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遗失：重庆鑫硕泰商业管理有限公
司商贸二十号店，2019年05月05
日核发的国境口岸卫生许可证，证
号：800319010000017，声明作废
重庆领创金属表面处理有限公司建设机械镀

锌项目公众参与第二次公示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影响评价法》及《环境影响评价公

众参与办法》等相关规定，现将《重庆领创金属表面处理有限公司
建设机械镀锌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有关信息予以第二次公示。
1、环评报告书征求意见稿电子版全文下载链接：https://pan.
baidu.com/s/14XhCaxERMjLXcXCyGKdxGg 提取码：lskh
公众意见表的链接https://pan.baidu.com/s/1jZRsiBwOOO
pAzEK4a3o-Vg 提取码：ly222.公众还可通过电话、电子邮箱
等方式向建设单位或环评单位索取纸质报告书。建设单位：重庆
领创金属表面处理有限公司,联系人：邱总 联系电话：
13908333836,编制单位：重庆后科环保有限责任公司,联系人：
李工联系电话：15123370521 电子邮箱：871784699@qq.com
2、征求意见公众范围：本项目环评公众参与的范围和对象为：受
项目影响的周围公众，包括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
3. 公众提出意见的方式和途径：可通过网络链接下载公众意见表
并按要求填写后发送至建设单位或环评单位联系人邮箱，或电话
向建设单位或环评单位联系人实名反馈相关意见。
4. 公众提出意见的起止时间：2020年5月21日~2020年5月28日

重庆市江津区规划和自然资源局
关于江津区祥豪·维多利亚港湾81#、82#楼方案调整的公告

维多利亚港湾项目业主及有关利害人：祥豪·维多利亚
港湾项目位于重庆市江津区东部新城A0-1号地块。目前项
目建设单位重庆祥豪置业有限公司申请对经审批的设计方
案81#、82#楼进行修改调整。该项目已通过相关程序审查，
重庆市江津区规划和自然资源局将于2020年5月27日至
2020年6月2日在江津区规划展览馆规划公示栏、项目所在
地、重庆市江津区规划和自然资源局网站对调整内容进行公
示，告知听证权利。具体内容请到江津区规划展览馆规划公
示栏、项目所在地现场及重庆市江津区规划和自然资源局网
站查看，欢迎相关利害关系人及广大市民提出宝贵意见。
联系单位：重庆市江津区规划和自然资源局

联系地址：重庆市江津区鼎山街道元帅大道36号
联 系 人：彭先生 联系电话：023-47696220
电子邮箱：375460167@qq.com 邮 编: 402260

重庆市江津区规划和自然资源局 2020年5月22日
重庆市巴南区国有资产管理中心（原
重庆市巴南区国有资产管理办公室）
遗失重庆市巴南区国有资产管理办公
室交通银行开户许可证，核准号：
Z6530001898601，声明作废。

重庆建工第二建设有限公司关于
吸收合并重庆天奂商贸有限公司的公告
根据重庆建工第二建设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重

庆建工二建）及重庆天奂商贸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天奂商贸）双方的股东决定，重庆建工二建拟吸收
合并天奂商贸，合并完成后，重庆建工二建尚继续
存续，天奂商贸将注销。

根据有关法律规定，合并后天奂商贸的债权
债务均由存续的重庆建工二建承继，请天奂商贸
的债权人自公告之日起四十五日内，可凭有效债
权凭证要求重庆建工二建清偿债务或提供信用担
保，债权人未在规定期限内行使上述权利的，吸收
合并将按照法定程序实施。

特此公告
联系人：黄永梅 电话：15902361611
地址：重庆市沙坪坝区天陈路56号
公告时间：2020年5月25日

拟申请注销登记公告
重庆市巴南区安澜镇畜牧兽医站依据《事业单位登
记管理暂行条例》，拟向事业单位登记管理机关申
请注销，现已成立清算组，请债权人自2020年5月
25日起90日内向本清算组申报债权。特此公告。

拟申请注销登记公告
重庆市巴南区安澜镇财政所依据《事业单位登记管
理暂行条例》，拟向事业单位登记管理机关申请注
销，现已成立清算组，请债权人自2020年5月25
日起90日内向本清算组申报债权。特此公告。

重庆路源汽车运输有限公司渝BH9508渝BJ0656渝BH6573重庆光银汽车运
输 有 限 公 司 渝 AN5171 渝 BJ0777 渝 BJ3678 渝 BJ5533 渝 B97Z69 渝
BH9702 渝 BJ1192 渝 A97119 光银长寿分公司渝 BM0620 渝 BM0098 渝
BF8250 渝BF8007渝BM0390 渝BF2323渝BF8788渝BM0275渝BF8290
渝BM0108渝BM0398渝BF8932渝BM0176重庆森勃汽车运输有限公司渝
BR0935渝BS5282渝BQ2102渝BR1937渝A906B2渝CH1376渝BR1599
渝 BA897 挂渝 BR1311 渝 BZ7359 渝 BQ6287 渝 BR1385 渝 BZ9397 渝
BS7099渝AE318挂渝AE938挂渝BS7958渝BR1591渝BR1986渝A992B0
渝BU2238渝BR0025 渝A96191渝BZ7911森勃长寿分公司渝BT0807渝
BP6158渝BP6690渝BT0027渝BP6502 渝BT0631渝BT0852以上车辆与公
司失去联系，经多方寻找未果，该批车辆多年未参加年度检验及保险，未交回行
驶证，营运证，牌照，登记证书，请车主见报之日三日内与公司联系，自登报起该
车牌证公告作废并注销营运资质，产生的一切后果由实际车主自行承担。同时
上述行为已构成违约，现告知挂靠实际车主在见报后十日内与我司联系，逾期
则双方签订的车辆挂靠合同自动解除，对应车辆将做灭失处理，并注销，该车产
生的交通事故和法律责任等一切后果由实际车主自行承担！

梁贻遗失荣盛山湖海1期1栋210号住宅
2019年 11月 30号开具的预约金收据一
张，号码：1900553（金额：30000元）作废。
梁贻遗失荣盛山湖海1期1栋210号住宅
2019年12月10号开具的楼款收据一张，
号码：1900701（金额：48048元）作废。
梁贻遗失荣盛山湖海1期1栋210号住宅
2019年12月10号开具的楼款收据一张，
号码：1900702（金额：36元）作废

遗失重庆黑晶物流有限责任公司车牌号渝
DQ397挂渝D30229道路运输证声明作废。重
庆市丰都县公路运输公司渝A07G19营运证
500230009013遗失。奔峰公司渝B7A119营
运 证 500110069667 渝 BU2568 营 运 证
500110025414 遗 失 作 废 。 派 欧 公 司 渝
BN1752营运证500110025093遗失作废。重
庆 富 存 物 流 有 限 公 司 渝 D61387 营 运 证
500115058324 遗失作废。汇旭盛公司渝
D70679营运证500110105783遗失。重庆丰
圣 物 流 有 限 公 司 渝 D05270 营 运 证
500110111599遗失作废。速驰长寿分公司渝
AS6022营运证500115045973遗失。重庆奔
挥汽车运输有限公司渝 BM0577 营运证
500115029308 遗 失 注 销 。 奔 峰 公 司 渝
BU6985营运证500110031350遗失作废。

减资公告：经重庆膳福肽喜餐饮管理有限责任公司（统一
社会信用代码91500108MA60UN6109）股东决定，本公
司拟将注册资本从100万元减少到10万元。根据《公司
法》规定必须在登报之日起45日内，请债权债务人到本公
司办理债权债务清偿手续。特此公告 2020年5月25日

注销公告：根据重庆市涪陵区古提果蔬种植专业合作社（以下
简称“本专业合作社”）2020年5月22日全体成员决定，本专业
合作社决定解散，根据《农民专业合作社法》四十三条之规定，
请债权人在本公告刊登之日起四十五日之内向本专业合作社
申报债权，办理债务清偿或债务担保事宜。联系人：周维权

遗失武隆县国锰有限责任公司座落于
武隆县中咀乡棉花村雷家院子农业社
国有土地使用证，编号武国用（2002）
字第004442号声明作废

重庆市万盛经济技术开发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公告
重庆南部公共交通有限公司：

本委受理陈利与你（单位）劳动（人事）争议一案，案号为
渝万盛经开劳人仲案字〔2020〕第122号。因你（单位）拒收
仲裁文书，根据《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办案规则》第二十条的规
定，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仲裁申请书副本及仲裁通知书、举
证通知书、开庭通知书等仲裁文书，上述文书自本公告发出
之日起经过六十日即为送达。现定于2020年8月11日上午
9时30分在重庆市万盛经济技术开发区松林路111号国能
天街8号楼3楼316室，重庆市万盛经济技术开发区劳动人
事争议仲裁院一号庭开庭审理本案。无正当理由不到庭的，
本委将作缺席审理，并以此做出缺席裁决。
重庆市万盛经济技术开发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 2020年5月25日

公告:重庆广泰运输有限公司以下车辆:渝GB2689
从即日起灭失注销作废。特此公告！
重庆广泰运输有限公司渝GB3929营运证500231000848遗失
公告:重庆雄霸汽车运输有限公司渝GB3091车辆灭失注销
减资公告：经重庆西大种业科技有限公司（统一社
会信用代码 91500119597974560F）股东会决
定，现将注册资本从500万元减至337.5万元。根
据《公司法》规定在登报之日起45天内，请相关债
权债务人到本公司办理相关事宜。特此公告
成都市兴新工程机械有限公司遗失
发证日期2020年05月11日，编号
WDT0700JD053185的上汽依维柯
红岩商用车有限公司底盘合格证，
车架号LZFF25T45JD053185发动
机号E918C008627，声明作废

重庆市凯马物流运输有限公司渝 D58425，渝
D20685，渝D84207，渝BN8531车营运证灭失注销
重庆宏畅汽车运输有限公司渝A95519营运
证500110047810遗失作废
重庆籍力物流有限公司渝D79703营运证500110104693遗失作废
遗失蒋强道路许可证号500106107820声明作废

一步法低温还原超纯超细铁粉一期项目
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第二次信息公示

重庆优钛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委托重庆市环境保护工程设
计研究院有限公司承担一步法低温还原超纯超细铁粉一期
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编制工作，现该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征
求意见稿已形成，特向项目评价范围内周边公众进行公示，
公众可在重庆市南川区人民政府网站政务公开栏目（http:
//www.cqnc.gov.cn/zwgk_197/fdzdgknr/zdlyxxgk/
sthb/202005/t20200521_7466246.html）下载征求意见稿
全文及公众意见表，公众可于2020年5月22日~2020年5
月28日期间，通过信函、传真、电子邮件和现场填写等方式，向
建设单位提交公众意见表。 重庆优钛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

●遗失2016年08月25日注册的个体工商户何
名忠(渝北区动起莱健康信息咨询服务部)营业执
照正副本，注册号500112608434602 声明作废●遗失渝北区动起莱健康信息咨询服务部税务登
记证正副本（税号50010219960303133001），组
织机构代码证正副本，声明作废

●遗失2009年12月16日成立的重庆五五
实业有限公司营业执照正副本，注册号
500901000111863 声明作废●遗失重庆五五实业有限公司税务登记证正
副本（税号50090369925496X），组织机构代
码证正副本（代码69925496X），声明作废

●重庆宾宏物业管理有限公司遗失公章一枚，编号：
5001141105861作废且无法人签字的合同声明无效●遗失重庆市阿西娅服饰有限公司公章
一枚，编号5002257013255声明作废●遗失2015.11.9核发的重庆熊掌网络科技有限公司营业执照
正副本，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001063048680449 声明作废●遗失重庆傲创贸易有限公司2015.10.26核发的营业执照正
副本，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00105MA5U39PN1Y 声明作废

●遗失重庆市登裕农业综合开发有限公司公章壹枚声明作废●遗失重庆市荣昌区登旺柠檬专业合作社公章壹枚声明作废●经济技术开发区啸啸五金经营部遗失刻章证明声明作废●遗失重庆巨浩汽车经纪有限公司公章备案回
执，编号 50038320171207019声明作废●遗失重庆初心文化传媒有限公司财务章500905008796144声明作废●遗失唐永霞保险执业证02000150000080002013232069作废●重庆仙人堂陵园有限公司遗失增值税普通发票:发票代码
050001800104票号44645332金额20800元，声明作废●遗失2016-4-20发黄菊营业执照正本500382607472706作废●黎群遗失建筑施工特种作业操作资格证号：渝A032018034517作废● 曾 维 均 身 份 证 ( 证 号 510229197304206514，有 效 期 限
2009.11.12-2029.11.12，重庆市公安局永川分局签发)遗失，声明作废●遗失重庆市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渝帆包装材料经营部公章壹枚(编号
5009013006636)、财务专用章壹枚(编号 5009013006636)声明作废●重庆大脑壳商贸有限公司公章遗失作废●遗失翁小敏保险执业证02000150000080020181117472作废●遗失2018.4.24发曾勇执照正本92500112MA5YW04G8U作废●遗失2018.8.9发唐治群执照正副本92500112MA601J7K3A作废●遗失奉节县醉霞客旅游开发有限公司
公章一枚，编号5002369808140作废●重庆公路运输（集团）有限公司渝北分公司遗
失渝A4T789营运证500100046901作废●遗失重庆市长寿区树登建材有限责任公司公章备案回执
5002212013030610644、财务章备案回执50022120190709018作废●遗失中国人寿财产保险公司重庆市分公司保险增值税普通
发票，发票代码050001800104号码43184497声明作废●遗失吕才芝2018年03月23日核发的《食品经营许可
证》正本，许可证编号：JY25001030080176，声明作废

重庆城市管理职业学院2020年重庆市高职分类考试招生3182名
（详见重庆城市管理职业学院招生网http://zs.cswu.cn）招生代码：5034 5070（中外合作办学）

★“中国特色高水平高职院校和专业建设计划”建设单位
★国家示范性骨干高职院校
★国家优质专科高等职业院校
★全国普通高等院校毕业生就业工作先进集体
★国家教育部人才培养工作“优秀”院校

★全国职业教育先进单位
★全国校园文化先进单位
★全国跨省高职单招院校
★全国高职院校国际影响力50强
★全国高职高专竞争力排名50强

招生电话：023-65626666、023-65626165（传真）学校地址：重庆大学城南二路151号 邮政编码：401331 学校网址：http://www.cswu.cn 招生网址：http://zs.cswu.cn 电子邮件：cswuzs@163.com

重庆城市管理职业学院是由重庆市政府与民政部共建的公办国家示
范性骨干高职院校，是“中国特色高水平高职学校和专业建设计划”建设单
位、国家示范性骨干高职院校、国家优质专科高职院校、全国职业教育先进
单位、全国普通高校毕业生就业工作先进集体。学校位于重庆大学城，现
有10个二级学院，面向全国31个省（区、市）统招、面向全国13个省（区、
市）单独（分类）招生，全日制在校生15000余人。

注：被我校“专本贯通”录取的普通高中生，在我校完成3年高职学习
可获得我校全日制高职（专科）毕业证书。经转段考核录取后，在对
应本科院校及专业完成2年本科学习，可获得本科院校全日制本科
（专升本）毕业证书、学位证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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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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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计

专业名称

旅游管理

计算机网络技术

电子信息工程技术

物流管理

通信技术

联合本科院校及专业

重庆师范大学

重庆科技学院

重庆科技学院

重庆科技学院

长江师范学院

旅游管理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自动化

物流管理

通信工程

招生计划

合计

45

90

90

45

45

315名

文科

45

45

90名

理科

90

90

45

225名

招生科类

普高类

中职类

专业名称

社会工作、社区管理与服务、现代殡葬技术与管理、民政管理、婚庆服务与管理、公共事务管理（城市管理与监
察）、物业管理、物流管理、市场营销、国际贸易实务、连锁经营管理、报关与国际货运、商务英语、跨境电子商
务、数字媒体应用技术、计算机网络技术、计算机信息管理、软件技术、物联网应用技术、大数据技术与应用、
电子信息工程技术、通信技术、微电子技术、工业机器人技术、安全技术与管理、新能源汽车技术、文秘、文化
市场经营管理、服装设计与工艺、园林技术、旅游管理、会展策划与管理、酒店管理、空中乘务、建筑室内设计、
会计、财务管理、金融管理、老年服务与管理、康复治疗技术、康复工程技术、护理

人物形象设计

老年服务与管理（中外合作办学）

商务英语、数字媒体应用技术、计算机网络技术、计算机信息管理、软件技术、物联网应用技术、大数据技术与
应用、通信技术、微电子技术、工业机器人技术、文秘、旅游管理、会展策划与管理、酒店管理、空中乘务、会计、
财务管理、金融管理、老年服务与管理、康复治疗技术、护理

招生计划

文科1269名
理科1038名

艺术（美术）40名

文科 20名
理科 10名

490名

2867名

一、“专本贯通”招生

注：1.老年服务与管理（中外合作办学）专业招生代码为5070，其余专业招生代码为5034；
2.招生专业及分专业计划以《2020高等职业教育分类考试计划及填报志愿指南》公布的为准。

二、“高职专科（含对口高职）”招生

本报讯 （重庆晚报-上游新闻
记者 黄莉莉）日前，重庆交巡警总
队和重庆人保财险将传统的协作医
院网络建设与警保联动事故处理相
结合，大胆探索“警保医”联动模式，
并在渝北区率先试点启动。该模式
通过将交警、医院、保险三方信息互
通和联动，对涉及人伤的交通事故实
现了交警快速定责、医院先行救治、
保险直赔医院，让伤者能够及时得到
救治、事故当事人不需垫费，得到各
方好评。

据悉，“警保医”合作项目，是
重庆交警与重庆人保进一步深化

“警保联动”的又一创新举措，突破
了传统警保联动快处快赔只能针
对小额无人伤案件的限制，以道路

交通人伤事故处理为着力点，打破
交警、保险和医院的三方信息、行
业沟通壁垒，创建“信息共享、联动
救援、赔付前置、一站服务”的新型

“警保医”联动工作模式。
新模式改变了过去交通事故人

伤案件中，市民要在交警、医院、保险
公司三方来回奔波处理并需要垫付
医疗费的状况，实现了“数据多跑路，
群众少跑腿”。当属于保险责任的道
路交通事故在赔偿限额内当伤者入
院后，可做到当事人零支付，保险先
行垫付，医院先行救治。此举极大地
方便了交通事故当事人，简化了事故
处理的中间环节，有效地破解交通事
故医疗费用的纠纷，是创新社会管
理、拓宽公共服务内涵的探索举措。

上周五（5月22日）下午3点，第四节中
国（卢作孚）民营经济学院·云课堂《加快发
展智能制造 推动重庆制造业高质量发
展》，在重庆日报报业集团上游新闻·渝商微
课直播间正式开讲，课程由重庆市经济和信
息化委员会智能化处副处长王逸飞传授。

课程紧紧围绕主题，详细讲述全球智能
制造发展历程，重庆智能制造的实施情况，
重庆市发展智能制造的实施方案，重庆市推
进工业互联网发展若干政策解读，符合政策
支持条件和补助标准的相关项目申报实操
等多个方面的知识和内容。40分钟的直播
授课，吸引了1.63万名学员在线实时收看。

中国(卢作孚)民营经济学院打
造优秀民营企业家摇篮

中国(卢作孚)民营经济学院，于2019
年4月29日揭牌成立，由重庆市工商联、北
碚区人民政府和西南大学联合创办，是全
国第一所省级、西部首个民营经济学院，着
力打造高端人才培训基地和培养优秀民营
企业家的摇篮。

学院针对企业推出面向中高层管理人
员及基层员工的整体培训课程体系。课程
体系以着重解决管理中的实际问题为目
的，通过系统的培训切实提高企业中高层
管理人员的企业家精神素养、企业发展战
略能力、企业管理水平和企业的社会责任
感，以适应社会经济发展新形势，实现管理
现代化，提升企业执行力的实际需要。

云课堂讲师学员互动精彩回顾

问题1：王老师，你好！你的授课内容
诠释了李克强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到
的“发展工业互联网，推进智能制造”的重

要精神。请问该如何推进智能制造共享集
约化，实现航母式抱团发展呢？

王逸飞：智能制造非常需要集约化抱
团式的发展，在首届智博会上，我们成立了
智能制造系统解决方案供应商联盟，以及
工业互联网产业发展的联盟。我们还引进
了西门子、博世、施耐德等一批优质的解决
方案供应商。同时，我们也在大力地发展
工业互联网，引进了浪潮、阿里云、海尔等
知名的工业互联网平台落户到重庆，为我
们的制造业赋能，把产业生态打造得更
好。目前，我们也在对企业的智能化改造
进行诊断、评估。

问题2：请问中小企业上云实施智能制
造成效奖励，是每年都可以申报吗？什么
时间开始申报？具体怎么申报？具体怎么
给申报的企业评分？

王逸飞：中小企业上云实施智能化改
造成效的奖励，是从去年开始实施的。每

年可以申报两次，第一次是在每年的三四
月份，第二次是在每年的六七月份。项目
申报有两个类别，一是针对全市所有制造
业企业的，工业和信息化专项资金的申
报。另外一个是针对重庆市中小微企业的
发展专项资金项目申报。项目申报开始之
前，申报通知和申报项目指南都会在经信
委的网站上公示，大家通过网站去看一下
相关文件，然后按照要求申报就是了。

问题3：王处你好，请问支持企业“上云
上平台”实施智能化升级是否可以既申报
不超过投资额20%的奖励，又可以申报企
业上云智能化成效一次性20万或10万的
奖励？

王逸飞：这个是可以同时申报的。但
是发票不能重复，要用不同的发票。这个
一次性的奖励，比较适用于中小企业。我
们将按照项目申报的指南，评出前200名的
企业。前 100 名有 20 万元的奖励，101 到
200名，有10万元的奖励。20%的奖补，适
用于智能化改造投入比较大的企业，比如
像 500 万以上的项目，按照 500 万来算的
话，20%等于100万。

重庆晚报-上游新闻记者 牛科

本报讯 （重庆晚报-上游新闻记者
郑三波）5月20日，渝北智慧工会上线暨职
工520消费季启动仪式在渝北区总工会隆
重举行。渝北区总工会将分两批发放20
万元消费券，让职工真正享受实惠。

据渝北区总工会主席曾军介绍，渝北区
总工会近年来完成了工会数据信息的整合
共享，同时建立起服务广大职工、基层工会
的网上工作平台，实现从“工会定菜单”到

“职工点菜单”的转变，为开创新时代全区工

运事业新局面注入生机和活力。渝北总工
会的“职工商城”功能齐全，智慧商城包含
渝北农特、生鲜果蔬、生活家居、数码家电、
文创图书等商品类别，特别是渝北农特产
品，重点结合辖区贫困农户产业，并与渝北
邮政签订战略协议，打破农村物流壁垒，公
益性为会员职工提供一键式免费采购配送
服务。

当日上午10时，“渝北智慧工会上线暨职
工520消费季”启动仪式正式举行。上午
10:30，消费券正式发放，工会职工点击进入

“渝北智慧工会”小程序中的“职工商城”主页
面抢优惠券。据了解，本次优惠券分两批发
放，5月20日发放1500张50元优惠券和250
张100元优惠券，6月10日发放1500张50元
优惠券和250张100元优惠券，优惠券有效期

为10天。优惠券为全场券，可用
于抵扣职工在“职工商城”购买商

品的实际支付金额，如优惠券为50元，在支付
时将从商品价格中直接减50元。

为了让职工真正享受福利，在渝北智
慧工会建设过程中，渝北区总工会联手中
邮渝北片区分公司共同打造职工商城，为工
会职工定制团购专区、渝北农特、粮油乳品、
果蔬生鲜、休闲食品、生活家居、数码家电、
洗护用品、文创产品、精品图书等专区，现已
入驻240余种商品，囊括渝北农特产品、粮
油乳品等，并已开通支付、查询等多项功
能，职工只需网上下单，就可享受到送货
上门等服务。

加快发展智能制造 推动重庆制造业高质量发展

中国（卢作孚）民营经济学院·云课堂开讲

渝北区智慧工会上线 20万元消费大礼包等你抢

重庆渝北试点启动“警保医”联动
人保财险实现交通事故人伤零垫付

5月21日，重庆轨道传媒有限责任公司
与成都地铁传媒有限公司在渝签署战略合作
协议，成立“成渝城市轨道推广联盟”。这是成
渝两地响应国家战略部署，推动成渝地区双城
经济圈建设，在西部形成高质量发展重要增长
极的又一具体举措。成渝城市轨道推广联盟
的成立，将助力川渝两地的城市推广营销、文
旅共建共享、商家品牌互推等方方面面。

成都、重庆均为全国轨道交通发达城
市。成都目前开通运营里程341公里，单日
最高客流量525万余乘次。重庆轨道交通
目前开通运营里程329公里，单日最高客流
量超过400万乘次。两地轨道交通各项指
标均居全国前列。中国城市史研究会副会

长、重庆地方史研究会会长周勇认为，轨道
交通是一座现代化城市的代表性符号，早已
不单是一种交通工具，而是一个城市重要的
文化空间、社会空间、经济空间、舆论空间。

成都地铁传媒和重庆轨道传媒都是两
地城市轨道空间主要的信息产品与信息服
务的提供商。成都地铁传媒有限公司由成
都轨道交通集团、成都传媒集团联合成立，
主要运营地铁电视、主题列车、语音播报、
列车看板等轨道媒体资源。重庆轨道传媒
有限责任公司由重庆日报报业集团产业有
限责任公司、重庆市轨道交通（集团）有限
公司合资组建，主要运营《都市热报》、
13000块轨道电视屏、主题车厢、全线网语

音播报等轨道媒体资源。
两地轨道传媒签署战略协议后，将在

项目共建、产品研发、资源互惠共享等方面
深入合作。其中，对两地城市的推广营销
将是重中之重。两大轨道传媒正计划在重
庆、成都的城市轨道空间推出“钟情成都”、

“重庆之约”活动，以主题列车、轨道视频、
主题活动、轨道票卡、轨道空间摄影展等形
式，营销推广成渝文旅。

重庆轨道传媒负责人介绍，战略协议
签署后，将形成常态化运行机制，共建共
享，围绕川渝两地中心工作，在一些节点上
推出更多服务和产品，服务国家战略。他
举例，重庆目前正举行的“晒旅游精品 晒

文创产品“的“双晒”活动，成渝两地轨道空
间就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阵地。

成都地铁传媒负责人认为，这是两地
轨道集团在响应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
的一个赋能之举，下一步双方除了广告资
源共享外，还要更加重视轨道空间媒体资
源在城市推广营销上的独特价值，尝试两
地公益广告互换互推，实现互利共赢。

两地轨道传媒负责人建议，成渝轨道
媒体合作成功后，可以尝试向整个西部推
进，让各大城市轨道空间发挥更大作用。

重庆日报报业集团、重庆轨道交通集团、
成都轨道交通集团有关领导参加签约仪式。

重庆晚报-上游新闻记者

日覆盖人群近千万 成渝轨道媒体携手服务双城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