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车站安装便民座椅
亲民意还暖人心

“我们老年人腿脚不好，现在座椅就
安装好了，这下终于不用站起等车了。”
近日，大渡口区人大代表王东梅在听民
心、解民忧入户走访过程中，了解到高龄
老人因在诗情广场等车时久站后腿脚
痛，急需在车站安装一些座椅，以便缓解
等车的不适。经多方协调，相关部门在
诗情广场车站安装了 2把座椅，切实改
善辖区居民的生活居住出行环境。

重庆商报-上游新闻通讯员 邵丹

重庆商报-上游新闻记者 侯佳

为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
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
话精神，7月20日，大渡口区九宫庙街道在
百花社区举行思源故事会微宣讲，吸引了
辖区60余名居民群众积极参与其中。

活动现场，来自九宫庙街道、庹家坳
社区、百花社区的工作人员结合“七一”
重要讲话精神，为居民带来了题为《不负
时代 不负韶华》《同是一颗心 共画同
心圆》的演讲，共同回望中国共产党团结
带领中国人民取得伟大成就的光辉历
程，并结合工作实际，展望未来，开拓进
取，激励大家永远跟党走。不仅如此，九
宫庙街道党建办还表演了话剧《绣红
旗》，深刻缅怀革命先烈，让居民群众受
到了一次深刻的党史教育。

思源故事会微宣讲
学习贯彻“七一”讲话精神

重庆商报-上游新闻记者 韦玥

“重庆美食之都”名片
越来越靓

在这半年时间里，重庆餐饮市场呈
现出百家争鸣的态势。

日前，记者前往涪陵，打探我市首个
复合调味料智慧化工厂“聚慧餐调”。
相比于其他复调生产基地的半机械化、
半自动化，聚慧餐调智慧工厂实现了无
人化生产、包装，其自主研发的超釜体
系引入了“阀阵系统”管理、以“DCS中
央控制系统”实现工厂的自动化管理，
其共申报了7项工艺和技术专利，创下
行业多个“第一”。

相关负责人介绍，聚慧餐调涪陵智
慧工厂一期面积 34000 平方米，拥有 8
条自主核心技术的现代化智能生产及
包装线，全线汇集 10000+传感控制点
位，每天有超 20 万条信息数据反馈给
中控系统，以精准地数字化呈现生产全
流程，投产后预计年产能超10万吨。

除此之外，陶然居数字科技智慧餐
吧建成投用5家，刘一手火锅境外新开
门店5家，中国·重庆现代餐饮产业园新
落地企业12家；国际美食名城储备市级
项目15个、区县级项目42个。唱响“川
菜渝味”品牌，五斗米、多美佳等在四川
发展良好，杨记隆府在云南、周师兄火
锅在上海等发展加快；霹雳火单店日单
量超万，全国烧烤外卖第一；11家企业
入选全国餐饮TOP100。

上半年，全市居民生活服务业新
增市场主体 5.59 万家，累计达到 43.55
万家。

营商环境优化新业态
发展活跃

重庆实施生活服务数字化赋能计
划，餐饮在美团 2.6 万家、饿了么 2.4 万
家，住宿在携程有6000多家，家政在58
同城超过200家，重庆平台啄木鸟在全
国有 28 家子公司、市内有门店 30 个。
全市限额以上住宿和餐饮业通过互联网
实现的餐饮收入同比增长72.8%，两年
平均增长39.1%。

为了让经营环境持续优化，重庆
市商务委编制完成《重庆市国际美食

名 城 建 设 实 施 方 案（2021-
2025 年）》，出台《重庆老字号

认定管理办法》。响应“在渝过年”号
召，组织美团、阿里等集合 1000 家门
店开展送年夜饭到家活动，美团平台
除夕当天外卖订单量居全国第五、西
南第一；联动 58 同城到家精选，组织
150 多家企业、4000 余名服务员开展
家政保供行动。

为推进家政信用体系建设，475 家
家政企业、61231名服务人员注册商务
部家政服务业信息管理系统。

除此之外，我市组团参加全国第
一届米粉节，有效提升重庆小面产业
链、价值链。加强绿色饭店、钻级酒
家、星级农家乐等标准宣传，修订《重
庆沐浴保健服务标准》。贯 彻 落 实
习近平总书记反对餐饮浪费指示精
神，推动反对餐饮浪费、厉行勤俭节
约、促进行为文明走深走实。

7月21日，市商务委发布消息，为顺
应居民消费新期待，加快发展社区商业，
推进便民生活圈消费便利化，目前我市
建成便民生活圈 202个，连锁经营比重
达40%。

相关负责人介绍，围绕便民利民，按
照已建居住区实现便民生活圈全覆盖目
标，指导编制好便民生活圈规划。推动
便民生活圈配齐社区综合超市、菜市场
等10种基本保障类业态和2种以上品质
提升类业态。突出连锁比重，目前我市
建成便民生活圈 202个，连锁经营比重
达40%。

同时，推进便民生活圈消费品质
化。引导区县规划一刻钟便民生活圈，
打造高品质生活新地标，洪崖洞美食街
入选全国社区便民服务体系重点案例，
沙坪坝区依邻依里社区荣获“全国社区
商业服务示范街区”称号。

提升商业网点能级，先后改造、新建
标准化菜市场600多个，支持1247个菜
市场禽肉经营摊点配备冷链设施、配备
率78%。出台《关于开展便利店品牌化
连锁化三年行动的通知》，实施“数字服
务商户扶持计划”“数字赋能实体零售帮
扶行动”，支持建设城市末端快递公共取
送点。

推进便民生活圈建设协同化。市政
府先后出台发展社区商业、完善公租房配
套商业等政策文件；开展网上业态需求调
查和便民生活圈满意度调查，引导市场主
体“进社区”。培育示范龙头骨干企业，带
动各类社会资本发展便民生活圈。

相关负责人介绍，我市现代服务业
加快发展。全市第三产业增加值同比
增长 12.9%，两年平均增长 6.5%，比一
季度加快0.9个百分点。1-5月，全市规
上服务业企业 3801 家；实现营业收入
1926.45 亿元，同比增长 33.6%，高于全
国平均水平 1.7 个百分点，两年平均增

长 11.2%；实现营业利润 149.8 亿元，同
比增长164.3%，两年平均增长12.6%。

推进服务业扩大开放综合试点。国
务院批复同意重庆开展服务业扩大开
放综合试点，商务部印发《重庆市服务
业扩大开放综合试点总体方案》，建立
服务业扩大开放综合试点“1+9+N”工
作机制，分解试点86项任务。

推进现代服务业发展。推动出台《重
庆市支持服务业集聚区加快建设若干政
策措施》，涉及优化管理服务、加大税收支
持等5个方面16条；评选战略性新兴服务
业集聚示范区8大类33个，我市有服务业
集聚示范区56个。引领发展数字服务、
体验服务、共享服务、健康养老等新兴服
务业，拓展行业发展新空间。

相关负责人称，接下来，我市居民
生活服务业将突出政策引领、示范带
动、活动推动，深入推进国际美食名城、
城市一刻钟便民服务圈建设，助力我市
居民服务业高品质多样化发展。

日前，由中国电子技术标准化研究
院指导，数字政府建设服务联盟主办的

“第 14 届电子政务（数字政府）高峰论
坛”在北京举行。

会上，来自重庆的生物链林隔空网
络科技公司总裁、亚洲区块链产业研究
院研究员、成都信息工程大学产业互联
网研究院副院长、区块链联合实验室主
任吴勇，作了主题演讲《移动区块链赋能
数字政府打造智慧城市》。

随着数字技术的快速发展，作为核
心技术自主创新的重要突破口，正促使
各国加快布局区块链技术发展。我国在
此方面亦是颇为重视。

6月 7日，工业和信息化部、中央网

络安全和信息化委员会办公室联合发布
《关于加快推动区块链技术应用和产业
发展的指导意见》，拟到2025年培育3-5
家具有国际竞争力的骨干企业和一批创
新引领型企业，打造3-5个区块链产业
发展集聚区。

“产业区块链迎来加速发展契机。”
在吴勇看来，区块链综合了分布式账本、
非对称加密、共识算法、智能合约等关键
技术，在促进数据共享、优化业务流程、
降低运营成本、提升协同效率、建设可信
体系等方面具有技术优势，在跨部门协
作、多环节业务、低成本信任等场景有广
泛应用。

其中，生物链林生态服务的名家
物业集团，为推动智慧社区数字化转
型落地，利用移动区块链底层技术新
工具，积极探索创新，以移动区块链赋

能智慧社区治理，打造数字化生态社
区治理模式，有效调和不同利益相关
者的矛盾，解决现阶段存在的居民参
与度低等痛点，用移动区块链技术构
建的数字化商城，提供物业公司数字
化治理解决方案，居民能便捷地获取
丰富的社区服务。这项使用移动区块
链赋能智慧社区的案例获得论坛专家
的肯定。生物链林荣获“数字政府最
佳实践奖”。

以隔空网络科技为例，近年来，该公
司建立“重庆市制造业区块链创新中
心”，搭建数字有机体+生物链林的集成
演示环境，打造区块链开源社区。目前，
正与各行业头部企业成立行业链，在金
融、民生、政务、能源、农业、智慧旅游、医
疗大健康、工业数字孪生等领域形成产
业架构及商业模式。

重庆已建便民生活圈202个 连锁经营比重达40%
重庆商报-上游新闻记者 侯佳

移动区块链咋助力打造智慧城市？听专家怎么说
重庆商报-上游新闻记者 郭欣欣
实习生 何昊颐

7 月 21 日，重庆市商务委发布消
息，上半年我市餐饮收入 1007.64 亿
元，同比增长51.7%，高于全国平均水
平3.1个百分点，两年平均增长12.8%；

纳入 GDP 核算的餐饮业营业额
935.32亿元，同比增长39%，两年

平均增长12.9%；住宿业营
业额166.14亿元，同比
增长 45.4%，两年平均

增长6.6%。

7月 21日，工信部公布了2021年上
半年通信业经济运行情况。2021年上半
年，电信业务收入累计完成7533亿元，
同比增长8.7%，增速较一季度提高2.2个
百分点。按照上年不变价计算的电信业
务总量为8045亿元，同比增长28.3%，增
速较一季度提高0.9个百分点。

今年上半年电信业务
收入同比增长8.7%

重庆商报-上游新闻记者 郑三波

商报图形
秦刚 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