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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报集团都市传媒出品

昨日，第六届中国（重庆）商品展示交
易会（以下简称渝交会）新闻发布会在市商
务委举行。

总展面积13万平方米

据悉，渝交会定于19日~22日在重庆
国际博览中心举行，以“市民盛宴·城市节
日”为主题。

总展面积13万平方米，设置地方特
色馆、汽车馆等9大展区；邀请到法国、澳
大利亚、俄罗斯、匈牙利等8个国家的领
事机构、国际商协及贸易机构，山东省商
务厅、泸州市商务局、达州市商务局、阿坝
州商务局等兄弟省市、环渝城市商贸主管
部门及市内各区县组团，逾2000家企业
参展。

参展门类涵盖国际国内名品、优质粮
油、家居建材、智能家电、智能穿戴、汽车、

亲子游乐、VR、AR人工智能等前沿科技、
时尚文创产品等。

近百家国际商家集中推广

今年，渝交会携手匈牙利驻重庆总领
馆、法国重庆商会、澳大利亚商会、韩国京
畿道驻重庆商务中心、韩国贸易协会成都
代表处、泰国川渝商会、白俄罗斯明斯克州
驻重庆办事处等领事机构及商协会，组织
该国特色产品、优质产品、时尚品牌、知名
品牌等近100家国际商家集中推广。

同时，渝交会还组织了洋展购、光彩国
际、东方麦芒等进口商品商家进驻N8进口
商品馆，参展企业将携带来自海外的轻奢
类、小家电、母婴用品、美妆个护、食品保
健、生鲜等3000多种跨境进口商品展示展
销。通过开展多种形式商贸、经贸合作，助
推消费升级，提升渝交会国际化水平。

家居建材汽车等有优惠

第六届渝交会将从B2B和B2C两方面
促进消费。一是通过跨界合作、人工智能
等多种集客模式，为大宗消费品销售打造
平台，助力扩大销售。二是对话新商业、新
零售、新锐潮流品牌，邀请商家参与现场直
播访谈、进行路演推介，并邀约各购物中
心、商场、协会等现场对接撮合，为新商业、
新零售企业战略合作牵线搭桥促进招商引
资。三是组织参展企业开展全年最低价惠
民促销，真正让利给市民。

今年渝交会九龙坡展馆引入到首次亮
相重庆、红遍全国的盒马鲜生和钟书阁，给
广大重庆市民带来从100多个国家和地区
飞来的6000+种精选商品和全国最美网红
书店缩影；山东省商务厅携手众多名优品
牌、老字号商家，在渝交会上亮相。

线上线下融合推广

渝交会将通过线上、线下融合推广，提
高体验度和参与度，升级传统消费，培育消
费新业态、新模式、新热点。

线上线下融合消费体验。一是线上联
动市商务委、各区商务局、各参展商家以及
渝交会官方微信公众号、各区县电商平台大
力推广，开展线上推介再到渝交会现场体验
等活动。同时，首次在渝交会官方微信号上
推出展商秀系列活动，组织参展商家线上展
示企业及产品特点，邀约市民线下逛展购
物，打通线上、线下通道，达到引流的效果。
二是展会现场将丰富智慧商业的体验，组织
各种智能商业场景应用、智能商业、机器人、
智慧娱乐、智慧家居、智慧通信等智慧产品
现场推广，展示未来新能源出行汽车等。

节展融合，增强展会体验感和参与
度。渝交会将同期举办2018重庆国际小
吃节、重庆国际咖啡文化节、对话新锐潮流
品牌、2018重庆秋季动漫嘉年华、“渝粉的
力量”年终促销节以及新商推介路演等系
列丰富多彩的配套活动，持续引爆参展观
众的观展热情。

都市传媒记者 唐中明

后天去国博中心逛渝交会
2000多家企业参展，9大展区等着你

案例简介：
2018年8月8日，重庆某餐饮管理有限

公司渝中分公司向渝中区烟草专卖局提交
烟草专卖零售许可证新办申请，渝中区局
行政许可员在审查材料时，发现该公司为
内资企业，但法定代表人系外籍管理人员，
该申请是否准予许可？

以案说法：
《烟草专卖许可证管理办法》第十七条

规定：外商投资的商业企业或者个体工商户
不得从事烟草专卖品批发或者零售业务，不
得以特许、吸纳加盟店及其他再投资等形式
变相从事烟草专卖品经营业务。该申请中，
重庆某餐饮管理有限公司渝中分公司属于
内资企业，非外商投资企业，虽其法定代表
人为外籍管理人员，但其只是作为负责人履
行管理职能，对企业主体资格认定不产生任
何影响，故该申请应准予许可。

以企业名义申办烟草专卖零售许可
证，只要投资方为内资，不论具体经营者是
否外籍人员，均予以许可。

都市传媒记者 陈英 烟草专卖局供图

璧山大兴镇举行
“河小青-助力河长制”

志愿服务活动
重庆晚报讯 （都市传媒通讯员 康思

嘉）日前，璧山区大兴镇团委、妇联组织志愿
服务支队开展了以“保护生态手牵手 生态
文明心连心”为主题的志愿服务活动。

30余名“河小青”志愿者来到大兴镇
长隆村工农双湾山坪塘和大兴河，沿途拾
捡垃圾，为生态环保进行宣传，号召广大群
众积极投身河长制服务活动，致力于环境
保护，共同建设起美丽的绿水青山。

现场活动效果良好，获得了周边住户
和过往群众的一致好评。“我们会一如既往
地做生态文明的宣传者，做河湖保护的实
践者，发挥好宣传员、巡查员、监督员作用，
发挥好‘河小青’的作用。”志愿者们表示，
大家收获了在劳动中建立的友谊和为环保
公益奉献的快乐。

重庆晚报讯 （都市传媒记者 王渝凤
李卓然 钱波 实习生 解欣月）第二届
CGTN全球媒体峰会暨第八届CCTV+全
球视频媒体论坛昨日在重庆召开，来自全
球7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100多个新闻机构
相聚于此，围绕本届峰会“开放、互联、共
融”的主题展开讨论，共话媒体未来发展的
趋势与方向。

会议由 CGTN（中国国际电视台）
和 央 视 国 际 视 频 通 讯 有 限 公 司
（CCTV+）主办，中国环球广播电视有限
公司、重庆高新区管委会和中国传媒大
学协办。

据悉，本次峰会和论坛参会嘉宾近
400人，遍布全球 7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
100 多家新闻机构，有中央广播电视总
台、CNN、FOX、NHK、BBC 等主流电视
媒体，也包括美联社、路透社、彭博社、法
新社等世界知名通讯社，还有Youtube、
腾讯、新浪、梨视频等新媒体代表。本次
峰会共设置主旨演讲、专题讨论和案例分
析三大议程，议题包括如何看待占据大流
量的自媒体新闻、媒体对其他国家报道是
存在信任缺失还是信息缺失，也包含了媒
体的商业模式以及区块链技术在报道中
应用等前沿话题。

独行快，众行远。面临全球传媒业的
大变革、大调整，媒体机构与其单打独斗，
不如在融合发展中加强交流。与会嘉宾认
为今年峰会所倡导的“开放、互联、共融”理
念颇具前瞻性，媒体只有秉持开放的态度，
把握当下发展趋势并与各界进行交流，达
到彼此之间的和谐互联，从而促进各国媒
体信息实时交换与共通，以实现全媒体深
度共融。

峰会期间央视国际视频通讯社联合北
京外国语大学发布了《全球传播生态蓝皮
书（2018）》，并举行了央视国际视频通讯社

“新闻场”签约仪式。

第二届CGTN全球媒体峰会重庆举行

全市火锅门店近3万家

“重庆火锅、小面属于现代服务业特
别是餐饮业中的核心支柱。”市人社局副
局长谢辛介绍，目前重庆市火锅企业568
家、门店29951个，年产值278亿元，占整
个餐饮业的38%，创造税收近50亿元，全
国加盟店更是超过 14 万家，年产值近
8000亿元，创造税收 1300亿元；重庆小

面全市门店达6.4万家，年产值近150亿
元，全国门店接近 20 万家，年产值超过
400亿元。

重庆火锅从业人员全市80万人、全国
500万人，重庆小面从业人员全市40万人、
全国100万人。通过举办技能竞赛，以赛
选才，可以选拔出一大批火锅、小面行业的
领军英才、技术能手，并引领带动更多人学
习、提升火锅小面制作技艺，推动行业规范
和行业发展。

全国火锅面条高手比武

面条专项和重庆小面项目比赛时间为
11月8日，地点在沙坪坝区沙磁广场。目
前面条专项赛全国选拔赛已基本完成，22
个省区市将组队参赛，决赛参赛人数200
人；重庆小面大赛不设门槛，不限规模，广
开进贤之路，广纳天下英才，面向全球、全
国、全市所有小面企业、门店甚至个人开展
报名，计划500人以上参赛。

火锅项目比赛时间为11月9日，地点
在南岸区南滨路海棠烟雨公园。目前全
国25个省区市已完成选拔，届时也将有

来自各地的200名以上火锅制作高手开
展激烈角逐。与以往的火锅技能大赛不
同的是，不仅有个人赛，还有团体赛，团体
赛包括了底料炒制、汤锅兑制、蘸碟制作、
菜品制作、装盘呈现、宴席摆台等环节，是
火锅制作过程的全景呈现。

为重庆小面百强授牌

此次火锅、面条、重庆小面三项大赛
均设一、二、三等奖，一等奖1名，二等奖2
名，三等奖3名，由大赛组委会颁发荣誉证
书并分别给予1万元、5000元、3000元的
奖励，同时参赛成绩优异的单位授予优秀
组织奖，对作出突出贡献的单位授予突出
贡献奖。

对重庆小面项目参赛成绩合格选手，
由市人力社保局颁发的小面专项能力证
书，同时对获得决赛前100名的单位由组
委会授予“重庆小面百强”奖牌。

都市传媒记者 何浩

全国火锅面条高手下月重庆比武

20日、21日，由巫山县委、县政府举办
的东西协作扶贫图片展，将在山东省烟台
市万达广场举办，同时展出的还有东西协
作成果、扶贫成就、巫山城市建设新貌、巫
山人文历史等内容，届时到现场的游客还
可以领取巫山景区门票优惠纪念图册。

此外，10月 20日，“以山为媒 以海
会友”烟台巫山两地旅游发展研讨会，将
在烟台市万达广场文华酒店举行。两地
旅游研讨会以及图片展，作为巫山在烟台
举办“第十二届中国·重庆长江三峡（巫

山）国际红叶节烟台旅游推介会”内容，由
山东烟台市和重庆巫山县联合举办、重庆
日报报业集团户外传媒有限公司承办，旨
在进一步加强东西部扶贫战略部署，持续
加深两地旅游领域合作、共同开拓两地旅
游市场。

在本次研讨会上，两地将签订战略合
作协议、框架合作协议，还有知名大学专家
就渝鲁两地特色旅游等话题进行深入探讨
和交流。

都市传媒记者

巫山红叶摄影展山东烟台举办

▲参展作品《红叶彩虹图》 丁坤虎 摄

有外籍管理人员的
内资企业办证

重庆火锅、小面影响有
多大？重庆和全国各有多少
门店？

昨日，重庆晚报记者从
市政府新闻办召开的新闻发
布会上获悉，重庆将于11月
8日、9日举办2018年中国
技能大赛——第七届全国饭
店业职业技能竞赛火锅、面
条专项决赛暨“巴渝工匠”杯
全国首届重庆小面职业技能
大赛。

据悉，大赛分别在沙坪
坝区沙磁广场和南岸区南滨
路海棠烟雨公园举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