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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岸区顺心花甲米线店遗失食品经营许可证
正副本，编号JY25001080225692，声明作废
◆罗洪梅建筑起重信号司索工证渝A032012006529遗失作废
◆遗失重庆华孛消防工程有限公司合同专用
章一枚，编码：5003815002193声明作废
◆遗失四川道和远大科技集团有限公司华孛分公
司财务用章一枚，编码：5003817044266声明作废
◆重庆永辉超市有限公司两江新区和煦路分公司遗失食
品经营许可证正副本JY15001050208056声明作废
◆渝中区张秀桃餐饮店遗失食品经营许可证正
副本，编号JY25001030118447，声明作废
◆遗失2017.5.31核发的樊贵红个体工商户营业执照正副
本，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2500112MA5ULXHKXM，声明作废
◆个体户林超建（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2500103MA
5XR4AY68），印章“个体户林超建”遗失，声明作废
◆遗失渝B89T81营运证500100032170作废
◆遗失重庆市璧山区文星建筑设备租赁有限公司公
章（编号5002278007389）印章备案回执声明作废
◆李明跃遗失建筑工程师证书编号011601103519作废

迁坟通告
因重庆安众安全技术服务有限公司矿山开采作业需要，需迁移该项目用地范围内的坟

墓。现将有关事宜公告如下：
一、迁坟范围：重庆市合川区三汇镇康佳村重庆安众安全技术服务有限公司矿区，矿区

范围坐标：

二、迁坟时间：自2020年7月9日起至7月24日17:00点止。凡在规定期限内无人认
领的坟墓，由安众技术服务公司根据实际情况，进行平除处理。

三、迁坟地点：其他自选墓地。
四、补偿手续：被迁移坟墓由重庆安众安全技术服务有限公司负责签订补偿协议并给

予补偿。补偿手续办理地点：重庆市合川区三汇镇康佳村三~五社，重庆安众安全技术服务
有限公司矿山。

联系电话：023-88721166 特此公告。
重庆安众安全技术服务有限公司 2020年7月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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遗失重庆海外旅业(旅行社)集团有限公司渝
中区鑫隆达门市出境合同：CJN0265993、
CJN0269965、CJN0270627 国 内 合 同 ：
JNN0648164、JNN0682189声明作废！

寻亲启事
重庆市壁山区大路镇阳河村一组，唐如

云，身份证号码: 510232197101306329, 于
2007年12月02日早上9时左右在云南省曲
靖市罗坪县马街镇十字路口公路边上捡到一
女婴，捡到该女婴时，女婴身
上内穿一件白色打底的奶娃
衣服，外套一件黄色毛衣装
在一个纸箱子里，身上有一
张写有2007、12、01 字样的
字条，由于该女婴已现年13
岁，现寻找其亲身父母。
联系电话：13608365184。

认尸启事
5月28日在江北区金源不夜城永辉超市

左前厕有一男性老者摔倒，头部摔伤，几天后
在重庆市急救医疗中心抢救无效去世，该无
名死者为男性60岁左右，身高1.7米左右，身
型偏瘦，光头，上穿一件蓝色外套，下穿黑色
运动裤，脚穿黑色布鞋。现请知情者见报后
15日内联系江北区观音桥
商业区派出所。联系人：
谢建军警官、李月飞警官
联系电话：67115838

《工伤认定限期举证通知书》
送达公告

重庆铭博装饰工程有限公司：
冯德乐向我局提出本人工伤认定

申请，我局受理后于2020年5月27日
制发《工伤认定限期举证通知书》（渝中
人社伤险举字〔2020〕48号），并以邮寄
方式向你单位送达《工伤认定限期举证
通知书》，被退回。经多方联系无果，现
通过公告送达，请你单位自公告之日起
60日内，前来我局领取《工伤认定限期
举证通知书》，逾期视为送达。
重庆市渝中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2020年7月9日

重庆鹏润实业有限公司遗失紫金财产保
险股份有限公司的财产综合保险保险单
贰份，保单号20102232050217000076、
20102232050217000077，特此声明。
◆重庆海川木业有限公司遗失公章（编号
5001078124484）、财务专用章（编号500107
8124485）、法人章（徐应远）各一枚，声明作废◆重庆海川木业有限公司遗失2017-05-23核发营业执照正
副本：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00107MA5ULFK14P声明作废

注销公告：中国旅行社总社（重庆）有限公司拟
将注销以下门市部：渝中区解放碑好吃街门市
部(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00103MA60BK
BR3X）、九龙坡区朵力名都门市部(统一社会
信用代码:91500107MA5U8L5Y4D)、渝中区
解放碑都市广场门市部(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500103MA60D0GL28)、渝北区龙湖紫都
城门市部(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00112MA5
YW33C7P)、北碚区碚峡路门市部(统一社会
信用代码:91500109MA5U89YU3J)、綦江世
纪花城门市部(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00222
MA5U5FT30W)、璧山天湖花园门市部(统一
社会信用代码:91500227MA5YT13B7M)、
江北区沃尔玛门市部(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500105MA5U56G761)、涪陵区翔正丽湾
门市部(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00102MA5U
ND9K5D)、弹子石龙湖郦江门市部(统一社会
信用代码:91500108MA5U4E3614)、九龙坡
区红狮大道门市部(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500107MA5U6LR481)、九龙坡区创新大
道门市部(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00107MA5
U6D2X49)、高新区科园六路门市部(统一社会
信用代码:91500107MA5U6CU77J)、江北区
郭家沱门市部(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00105
MA5U6XKN10)、巴南区鱼洞新农街门市部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00113MA5UFW7B
74)、江北区红旗河沟门市部(统一社会信用代
码:91500105MA5U822217)、江北区洋河一
路门市部(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00105MA
60CBBM3L)。特此公告。 2020年7月9日

◆重庆启信广告有限公司（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0
0108322383710L）遗失印章备案回执单，声明作废◆重庆桃夭文化传播有限责任公司遗失2019.04.11核发营业
执照副本: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00106MA5U391U65作废◆遗失马英伟，高代艳之女马铭悦2013.10.26在重庆铜梁妇
幼保健院出生《出生医学证明》编号O500500079220作废◆渝北区佳荷汤包店遗失2016-06-08核发个体营业执照正
副本: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2500112MA5UP18C1H声明作废◆遗失声明:可罗雅高精密墙布（肖先素）遗失茶园红星
美凯龙质保金收据，单号A252_S18001148现声明作废◆声明：重庆蜀安置业顾问有限公司遗失财务专
用章一枚（编号：5001035012329），声明作废◆大足县双龙汽车装饰美容中心遗失公章一枚，声明作废

寻人启事
现江北区唐家沱东风三村98-2-2房屋拆迁办
理，寻找廖玉丽家人（石斌，石雪麒）回来办理相
关事宜，请速与我联系。15213196425 廖泽成

遗失声明
罗国伟遗失重庆市渝北区人民医院2019年11
月5日开具的重庆市门诊医药费专用收据（发票
号T1783992，诊查费：87.60元）；2019年11月
05 日开具的普通门诊诊察费收据（单据号：
011936367；2019年11月05日开具的DR检查
项目收据（单据号：01193640，金额：87.60元）
DR检查：左足正斜位数字X线摄影，金额：70
元；2019年11月05日开具的布洛芬缓释胶囊，
云南白药胶囊，云南白药气雾剂收据（收据号
码：011817996，金额：79.07元）声明作废。

作废声明
由于委托方未按要求提供全体业主或业

主委员会的鉴定委托授权书，导致委托人资格
不符合相关规定要求，且在我公司出具复测报
告前一直不退还原鉴定报告，故对我公司出具
的编号为 088 补 P4101001900521、088 补
P4101001900522、088 补 P4101002000010
报告于2020年06月06日进行作废处理。作
废处理后，该报告不能作为房屋安全性评价的
任何依据。特此声明

重庆北纬建设工程质量检测有限公司
2020年7月8日

重庆亘森电子科技有限公司遗失中
国建设银行重庆观音桥支行建东分
理处的基本存款账户开户许可证，
账号 50001064000050203966，核
准号J6530036571701,声明作废。

◆南岸区骏浩达机械厂遗失刻制公章和
财务专用章的印章备案回执，声明作废。◆重庆俞妹儿餐饮管理有限公司遗失刻制公章和财务专
用章的印章备案回执，编号5001087150895 声明作废。◆巫山县麻林小学遗失非税收入一般缴款书发票，票据号
002866989，日期2018年11月16日，金额2100元，声明作废。◆遗失刘尚鑫、蒋欣雨之子刘友诣在重庆市梁平区人民
医院出生的出生医学证明，编号：T500133748声明作废。◆遗失声明：南岸区珊瑚路好利来郭敏蛋糕店 遗
失增值税普通发票，代码050001900104，号码
28617926,35053468,35053470声明作废。

注销公告：经重庆摄协文化艺术交流中心有限公司（统
一社会信用代码：91500000MA5UD7NE4U）股东大
会研究决定，本公司拟将注销。根据《公司法》规定必
须在登报之日起45日内，请债权人到重庆市两江新区
东湖南路333号3栋27-11号办理债务清偿手续。联
系电话：15909359928。特此公告 2020年7月7日

◆遗失秀山县源丰矿业有限公司公章
一枚编码：5002411000381声明作废◆遗失秀山县宇燕物流有限公司公章
一枚编码：5002411026425声明作废

减资公告：重庆群润科技有限公司（统一社会信用
代码91500236MA5YPT168N）拟向公司登记机关
申请减少注册资本，注册资本由5000万元减少至
500万元整，请债权人至见报之日起45日之内向公
司提出债权债务或提供相关担保请求。特此公告

遗失声明：隆鑫控股有限公司，统一社会信
用代码：91500107745343366C，业务编码
为 ：45500000201711279792，金 额 为
40000000元的“境外机构外债签约情况表”
以及相应的业务登记凭证遗失，声明作废。

◆重庆市华高科技有限公司遗失：2002年6月21日核发的营
业执照正副本(注册号5001022100869)及公章壹枚，声明作废
◆遗失重庆波慧信科技有限公司财务专用
章壹枚(编号5001078165691)声明作废
◆遗失谭从生残疾人证，证号51022219570822591054作废
◆遗失重庆旭发企业管理咨询有限公司公
章壹枚（编号5001141105286）声明作废
◆遗失重庆速博广告有限公司公章壹
枚（编号5001035022861）声明作废
◆遗失重庆锦徐餐饮管理有限公司财务专用章，声明作废
◆遗失重庆冰德鑫房地产经纪有限公司公章壹枚(编号50010
35050327)、财务专用章壹枚(编号5001035050328)声明作废
◆遗失重庆亿沁元商贸有限公司公章壹枚(编号50010381
22303)、财务专用章壹枚(编号5001038122304)声明作废
◆遗失陈宽秀（身份证510202195202152923）重庆市武隆区
仙女山镇石梁子中心苑2幢1单元1-3房屋产权证声明作废
◆遗失重庆殊胜文化传媒有限公司法人章（姓名:袁一丹）作废
◆重庆市动物园管理处遗失《重庆动物园团体入园票》，票
号11777-11790共计14张，每张一式三联。声明作废
◆遗失2016.1.14发沙坪坝区名创百货经营部营业
执照副本，注册号500106607041134声明作废
◆遗失黄绍波之子柏苏恒于2017年7月5日在重庆市江津
区中心医院出生的出生医学证明编号为R500150631作废
◆遗失2015年5月12日核发的重庆市凤婷建材有限公
司营业执照正副本，注册号500112007996254声明作废
注销公告：经重庆市凤婷建材有限公司（注册
号500112007996254）股东会决议，拟将注
销本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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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9日

朱云川遗失位于重庆恒大滨河左岸6号楼505号
收据如下：票据编号bhzan0108080,金额61647
元；票据编号bhzan0164504,金额30000元；票
据编号bhzan0164573,金额47489元；票据编号
bhzan0164584,金额60000元；声明作废

◆声明：遗失南川公安局民警黄萍警
官证，（警号：203690），声明作废。◆遗失重庆上善置地有限公司开给黄冲阳光城悦江山
购房预约金收据：CQ0025629金额1万元，声明作废

◆重庆冠伟建材有限公司，不慎遗失中国银行银行
重庆凤天路支行银行开户许可证，核准号：J65300
37457901，重庆冠伟建材有限公司，声明作废◆遗失范国华（身份证吗510222197810171612）医师资格证，
证件编号201950XC10十41510222197810171612，声明作废

◆重庆豪能汽车运输有限公司不慎遗失车牌渝
D90900道路运输证，证号500110071983，声明作废◆遗失江津区朝霞餐馆2009年04月27日核发营业执照正、
副本，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2500116MA5UH8999T,声明作废◆遗失江津区朝霞餐馆《食品经营许可证》正、
副本，编号：JY25001160034049，声明作废

◆重庆孤无基企业管理有限公司遗失公章（编号
5001038129005）；财务专用章（编号500103
8129006）；法人章（邓鹏川）各一枚，声明作废◆重庆清品见网络技术有限公司遗失公章（编号
5001038130395）；财务专用章（编号500103
8130396）；法人章（邓鹏川）各一枚，声明作废◆声明：遗失重庆汇融汽车维修服务有限公司中
国银行五里店支行开户许可证号：核准号J65300
21684402,账号：114401716437，声明作废 认尸公告

2020年7月7日在江津区猫儿沱长
江水域发现一具女尸，尸长1.6米，
约50岁，穿浅色短袖、深色长裤、肉
色短袜，请知情人与长江航运公安
局重庆分局联系：63770249。

遗失作废声明
重庆西美塑料制品有限公司遗失营业执照正本及
副本（注册号：企合渝总字第03681号），声明作废。
重庆西美塑料制品有限公司经营部遗失营业执照正本
及副本（注册号：企合渝分字第01199号），声明作废。

◆遗失重庆市涪陵区明龙货物运输有限责任公司渝
AW813挂道路运输证，号码：500102023491号，作废◆遗失重庆市涪陵区明龙货物运输有限责任公司渝
AW130挂道路运输证，号码：500102033302号，作废

关于拟注销融资性担保机构经营许可证公告
根据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印发

《融资性担保机构经营许可证管理指引》的通
知，现拟注销重庆新亿融资担保有限公司持有
的机构编码为渝052003L的《融资性担保机
构经营许可证》，从即日起不得以该《融资性担
保机构经营许可证》开展融资性担保及相关业
务。许可证信息：机构名称：重庆新亿融资担
保有限公司；机构住所：重庆市沙坪坝区渝碚
路222-2-7-1号；机构编码：渝052003L；发
证机关：重庆市地方金融监督管理局；有效期
限：至2023年1月11日。特此公告

2020年6月22日

◆遗失梁平区饭不想快餐店食品经营许
可证正副本JY25002280053169作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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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当代外援什么时候能够归队？距离
2020赛季中超开赛时间7月25日越来越近，作
为目前唯一没有外援归队的俱乐部，重庆当代
5名外援的动态牵动着重庆球迷的心。7月7
日晚，重庆晨报·上游新闻记者获悉，这5名外
援很快就要归队了，最迟不会超过北京时间7
月13日凌晨。

早在7月4日，俱乐部就确定了接5名外援
回国的包机公司、飞行时间、飞行线路等细节。
对于外援能够归队，重庆当代力帆俱乐部表示，
要感谢市政府、江北区政府、市体育局、市足协
以及外办的大力支持。回归后，5名外援会按
照防疫要求完成隔离后前往中超赛区，至于能
否赶上前几轮比赛，还要视当时的身体状态、教
练组安排而定。

包机费用近40万美金
先后对比多家公司

为了让外援在获得新签证后迅速归队，俱
乐部在为外援办理签证相关流程时，就已经开
始联系包机公司。

“我们前后一共联系了四五家包机公司，国
内国外的都有，每家公司的报价也差别很大，从
30多万美金到50多万美金不等。最后我们选
择了一家新加坡的公司，包机价格不到40万美
金。”俱乐部相关人士还透露，选择这家新加坡
公司主要是他们有相关包机经验，此前他们曾
为一家重庆企业的外籍员工提供过从美国到重
庆的包机业务。

“我们在上周六，也就是7月4日就和包机
公司敲定了飞行日期和线路。计划从巴西圣保
罗起飞，然后途经波兰接上阿德里安并补充燃
料，然后再飞抵重庆。当时飞行时间定的是巴
西当地时间7月6日到11日之间，具体哪天飞

得看外援取得签证的时间，最晚不会超过7月
11日，抵达重庆时间预计最晚在7月13日凌
晨。”俱乐部相关人士介绍。

除了重庆当代的5名外援，包机上还有可
能出现其他俱乐部的外援。相关人士还提到，

“可能青岛黄海、河北华夏幸福的外援会跟我们
一起乘包机回来，前提是他们的签证能够在飞
机起飞前办妥，毕竟我们这次包机一共可以坐
13个人。俱乐部已经向重庆有关方面提交了
相关人员的护照等证件，办理好了包机落地、疫
情防疫等手续。”

签证办理遇小插曲
西里诺新护照“换了个人”

据记者了解，俱乐部早在 6月中旬就开

始为外援办理签证。但因巴西当地疫情严
重、受端午假期影响、还有外援更换护照等
原因，直到 7月 7日 5名外援的新签证才全
部办好。

“我们俱乐部专门派了两名员工负责给外
援办签证，一个人专门负责和5名外援对接，
让他们准备好办签证所需要的各种材料，另外
一个人则负责跑办签证的各种程序。由于之
前遇到端午节假期，以及因疫情导致巴西当地
工作时间比较短，从上周五开始外援才陆续拿
到签证。在5名外援中，阿德里安、卡尔德克
和费尔南迪尼奥的签证在上周就拿到了，西里
诺和马尔西尼奥的签证是这周才拿到的。”俱
乐部介绍说。

据悉，在为西里诺办签证时还出现了一则
小插曲——西里诺之前申请的工作签证用的是

旧护照，这次办新签证则是用的新护照。但他
新旧两本护照上除了护照号码不一样，连名字
的排列顺序也不一样，加上两本护照照片一张
没有胡子一张有胡子，办护照时被怀疑“不像是
同一个人”。好在经过多次确认，西里诺顺利获
得了签证，只是耽误了一点时间。

住套间加“开小灶”
隔离期全面保障外援训练生活

5名外援抵达重庆后，将按照规定进行14
天隔离观察。为了让外援在隔离期间也能正常
训练，俱乐部已提前向有关部门提出申请，让他
们每人单独住一个套间，并在套间中准备好训
练所需的健身设备。另外，俱乐部食堂还要在
无接触的情况下，将外援的一日三餐在俱乐部
做好后，由专人送到隔离酒店。

记者获悉，如此安排主要是考虑到中超
即将开始，各方面备战不能有丝毫松懈。“要
想外援能够尽快上场，在隔离期间必须坚持
训练，其实我们教练团队一直在和外援保持
联系，为他们布置训练任务。餐饮方面主要
是运动员对饮食有较高要求，要保持充沛体
能。另外，我们厨师也知道外援喜欢吃什么，
这样的安排更合理、科学一些。”俱乐部方面
表示。

如果外援在7月13日凌晨抵达重庆，完成
隔离后的时间是7月27日，肯定会错过首轮联
赛。至于外援何时能够上场？据了解，目前5
名外援向教练组传达的信息是，他们一直在认
真做好训练，在结束隔离归队后比赛没有问题，
几名外援的比赛欲望也非常强烈。不过，他们
能否赶得上联赛初期的比赛，还得看张外龙教
练团队的安排和考量。

重庆晨报·上游新闻记者 何艳

“玩转”国际范儿 两江新区开放之门越开越大

费尔南
迪尼奥在去
年中超比赛
中。

因改革而生，因开放而兴。作为我国内陆
首个国家级开发开放新区，中央和市委市政府
高度重视两江新区开发开放，特别是今年以来，
先后赋予两江新区建设内陆开放门户、做靓重
庆“智慧之城”名片的战略任务。

6月29日，以建设内陆开放门户为目标的
两江新区，在果园港举行建设国家物流枢纽系
列活动，同时推动果园港鱼嘴铁路货运站集装
箱班列首发、果园港国家物流枢纽重点口岸功
能及基础设施项目集中开工、两江新区与广安
邻水共建无水港“三件大事”。

多式联运体系捷报频出，国家物流枢纽
建设加速、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动作不
断……对标世界顶尖水平，打造内陆开放门
户所布局的林林总总，正在两江新区这片土
地上产生“奇妙”的效应，也让两江新区持续
强化领跑西部开发开放的担当。

铁水公多式联运“版图”愈加清晰

5月31日，鱼嘴货运站商品车物流基地正式
开通运营。两江新区乃至重庆的整车运输比例
将提高30%-40%，运输成本也随之大幅降低。

6月29日，重庆果园港鱼嘴铁路货运站集装
箱班列在鱼嘴铁路货运站北货场完成首发。此
次发运的班列共载有46个集装箱，货品主要为
两江新区及周边区域的汽车零部件、玻璃纤维及
机电产品，并将在几天之内到达杭州、无锡等地。

几乎同时，随着集装箱班轮冠荣668最后
一个集装箱在果园港集装箱码头装船离航，“中
欧班列+江海联运”过境中转在两江新区果园
港首航成功。这批100TEU货物从俄罗斯通过
中欧班列（渝新欧）抵达两江新区果园港，再经
长江黄金水道运抵上海，最后通过海运抵达越

南。由铁路专线至集装箱海关监管区的转运过
程，仅用时3小时。

近年来，两江新区将重庆拓展的国际物流
大通道无缝接入果园港，使之成为“一带一路”和
长江经济带联结点的重要支点，并逐渐成为“世
界的中转站”——向东，通过长江黄金水道连接
太平洋，可达世界200多个国家和地区；向西，经
兰渝铁路，通过中欧班列可达中亚、欧洲；向南，
通过西部陆海新通道连接印度洋，可达东盟、南
亚。“铁、水、公”多式联运的“版图”愈加清晰。

作为首批国家物流枢纽、西部地区唯一一个
港口型国家物流枢纽，果园港专门设立了重庆果
园港国际物流枢纽公司。该公司相关负责人介
绍，截至今年5月底，国家物流枢纽20平方公里规
划范围已实现城规和土规的全覆盖，分东、西和拓
展3个功能区域。东区核心是果园港，80%已建
设完毕；西区主要包含鱼嘴铁路货运站、果园B
保、中新（重庆）多式联运示范基地核心区等多个
物流园区，正在快速建设中，已入驻17家企业。

不只是果园港，与陆上开放体系同步拓展
的，是两江新区的空中开放网络。2019年12月
底，重庆在一周内连续开通了至琅勃拉邦、万

象、冲绳、布达佩斯航线4条国际航线，至此，重
庆新开国际航线达到13条，其中客运9条、货运
4条。重庆江北国际机场国际及地区航线累计
达到95条。

处内陆连全球，借助“东南西北+空中”开
放通道，“重庆造”频频出海。数据显示，仅果园
港一季度即完成货物吞吐量323.8万吨，同比增
长13.4%。

四大平台汇聚全球各类开放要素

参与国际分工，融入全球市场，两江新区探
索内陆改革开放新路径，整合全球先进要素，推
进高质量发展创造高品质生活，探寻全球产业
链、价值链、供应链在内陆地区的整合路径。

两江新区是中国（重庆）自由贸易试验区和
中新（重庆）战略性互联互通示范项目的核心
区，已形成包括果园港、两路寸滩保税港、江北
嘴金融中心、悦来国际会展城四大开放平台。

今年4月，中国（重庆）自由贸易试验区成
立3周年。截至目前，新区外资企业已达到454
户，世界500强企业158户。重庆自贸试验区两
江片区内已有市场主体2.4万余户，注册总资本

超过4000亿元。自贸区两江片区累计复制推
广和承接全国、全市改革试点任务307项。

中新（重庆）战略性互联互通示范项目运营
以来，作为核心承载区的两江新区目前共签约
项目54个，全市占比29%，签约金额120亿美
元，全市占比42.9%，一批具备示范性、影响力
的重大项目相继落地。

作为两江新区对外开放的窗口，两路寸滩
保税港区整体发展水平已跻身全国保税港区前
三强。今年4月份，保税港区跨境电子商务进
口成交订单约179万票，约占全市当月进口业
务订单量的82.48%。

疫情防控期间，中关村医学工程转化（重
庆）中心仍有多个项目采取屏对屏“云签约”的
方式完成签约。中以产业园的建立，不仅是对
以色列技术项目的引进，更给两江新区走国际
化道路做出了示范。

着力发展开放型经济，是两江新区构建内
陆开放高地的另一重要路径。

两江新区对标世界顶尖水平，加快推进新
一轮产业规划、开放规划、创新规划、城市规划，
完善了两江开放制度框架，为实现带头开放、带
动开放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6月10日，两江新区举行外资云推介欧洲
专场活动，持续以“屏对屏”“线连线”的方式推
介两江新区发展优势，诚挚邀请海外客商来渝
投资兴业。来自德国、法国、西班牙、意大利等
国家的50余家企业及机构齐聚云端，共话合
作、共寻商机。通过“云招商”等创新方式，一季
度，两江新区直管区新签约项目47个，合同投
资额456.4亿元。

重庆晨报·上游新闻记者 严薇 实习
生 宋沁泽

重庆果园港
曾华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