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厂房租售
距巴国城19公里工业园，水公
铁交通枢纽旁标准厂房11.7米
层高，10t行车，50年出让地，
2800元/平起，可蒸汽接入。
电话18623049966，023-47633266

综合房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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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线
郑重提示：本版只提供信息，不作法律依据，交易前严查相关文件

15023163856 公告遗失
关于G65包茂高速大观服务区
（进出城双向）封闭施工的通告

经市交通局批准，10月20日起，G65包茂高
速大观服务区（进出城双向）拟封闭施工。
施工时间：2019年10月20日至2020年8月25日
施工区域：G65包茂高速大观服务区（进出城双向）

施工对服务区进行封闭改造，为确保施工顺
利完成，施工期间，服务区暂停对外开放，请过往驾
乘人员提前规划好线路，可选择提前在就近服务区
或者收费站下道停驻休整，检查油量是否充足，避
免疲劳驾驶。施工带来的不便敬请谅解。

特此通告
重庆市交通行政执法总队有限高速公路第三支队

重庆高速公路集团公司南方营运分公司
重庆通力高速公路养护工程有限公司

重庆市主城区装修装饰废弃物填埋场
环境影响评价公示

“重庆市主城区装修装饰废弃物填埋场”
位于渝北区洛碛镇桂湾村、太洪场村（洛碛生活
垃圾填埋场环境防护距离范围内），总库容为
263.2万m2（有效库容250万m2），服务期12
年，建设内容主要包括垃圾分选区和卫生填埋
区，其中垃圾分选区包括分选车间和计量系统
等，卫生填埋区包括垃圾坝工程、地下水收集导
排系统、防渗系统、渗滤液导排系统、填埋气体
收集导排系统、渗滤液调节池等。项目建成后
实现分选垃圾30万t/a，填埋垃圾21万t/a。拟
建项目总投资32817万元，其中环保投资720
万元。现根据国家法规及规定，征求项目周边
居民和单位对建设项目在环境保护方面的意见
和建议，详细信息见重庆市环卫集团有限公司
官方网站:http://www.cesg.com.cn/。

联 系 人：王丙林 电话：18209317283
电子邮箱：850835591@qq.com
建设单位：重庆市环卫集团有限公司

本报讯 （重庆晨报·上游新闻记者 杨野）一年一度的“乌镇峰会”
即将到来。前天，伴随“互联网之光”博览会的开幕，标志着一年一度备受
关注的世界互联网大会即将到来。重庆晨报·上游新闻记者从世界互联
网大会官方得到信息，第六届世界互联网大会将于10月20日至10月22
日在浙江乌镇举行。

本届大会主题为“智能互联 开放合作——携手共建网络空间命运
共同体”。今年大会嘉宾充分体现高规格、多元化、代表性强的特点，届时

将有来自全球的1500多位政府官员、国际组织代表、顶级专家学者、企业
领军人物参会。

围绕“智能互联 开放合作——携手共建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的主
题，本次大会将聚焦“科学与技术”“产业与经济”“人文与社会”“合作与治
理”四大重点板块，共设20个分论坛，秉持开放、平等、互信、共赢的理念，
邀请全球互联网领军人物及重量级嘉宾，共同探讨与回应当前国际社会
对5G、人工智能、物联网等新技术、新业态发展的深度关切。

近年来，越来越多的重庆人选择前往
云南旅居，更值得关注的是：其中多数重庆
人选择在石林置业。除了紧邻昆明、高铁
便捷……石林到底还有哪些魅力？记者前
往石林一探究竟。

气候宜居，“春城的春城”
昆明石林年平均气温17.8℃，四季如

春，当地居民无需安装空调、地暖、暖气片
等，每立方厘米负氧离子高达3280个，是
2017年云南唯一被评为“中国天然氧吧”
的地区。

这里全年鲜花盛放，阳光温暖充沛，
雾霾沙尘指数为0，随处可见蓝天白云。
昆明市下辖区县无工业零污染地区，首批
国家全域旅游示范区，目前云南省仅石
林、腾冲入选，是理想的避暑避寒养老宜
居胜地。

3字头价格，云南的房价洼地
目前昆明石林3字头房价，与省内大

理、丽江、西双版纳，甚至宜良、弥勒相比，
是真正的价值洼地。高铁18分钟直达昆
明，共享省会配套；石林风景区年均接待

850万人次；云南省内开通高铁唯一3字头
惊爆房价，使石林旅游地产投资备受瞩目。

6盘联动闪耀昆明石林购房节
金秋时节，昆明石林当地开发商联合

举办购房节，6盘联动，从双学府低密度洋
房至板式高层一应俱全，可享受购房节限
时钜惠，此次活动截止到11月30日。

昆明石林三天两晚看房团火热招募
中，199元/人，包含石林当地三天两晚吃住
行（不含往返机票/高铁票/火车票等大交
通费用）。购房成功，每组客户报销2000
元大交通费用补贴。

重庆晨报·上游新闻记者 蓝娅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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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渡口
8旬翁社区办书画展
获得邻居点赞

本报讯 （重庆晨报·上游新闻
记者 陈军 通讯员 陈琳）近日，
大渡口区庹家坳社区举办了一个特
别的书画展览，因为此次书画展览
展出包括山水画、剪纸等作品二十
余幅，全部出自社区退休教师裴学
龙之手。展览吸引了众多居民到场
参观，获得不少邻居点赞。

裴学龙今年80岁，退休后，经
过20多年的努力，创作国画、钢笔
画、水墨画等作品数百幅。由于画
画得好，他还应社区之邀绘制了文
化长廊。

垫江、石柱
创建国家园林县城
接受专家组实地考查

本报讯 （重庆晨报·上游新闻
记者 陈军 通讯员 吴艳秋）10
月13日-19日，石柱县、垫江县分
别接受了创建国家园林县城专家组
实地考查。此外，江津区中山镇，万
盛经开区黑山镇，涪陵区蔺市镇、大
木乡、武陵山乡分别接受了创建国
家园林城镇专家组实地考查。

据市城市管理局园林绿化处处
长廖聪全介绍，专家组对我市提出申
报的上述区县、镇乡进行了实地考
查，通过听取汇报、观看创建申报技
术片、反馈实地考查情况、考查组带
队领导讲话、市城市管理局领导讲
话、创建单位表态发言等环节，圆满
地完成了此次实地考查活动。专家
组对创建中涌现出来的亮点进行了
肯定，同时对提升园林绿化水平以及
环境人性化服务质量等提出建议。

为老年人健康义诊
提出健康建议

本报讯 （重庆晨报·上游新闻
记者 陈军 通讯员 张炼）近日，
大渡口区新山村街道平安社区新时
代文明实践站联合乳安中医院开展

“心系社区”老年人健康义诊活动，
为辖区几十余名老人及社区党员群
众送去了“健康礼包”。

在活动现场，由中医痛症专家
结合老年人的特点，讲解了颈肩腰
腿疼痛的原因，还就脊柱的功能、生
理弯曲形成的过程、颈椎病形成的
因素、不良习惯的影响等进行了详
细的说明，从劳逸结合、合理饮食、
娱乐活动、谨慎用药等方面提出了
健康建议。

回龙桥社区举办
串珠爱心义卖效果好

本报讯 （重庆晨报·上游新闻
记者 陈军 通讯员 程华勤）栩
栩如生的小金鱼、小巧的草莓、精美
的小苹果、超级可爱的小汽车抽纸、
五颜六色的笔筒……精致的手工艺
品一摆上桌面，便吸引了不少过往
居民的目光。近日，大渡口区建胜
镇回龙桥社区社工室举办了“扶贫
帮困 你我同在”爱心义卖活动。
得知本次义卖物品是出自贫困人员
的巧手后，大家纷纷购买。

据了解，回龙桥社区社工室9
月开展的手工串珠小组，主要是针
对辖区残疾人、重病患者以及为照
顾家中病人无法外出上班的贫困居
民，教会她们技能，在家也能挣到钱
帮补家用。这次义卖活动共卖出
18件大小物件，共计280元。

总价16万1套房 在年均17.8℃的春天里安个家

为啥冬天来了，重庆人纷纷跑去昆明石林买房？
199元/人看房团报名火热进行中，吃住行全包，不含机票高铁大交通

凯旋·怡景二期效果图

项目咨询电话：18580240526 18716417460

凯旋·怡景：地标华宅 建面均价3980元/㎡
郦邦豪庭：天幕住宅 建面均价3890元/㎡
梦想城：江景现房 建面均价3820元/㎡
金色时代：精装托管公寓 建面均价4980元/㎡
颐林尚都：酒店全面运营精装 建面均价5280元/㎡
西湖紫园：学府洋房 建面均价3980元/㎡

第六届世界互联网大会今在乌镇开幕第六届世界互联网大会今在乌镇开幕
主题为“智能互联 开放合作——携手共建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

1500多位嘉宾将共话未来

解读人工智能人才需求，亮相短距即时配送服务，发布标识解析生态战略

“互联网之光”上的“重庆之影”

云从科技
希望高校更多投入前沿技术探索

昨日，在“互联网之光”博览会的分论坛“数字经济产
业人才研讨会”上，作为重庆唯一一家全球人工智能独角
兽企业，云从科技受邀参会并由招聘总监常丹在会上发
表演讲。

常丹在演讲中对当下整个AI人工智能的人才需求
的状况、挑战以及解法进行了详细的解读。

他表示，现在人工智能人才需求非常旺盛，各个领域都
在招数字经济方面的人才，这个竞争非常激烈。以云从科技
为例，现在整个人员增长已翻了一倍，但核心技术人才以及
核心业务、解决方案方面的人才，还是非常稀缺。

常丹还谈到另外一个情况：薪资成本高。早在2017
年，就曾看到有大厂给应届毕业博士生100万年薪。到
2018年、2019年，100万、200万的薪资也屡见不鲜。“对
于一个创业公司来讲，这样的高薪酬带来的压力非常大，
因为我们用的也是投资人的钱，希望能够更好地把这笔
钱用到有价值的地方。”

他认为，招收新人进来后，注重培养，让其在实践中
成长，也是一个对于专业人才需求的重要解决方法。他
最后倡议，希望高校能够更多地投入到前沿性的技术探
索。

物必达
SaaS平台上线3月成交额近2亿元

除云从科技外，另外两家企业均来自重庆宗申产业
集团。其中，重庆物必达网络科技有限公司是一家产业
互联网数字零售赋能服务平台公司。

此次参展，物必达主要展示了其为摩配产业和热动
力产业做的SaaS平台。该平台主要目的是打破生产制
造企业与渠道层和消费层的信息壁垒，让主机厂实时掌
控自己的产品动销情况和用户情况，同时实现渠道数字
化、供应链数字化共享。

据展厅负责人介绍，该平台自2019年7月上线以来
已累计实现GMV近2亿元，在云南、贵州、四川、重庆、

江苏、广东等地上线3000余家渠道商户，在泰国、越南两
国上线1000余家渠道商户。

同时，物必达还在展会上亮相了为零售通打造的短
距即时配送服务——骑士星球。通过营造各类在线化、
数字化、智能化的场景，降低骑手进入门槛，无需购车即
刻加入，在创造更多就业机会的同时，也解决了存量燃油
摩托车的问题。

忽米网
联合华为发布标识解析生态战略

此次参展的忽米网同样属于宗申产业集团旗下企
业。在博览会上，忽米网联合中国信通院等国家科研机
构和华为等业内领先企业发布工业互联网标识解析生态
战略，致力于解决“信息孤岛”“割裂数据”等问题，对于加
速工业互联网产业发展，携手合作伙伴共同构建标识解
析体系具有重要意义。

在今年第二届工业互联网高峰论坛上，忽米网与宗
申产业集团，中国信通院达成初步合作协议，共同建设动
摩行业标识解析二级节点项目，这是全国首个针对动摩
行业的工业互联网标识解析二级节点项目。也是工信部
发布的首批、重庆市唯一的国家级工业互联网平台试点
示范项目。

目前，忽米网正积极布局线下应用场景，在重庆、天
津、北海等多个城市建立起工业互联网园区、创新中心、
研究院及赋能中心，为当地企业提供本土化服务解决方
案。 重庆晨报·上游新闻记者 杨野 乌镇报道

前日，第六
届世界互联网大
会的重头戏——
“互联网之光”博
览会开幕，来自
全球的600余家
知名互联网企业
和创新型企业参
展。重庆晨报·
上游新闻记者走
访发现，来自重
庆的多家互联网
科技企业也亮相
博览会，并在会
场发布了有关工
业互联网战略，
并受邀参加论坛
发表演讲。

忽米网
展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