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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18日下午，第十五届中国电子信
息技术年会“智慧芯片与硬件安全专题论
坛”上，院士专家、企业家纷纷围绕智慧
芯片如何“赋能”产业发展，建言献策。

本场论坛上，清华大学教授、中国
电子学会会士魏少军，浙江大学教授、
中国工程院院士吴汉明致辞，7 名行业
专家带来了《密码技术的发展与开放》
《汽车智能芯片助力共建产业生态》等
精彩报告分享。

“硬件软件化数字化已成为趋势，芯
片安全、计算机安全、网络安全、存储安
全，都变成数据安全，只有密码才能在开
放的网络中保护数据安全。”中国科学院
大学教授荆继武在报告中提到，数字经济
时代，网络命运共同体已形成，主权仍是
国家和民众的需求，因此靠密码重塑边
界，保护数字主权尤为重要。

随着物联网的迅猛发展，安全防护
也成了行业一大难题。海康威视副总

裁、研究员王滨结合企业实际情况，对安
全加密芯片如何构建安全物联网作报告
分享，并展示优秀案例、产品安全架构等
方面内容。

复旦大学教授刘琦和南京大学特聘
教授王中风从专业角度出发，以详实数据
和专业理论，阐释了忆阻器的神经形态计
算与安全芯片应用以及适配稀疏神经网
络的加速器设计。

“汽车智能芯片超越手机芯片，将成
为半导体行业最大的垂直市场。”地平线
联合创始人&CTO黄畅在报告中提出，
自动驾驶和智能汽车将成为下一个计算
的“战场”，而自动驾驶数据量高速增长
对AI算力的需求巨大，将软硬结合打造
极致效能，定义人工智能计算的“新”摩
尔定律成为汽车智能芯片行业的新命题。

纽创信安CEO樊俊锋在报告中称，

目前芯片安全还面临什么是“硬件可
信”、安全核签方法学、供应链安全、安全
标准滞后等挑战。中科院计算所研究员
韩银和从智能计算机的实现途径、新一代
专用智能计算机的研发思路等方面进行
报告分享。

最后，4名专家围绕“我国芯片技术
与产业的未来发展”主题开展圆桌论坛，
就高校如何助力芯片技术研发、企业如何
推动芯片产业健康有序发展、互联网造芯
等问题进行热烈探讨。

据了解，去年8月，尧芯微半导体（重
庆）有限公司正式落户两江新区金泰智能
产业园，去年10月，重庆市半导体科技馆
在两江新区水土新城开馆。作为中国内
陆首个开发开放新区，两江新区已聚集和
涵盖了IC设计、晶圆制造、半导体封装测
试以及材料、半导体应用研发、半导体支
撑平台等集成电路产业链各个关键环节
的企业，现已形成较为完整的集成电路产
业生态体系，助推重庆电子信息产业智能
升级，加速打造引领时代的“智慧之城”。

又一民企造车失败，资产遭遇司法处置。
5月 14日至 5月 15日，四川腾中福

田专用汽车有限公司（腾中福田汽车公
司）管理人将于在淘宝网阿里拍卖破产强
清平台，对位于四川省什邡市的土地使用
权、房屋建筑物、机器设备、存货等破产
财产，起拍价为2.7774829亿元。

有公开报道显示，腾中福田汽车公司
为“华通系”旗下企业，实际控制人为李
炎，曾拟收购美国悍马轰动资本市场。

记者获悉，此次拍卖的腾中福田汽车
公司名下位于四川省什邡市经济开发区
北 区 的 四 宗 工 业 出 让 用 地 ，面 积 为
82682.8平方米、247898平方米、81603.4
平方米、158770.03 平方米，土地权证编
号均为2011年，合计面积41.21842万平
方米，折合约618.3亩。

还有房屋建筑物15项，包括生产用

房、工业用房、集体宿舍、车间等，共计
158770.03 平方米。其中已办证房产 11
项，已办证建筑面积139,892.39㎡，未办
证4项主体均已完工，室内装修未完成，
尚未进行竣工验收；所属的设备及设施
35项521台套、存货（包括低值易耗品等）
20项 221个（张）、苗木、花台及绿化带。
资产均在经济使用年限，个别设备设施不
能正常使用。

上述财产采用整体拍卖方式，起拍价
为 27774.829 万元，保证金为 27774,829
元；每次竞价增价幅度为10万元。凡具
备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公民、法人和其他
组织均可参加竞买。不过，因自然人购买
可能难以办理工业用地过户手续，如果自
然人仍坚持以个人名义竞买，出现不能过
户情况，责任自负，与管理人无关。

此次拍卖系腾中福田汽车公司资不
抵债，债权人成都希杰科技有限公司、华
蓥市华兴建筑有限责任公司2019年向四

川省什邡市人民法院申请破产清算，法院
裁定腾中福田汽车公司破产清算。

记者获悉，2010年 11月 25日，福田
汽车（600116）公告称，拟与四川腾中重
工全资子公司华锐特车合作，成立腾中福
田汽车公司，生产制造专用汽车。

新的专用车公司注册资本为8000万
元，其中北汽福田以自卸车的改装技术
1000万元、现金1000万元，合计2000万
元出资，占新公司25%股权；华锐特车以
现金3900万元、实物资产1300万元，合
计5200万元出资，占专用车公司65%股
权；腾中重工指定的个人股东以现金出资
800万元，占新公司10%股权。

据四川新闻网2011年报道，2011年
4月 20日上午，腾中福田汽车公司专用
车项目正式开工建设。这一项目填补了
德阳、什邡汽车制造产业的空白。

该生产基地年产2万辆自卸车、半挂
车、普通平板改装车、环卫车、罐类车等

专用车。同时将同期建设销售中心和4s
店，销售各类专用汽车、汽车配件，并对
销售后的产品进行维修服务。项目总投
资达3.8亿元，占地面积为763.67亩。

项目开工后，福田汽车还将利用自
身资源优势，为什邡引入具有实力的汽
车零部件生产企业，最终在什邡建成统
一布局、规划完善的汽车零部件生产基
地，并由福田汽车根据其在西南市场的
布局考虑，在什邡设立专业的销售公司
和售后服务公司，从多方面增加什邡的
利润增长点，带动当地经济的发展。整
个项目预计今年 9月底建成下线，建成
后预计实现年销售收入 24.8 亿元、利税
1.43 亿元、税金 6000 万元，将有效地促
进什邡乃至整个德阳的工业结构调整和
产业升级。

然而理想很丰满，现实却骨感。由于
产品定位、资金链等多种原因，腾中福田
汽车公司市场竞争落败，最终破产拍卖。

“五一”假期临近，从目前来看，
国内热门航线的机票价格，以及热
门旅游城市的酒店价格都呈现出

“量价齐升”的特点，部分航线的机
票平均价格甚至超过了 2019 年同期
水平。有观点认为，“五一”旅游产
品价格上涨一方面是需求激增的结
果，另一方面则是居民旅行消费升
级的体现。

机票均价超2019年同期

同程旅行的机票大数据显示，截
至 4 月中旬的“五一”机票预订情况
表明，4 月 30 日至 5 月 5 日国内民航
出行需求旺盛，机票的平均票价大约
在 800 元（不含机场建设费和燃油
费，下同）左右，其中，假期最后两天
的 平 均 票 价 将 超 过 1000 元 ，超 过
2019年及2020年同期水平。

总体来看，“量价齐升”是今年
“五一”假期国内民航客运市场的一
大特点，而且热门航线的折扣机票大
幅减少，部分航线的折扣票提前一个
月已售罄。

从火车票来看，全国主要城市铁
路客流量从4月28日起将会有明显增
加，到4月30日将会迎来假期前客流
高峰，并将持续至5月1日，返程客流
高峰预计将出现在5月 5日。4月 16
日火车票预售情况显示，“五一”假期
前一天（4月30日）的火车票大部分线
路的车票出现了放票即“秒光”的情
况。同程旅行平台4月30日火车票的

查询量在放票开始前后较4月份普通
工作日暴增了56倍，“五一”假期期间
（5月 1日至 5日）热门方向车票的查
询量也快速上升，整体搜索热度是清
明的9倍。

从需求结构来看，探亲返乡客流
依然是“五一”假期铁路客流主力，同
时，旅游客流的占比将有显著提升。

热门城市酒店价格上涨

热门旅游目的地“五一”期间激增
的需求使得当地酒店客房预订“量价
齐升”——在客流量大幅增长的同时，
酒店平均价格也出现了较大幅度的上
涨，部分地区的酒店平均价格甚至超
过了疫情前水平。

在强劲需求拉动下，热门旅游目
的地的“五一”酒店价格显著上涨。
来自同程旅行平台住宿大数据显
示，在十个酒店价格涨幅靠前的旅
游城市中，最大涨幅超过 200%。分
析认为，“五一”假期的旅游热度与
当地的酒店平均价格高度相
关，表明长假期间各地长线及
过夜客流有显著上升。比如，
扬州世界园艺博览会吸引了
全国各地游客，从而推高了当
地其他旅游接待设施的客流
量及酒店预订量；“五一”期间
《山河令》演唱会在苏州的举
办大幅推高了当地酒店的预
订量；庞大的海岛游及免税购
物游客流则拉高了三亚的假
期客流量，同样也推高了当地
酒店的价格。

国内游消费呈现升级趋势

同程研究院首席研究员程超功分
析时认为，在境外疫情形势依然严峻
的情况下，国内旅行对于出境旅行的
替代效应继续深化，一方面体现在需
求增量的持续释放，另一方面则是消
费升级的整体趋势。今年“五一”假期
旅行消费从交通、住宿到旅游线路均
出现了不同程度的价格上涨，除了需
求激增的因素外，需求结构中高品质
产品占比的提升也是重要原因，即人
们更多地选择飞机出行，旅途住宿更
多地选择高品质的精品度假酒店、度
假别墅等等。

在出境邮轮完全停摆的情况下，长
江内河游轮正在逐步接棒相关需求。
例如，5月1日从上海出发至重庆的豪
华长江游轮线路的价格达5200多元，
已经超过疫情前中短途出境豪华邮轮
的价格水平。旅游线路方面，“五一”期
间人数更少、价格更贵的品质团、家庭
小包团产品等高品质线路很受欢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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招租公告 重庆驿满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现有以下房
屋对外公开招租，具体信息如下：1.重庆市渝中区邹容
路第120号-59号房屋（招租面积129.40㎡），租金价
格面议，租赁期限5年，履约保证金为3个月租金，从
第二年起租金单价在上一年基础上逐年递增2%，采取
预付方式，按季度支付；2.重庆市沙坪坝区小龙坎正街
370号附1、2号及372号附4号（招租面积96㎡），租金
价格面议，租赁期限3年，履约保证金为3个月租金，
从第二年起租金单价在上一年基础上逐年递增5%，采
取预付方式，按季度支付；3.重庆市沙坪坝区陈家湾鑫
源大厦4楼（招租面积204㎡），租金价格面议，租赁期
限5年，履约保证金为3个月租金，从第二年起租金单
价在上一年基础上逐年递增2%，采取预付方式，按季
度支付；4.重庆市沙坪坝区青木关镇新青路126号（招
租面积73㎡），租金价格面议，租赁期限5年，履约保证
金为3个月租金，从第二年起租金单价在上一年基础
上逐年递增 2%，采取预付方式，按季度支付；
联系人：秦老师，电话：67683901.2021年 4月 19日

招租公告 重庆巴驿公共交通站场管理有限公司及
重庆龙头寺公共交通站场管理有限公司现有以下房
屋对外公开招租，具体信息如下：1.重庆市九龙坡区
二郎站场站务楼一层房屋（招租面积83㎡），租金价
格面议，租赁期限5年，履约保证金为3个月租金，从
第二年起租金单价在上一年基础上逐年递增3%，采
取预付方式，按季度支付；2.重庆市九龙坡区石桥铺
山林村30号附5号（招租面积44㎡），租金价格面
议，租赁期限1年，履约保证金为3个月租金，采取预
付方式，按季度支付；3.重庆市北碚区城南公交站场
站务楼底层-4号及背街房屋（招租面积73㎡），租金
价格面议，租赁期限3年，履约保证金为3个月租金，
从第二年起租金单价在上一年基础上逐年递增3-
5%，采取预付方式，按季度支付；、4.重庆市渝北区双
凤桥街道长凯路366号空港公交枢纽站场站务楼第
1层及3层（招租面积426㎡），租金价格面议，租赁
期限3年，履约保证金为3个月租金，从第二年起租
金单价在上一年基础上逐年递增3%，采取预付方
式，按季度支付；5.重庆市巴南区龙洲湾换乘枢纽站
二楼（招租面积470㎡），租金价格面议，租赁期限2
年，履约保证金为3个月租金，从第二年起租金单价
在上一年基础上逐年递增2%，采取预付方式，按季
度支付；6.重庆市渝北区龙头寺南广场业务楼一层3
号、4号房屋（招租面积252㎡），租金价格面议，租赁期限
3年，履约保证金为3个月租金，从第二年起租金单价在上
一年基础上逐年递增2%，采取预付方式，按季度支付；
联系人：秦老师，电话：67683901.2021年4月19日

贵州省仁怀市贵和酒业销售有限公司遗失华润置地（重庆）
有限公司华润中心万象城B1层DB128商铺 赤脉酱酒品鉴
馆收据2张，收据编号：商业0001394，商业0001395，记载
金额￥103410，特此声明作废。由此产生的经济纠纷及其
法律后果由我司承担，与华润置地（重庆）有限公司无关。

清算公告
重庆市九龙坡区贝贝幼儿园，统一社会信用代
码52500107586876869L拟将注销，请相关债
权债务人自登报之日起45日内到本单位清算
组 提 供 有 效 凭 据 ，办 理 债 权 债 务 清 偿
手续。逾期不予受理。特此公告。联系电话：
15310907233 联系人：谷老师 2021年4月15日

●重庆海林风科技发展有限公司遗失中国建设银行重庆两江
高新园支行开户许可证，核准号：J6530024286202，声明作废
● 重庆维志信息科技有限责任公司不慎将开户
许可证（证号：J653009459550）遗失，特声明作废。
● 遗失支泽 500113199101227738 特种设备作
业人员叉车证（档案编号161001001），声明作废
●遗失吴雪琴执业药师注册证50072100241声明作废
●遗失黎欢出生医学证明编号 V500000293 作废
●本人汤晓波，身份证号码310102198110061646
遗失重庆复耀置业有限公司开具的契税收据
一张，票号（0002061），金额：46126.50元，声明作废

遗失重庆渝北段恒超中医诊所公章壹枚
(编号5001127249223)、财务专用章壹枚
(编号5001127249224)、发票专用章壹枚
(编号 5001127249225)、段恒超法人名
章壹枚(编号 5001127249226)声明作废

遗 失 周 良 琼 渝 派 精 品 服 饰 城 各 壹 万 元
认租定金收据 888053、888052、888004 作废
遗失梁懿渝派精品服饰城贰万元认租定金收据
888857、壹仟元装修保证金收据 0016205 作废
遗失杨跃勇渝派精品服饰城各贰万元认租定金888705、888696作废
公告:董三三(身份证号码 5002311
98903031028)，执业证02000050011
280002020000078 已被中国人寿保
险公司解除代理合同，不得再以
我 司 名 义 开 展 保 险 销 售 行 为 。

遗失重庆菜鲜轩商贸有限责任公司营业执
照正副本，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00113
MA600EDL01 及食品经营许可证正副
本，编号:JY15001160154494 声明作废
清算公告：重庆市九龙坡区京翰教育培训学校，统一社会信
用代码：5250010707369148XN拟将注销，请相关债权债
务人自登报之日起 45 日内到本单位清算组提供有效
凭据，办理债权债务清偿手续。逾期不予受理。特此公告。
联系电话：15310907233 联系人：谷老师 2021年4月17日

关于对渝长高速公路扩能项目工程YCTJ5标段洛
碛南互通跨沪渝高速采取单道双通施工的公告

因渝长高速公路扩能项目工程YCTJ5标段洛碛南互通跨
沪渝高速施工需要，经市交通局批准，相关路段将于近期实施
单道双通，现将具体措施公告如下：

一、施工路段：G50沪渝高速K1725至K1730段
二、双通时间及措施：在G50沪渝高速K1725至 K1730段

实施单道双通，预计双通时间为：2021 年 4月 19 日—4月 30
日（夜间18：00至次日6：00）。

三、双通期间通行相关路段的注意事项：如遇雨天或
特殊情况，工期顺延，请广大驾驶员出行前提前注意了解
最新路况信息，择道行驶；通过相关路段前应提前控制车
速、观察路面标志标牌；通行中注意文明驾驶、守法驾驶，
服从高速公路执法人员和工作人员指挥，不得随意超车、
停车。对违反本公告要求的单位和个人，高速公路执法机构
将严格按照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处理。

特此公告！
重庆市交通运输综合行政执法总队高速公路第一支队二大队

重庆渝涪高速公路有限公司
重庆北新渝长高速公路建设有限公司

● 遗失云阳县权鑫货物运输经营部
金税盘编号 661933801529 声明作废

本人肖星港遗失重庆锦奥置业有限公司奥园悦府项目
10幢 5-4房屋购房票据四张如下:定金收据票据号
0000680，金额20000元；首期票据号0000719，金额
85000元；首期二票据号0000720，金额86972元；首期票
据号0000721，金额18394元，本人声明以上收据作废！

广告

“沙沱村处于跳磴镇东南部，毗邻长江，
滨江公路穿村而过，拥有较好的交通区位条
件，有利于种植、乡村旅游等相关产业的发
展。”4月 16日，人大代表李后洪在乡村院
坝会上提到这个发展思路。

李后洪是大渡口区跳磴镇沙沱村村民，
也是沙沱村的一名致富带头人，2016年，他
当选跳磴镇人大代表，在全面乡村振兴中发
挥引领作用，带领全村百姓增收致富。“传
统农业种植收益不大，种植高附加值的农业
产品是沙沱村村民增收的有效途径之一。”
李后洪组织村里带头户外出考察，筛选出了
适合沙沱村种植的优良水果品种“春见”、
优良蔬菜“火葱”，并挖掘集体果园、菜园的
优势，成立沙沱村水果蔬菜种植专业合作
社，实行统购统销，平均每年让村民增收
6000元。

近段时间，借助沙沱村牛栏坝网红热
点，李后洪代表流转村民闲置土地120余亩
土地，成立了堡鼎农业发展有限公司，开展
以水果采摘、钓鱼休闲和餐饮服务为一体的
农业观光旅游，引领沙沱村乡村旅游飞速发
展，为全面乡村振兴作出了贡献。

人大代表引领乡村旅游发展助振兴
重庆商报-上游新闻记者 韦玥

“五一”消费刺激机票、酒店量价齐升
重庆商报-上游新闻记者 谈书

资本大鳄造车失败公司破产 618亩土地等资产司法拍卖
重庆商报-上游新闻首席记者 刘勇 实习生 孙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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