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信息通信业发展
2021 年工作计划》，明确提出要打造成
渝地区“千兆城市群”，统筹布局大型云
计算和边缘计算数据中心。

根据该计划，今年，川渝两地将在信
息通信业上进一步深化合作。其中，在
通信资费方面，两地将继续推动两地通
信服务资费一体化，在套餐设计、服务内
容等方面加强协同；在5G方面，将稳步
推进5G网络建设和应用，重点围绕成渝
北线、中线、南线及成渝主轴，优先部署
5G网络。

在宽带网络方面，将全面推进千兆
光纤网络覆盖，打造成渝地区“千兆城市
群”；在互联网建设方面，将加快推进基
于 IPv6的下一代互联网部署，构建云网
一体化资源和服务能力。在数据中心建
设方面，将在成渝中轴要素资源集中区
域、产业协同发展区域，统筹布局大型云
计算和边缘计算数据中心。

昨日，来自重庆高新区消息，4月 8
日11时起，中梁山旧隧道将启动病害处
治工程，届时旧隧道将封闭进行施工。
工程施工预计7月中旬前结束。

施工期间，将按照“保出控进”原则
结合早晚高峰拥堵情况实施借道通行，
出城车辆基本不受影响，早晚高峰期进
城车辆可绕行避堵。

“中梁山旧隧道修建年代太久，顶上
铺装的瓷砖经常大片大片地掉落，严重
影响行车安全。同时还有多处渗水、漏
水点，照明设置和消防设置也逐渐老化，
必须进行提档升级。”高速集团成渝公司
总经理王宇介绍，成渝高速中梁山隧道
目前包含4个隧道，双向8车道。

其中，位于中间的两座为旧隧道，从
1995年起正式投入使用，距离现在已经过
去了整整26年。由于存在多处病害，且危
及行车安全，所以必须及时进行处置。

重庆成渝高速公路有限公司养护管
理部经理蒋志军表示，按照计划，从4月
8号上午11时起，中梁山进城旧隧道将
全天封闭处置，施工分两个阶段实施，第

一阶段，中梁山入城旧隧道全天封闭处
置，计划施工工期约47天；第二阶段，中
梁山出城旧隧道全天封闭处置，计划施
工工期约43天，整个工程预计在7月中
旬全部完成。

本次病害处置工程主要包括隧道渗
漏水处置、隧道洞壁原有瓷砖整体剔除并
进行涂装改造、隧道内照明系统改造、隧
道检修道与消防设施综合改造、隧道交安
设施更新以及隧道通信线路整改等项目。

施工期间，中梁山进出城新隧道正常
通行，未施工的旧隧道按照“保出控进”原

则结合早晚高峰拥堵情况实施借道通行。
也就是说，旧隧道执行单洞施工，另

一旧隧道全部改为出城方向，对出城车
辆影响不大，新旧隧道可以照常使用，但
进城只有一个隧道，会受到一定的影响。

按照3月份的车流量来看，中梁山新
旧隧道日均车流量为10.3万余台。上午
高峰期集中在 7:00-9:30，下午集中在
4:30-7:30。施工期间，建议进城的车
主可选择远端通过绕城高速进行绕行，
或者改由华岩隧道、华福隧道、大学城隧
道进行绕行。

疫情趋稳 消费领域回暖带动人才需求上涨
重庆商报-上游新闻记者 谈书

重庆商报-上游新闻记者 郭欣欣

国货航重庆-芝加哥货机航线正式开航

出行注意 中梁山旧隧道今起部分封闭施工

川渝携手打造“千兆城市群”

重庆商报-上游新闻记者 陈瑜

悬崖旋转楼梯 你去打卡了吗？

重庆商报-上游新闻记者 孙琼英

重庆又一新打卡点火了。昨日，重
庆一景区4500度悬崖旋转楼梯的视频，
登上了微博热搜，引起不少网友评论。
据悉，该旋转楼梯位于重庆市涪陵区蔺
市镇泡桐村的山顶，景观的中心为钢管
混凝土结构，圆柱体直径为1米，梯子整
个结构依着山崖而建呈螺旋状被固定在
中间的大圆柱上，自下而上旋转4500多
度，一共有1000多阶楼梯。

悬崖旋转楼梯悬崖旋转楼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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