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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重庆晚报-上游新闻记者
石亨）据市气象台预计，至少到本周六，各
地还将连晴，全市最高气温或升至25℃，
坪坝河谷地区早上易出现雾。

中心城区天气预报
10 月 22 日：多云转晴，早上有雾，

12℃～23℃。
10 月 23 日：晴间多云，早上有雾，

12℃～24℃。
10 月 24 日：多云，16℃～23℃。

本周连晴至少到周六

本报讯 （重庆晚报-上游新闻通讯
员 刘明森）楼道垃圾桶如何撤才能既照顾
居民习惯，又能促进垃圾分类？大渡口区丽
景社区就找到了一个好办法，“我们建立了
一支指导员队伍，由社区干部、网格员、党
员、居民小组长、保洁员组成。我们走上街
头、走进居民家，以面对面讲解、现场答疑
式，来告知居民如何进行垃圾分类。”

为了调动居民参与的积极性，社区通
过“德分宝”微信公众号开展积分兑换活
动。居民在家中将生活垃圾正确分类并分
类投放到收集点，上传图片提交后台审核
通过后将获得积分，积分可在社区兑换各
类生活用品。社区在开展工作时，指导员
耐心讲解，社区居民慢慢就能记住垃圾分
类并配合楼道撤掉垃圾桶了。

调动居民楼道撤桶积极性
社区开展垃圾分类积分兑换

▲“第二届室外布展邀请赛专家评园现场会”会议现场

“创新引领创业、创业带动就业。”10月
21日，在“2020年全国大众创业万众创新
活动周”期间，重庆市经济和信息化委员会
专门召开新闻发布会，对我市创新创业工
作进行了阶段性总结和规划。发布会上，
市经济信息委中小企业发展促进处处长刘
群生对2020年“创客中国”重庆市中小微
企业创新创业大赛成果、“创客中国”重庆
赛区五星服务内容以及重庆将举办2021
年“创客中国”总决赛进行了详细的介绍。
活动旨在营造浓郁的创新创业氛围，让重
庆成为全国创新创业的沃土。

赛事成果
1144个项目激烈角逐
智能项目“唱主角”

今年7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企业家座谈
会上强调指出，“大疫当前，百业艰难，但危
中有机，唯创新者胜。”极大鼓舞了创新创业
信心，广大中小企业创新创业氛围更加浓
厚，中小企业创新创业的活力进一步激发。

7月11日，由重庆市经信委等主办的
2020“创客中国”重庆中小微企业创新创业
大赛正式启动。本届大赛共征集到1144
个企业和个人、团队的参赛项目，项目涵盖
智能制造、工业互联网、智慧医疗、智慧农
业、大数据等多个领域。经过层层筛选，9
月8日，大赛迎来决赛。最终“数控六轴高
压清洗机床”项目获得本届大赛一等奖。

本次大赛亮点纷呈，首先，“创客中国”
品牌赛事掀起全市双创热度，项目广度深
度创新高。其次，系统加持，聚力创新赛事
专业化。此外，全程辅导，国家级导师把脉
企业。本届大赛还得到全市主流媒体的持
续关注和报道。

五星服务
聚创新创业资源
推五星服务系列活动

自 2017年起，重庆已成功举办4届
“创客中国”重庆市中小微企业创新创业大

赛。为了延续“创客中国”大赛影响力，以
“创客中国”大赛为平台，为历年参赛企业、
团队、个人对接金融、科技、产业等方面的
创业创新资源，协调提供检验检测、技术成
果转化和落地孵化等公共服务，2020年，
重庆市经济和信息化委员会着力打造“创
客中国”重庆赛区五星服务系列活动。

“创客中国”大赛重庆赛区五星服务活
动包括金融服务对接、创新创业能力提升
培训、企业孵化重点培育、知识产权专项服
务、五星服务宣传报道 5个专题服务活
动。“我们打造五星服务系列活动，目的是
进一步地延续‘创客中国’的影响力，帮助
创客更进一程。”刘群生指出。

“创客中国”
全国总决赛明年将在重庆举办

10月16日，在河南省洛阳举行的2020
年“创客中国”中小企业创新创业大赛全国
总决赛大赛闭幕式上，进行了总决赛举办城
市交接仪式，重庆市经济信息委总经济师杨
正华出席并接下总决赛标识，这意味着
2021年“创客中国”中小企业创新创业大赛
全国总决赛将首次在重庆举办。

市经济信息委将抓住发展契机，充分

发挥国家小型微型企业创业创新示范基
地、中小企业公共服务平台网络建设等作
用，围绕产业链，部署创新链，配置资金
链。积极推动大赛成果转化、项目落地孵
化、数字赋能、投融资对接、市场开拓等相
关服务活动，助力中小企业转型升级和高
质量发展。“我们将以此为契机，进一步优
化重庆创新创业生态，厚植创新创业土壤，
集聚创新创业资源。”刘群生说。

重庆晚报-上游新闻记者 严薇

“创客中国”赛事掀起我市双创新热度
“五星服务”助力中小微企业更进一程

10月21日，2020“创客中国”重庆市中
小微企业创新创业大赛企业组第一名平创
半导体研究院有限责任公司的代表也出席
了市经济信息委的新闻发布会。在媒体对
话环节中被问到，“各级政府在创新创业方
面出台了很多帮扶政策，作为创业者，如何
才能用好这些帮扶政策，共同推动我市创
新创业工作发展？”平创半导体代表表示，
首先作为科技创新企业，要有使命担当，家
国情怀。其次，创业者必须及时准确地了
解掌握政策，这对初创企业来说是决定方
向的指南针。第三，必须注重技术创新和
拥有原创技术，这是生存的关键。第四，重
视人才的培养，创新企业只有能吸纳高水
平人才才具有核心竞争力。

创业者如何“双创”
听听“创客中国”重庆赛区

企业组第一名怎么说

相关新闻

“时尚、原乡、后浪”

专家热评城市花博会
VR全景观园，实名预约
观展，请扫码进入“城市
花博会”官方小程序

本报讯 （重庆晚报-上游新闻记
者 朱婷）于10月20日盛大开幕的第三
届城市花博会，从城市阳台——江北嘴中
央商务区，移师到超大型城市公园——重
庆园博园。在更大的布展空间里，各参展
单位各显神通，展现出了更好的参展品质。

本届城市花博会除了令人惊艳的“大
师花园”和“花之穹顶”，还有江北区和两江
新区两家主办单位重磅打造的“明日花园”
江北园、两江园，以及我市10个区县，部分
地产、园林企业组成的“山城家园”。此外，
还特邀四川作为主宾省，组织泸州市等4
个市（区）为城市代表，联动重庆园博园、动
物园、植物园等市属单位为代表积极参与，
以“和鸣”为题共同组成的“双城和鸣”双城

特展区，成为了本届城市花博会上一道亮
丽的风景线，展示、交流双城生态环境保
护、产业发展，共建高品质生活宜居地。展
区选址园博园“圆缘园”，也寓意着成渝协
同、协力、协进的美好未来。

“第二届室外布展邀请赛”同时举办，
来自全市的多位专家对主展场各展园进行
了走访，并对邀请赛给予高度评价。他们
认为，在本届邀请赛中，不仅涌现出高水平
作品，更展现出重庆的大都市魅力和乡愁
底蕴。经过专家评审，共评选出第二届室
外布展邀请赛特等奖、一等奖、二等奖、三
等奖、双城和鸣优秀奖、设计金奖等9大奖
项。专家表示，城市花博会将有望成为重
庆城市美学哲学的载体。

重庆市人
民政府原副秘
书长，重庆城
乡建设与发展
研究会会长何
智亚

“各区县
展园呈现出富
有个性的美丽
画面，并有机
融合自身文化
历史特色。在
展示中，特别
突 出 乡 土 情
怀，田园牧歌，
能够唤起人们
的乡愁，带来
美好的体验。”

原重庆市园
林绿化局副局长
况平

“本届邀请
赛乃至花博会的
布 展 思 路 和 举
措，已经与国际
接轨，符合全球
模式。邀请四川
城市参展，将促
进 川 渝 两 地 园
林、园艺相关产
业发展。以中心
展园为代表的各
展园展陈效果十
分理想，将对全
社会生态文明建
设起到良好的带
动作用。”

四川美术
学院建筑与环
境艺术学院院
长黄耘

“本届邀
请赛的各参展
区县更加注重
展现城市品质
提升的成果，
布展手法呈现
出多用性、创
新性，部分还
使用了当代艺
术手法。”

重庆市风
景园林规划设
计院院长黄建

“本届邀
请赛的布展，
充分体现出重
庆这座城市骨
子里蕴含的大
都 市 时 尚 风
格，部分作品
的设计和展陈
足以引领时尚
潮流。”

重庆大学
建筑城规学院
院长杜春兰

“今年的
主题园和区县
园造园水平较
往届更高，高
水平的邀请赛
及城市花博会
所展现出的高
水 平 城 市 生
态，还将提升
观展公众对生
态环境的关心
以及环保意
识。”

▲新闻发布会

专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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