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市长公开电话 12345 税务热线 12366 药监局投诉 68810255 医疗事故纠纷咨询 67706615 市卫生监督所 68810000 市教委 63862151 市疾病控制中心 68809389 环保举报 12369

5版重庆新闻
2017 年 7 月 27 日 星期四
编辑 李薇帆
美编 何洪

CHONGQING
DAILY

生活垃圾是“废弃物”，却并非一
无所用。

在主城区，不少生活垃圾会运
至同兴、丰盛两座垃圾处理厂焚烧
发电。据统计，我市每天大概有
4500吨生活垃圾，通过焚烧变成了
电。

这些垃圾焚烧发电厂都出自大渡
口区的一家本土企业：三峰环境产业
集团有限公司（下称三峰环境）。大渡
口区方面给予它如此评价：“它是大渡
口区发展环保产业的基础。”

国内垃圾发电的开拓者

三峰环境成立于1998年。成立
之初，他们瞄准了一个国内几乎空白
的领域：垃圾焚烧发电。正因为是行
业空白，三峰环境一开始便得到了国
家发改委的资金支持。

这些资金成为三峰环境获取国
外先进技术的基础。2000年，三峰环
境引进了德国马丁公司的SITY2000
垃圾焚烧发电技术。也是这次合作，
为三峰环境后来逐步“消化”马丁公
司焚烧炉、锅炉、烟气净化和自动控
制等技术，成为国内行业龙头埋下伏
笔。

拥有技术后的三峰环境，谋划了
第一个项目：重庆同兴垃圾发电厂。
该项目不仅是垃圾焚烧发电领域首个
技术国产化的示范项目，更是重庆、乃
至西南地区首个BOT项目。“因为是

第一次尝试，所以连招标合同都没有
范本。”三峰环境相关负责人表示，当
时市级部门找来了香港关于BOT项
目的合同范本，加工修改后才有了该
项目招标合同。

2002年，同兴垃圾发电厂项目正
式开工建设。2005年，该项目正式建
成投产，重庆垃圾焚烧发电的历史，由
此揭开。

此时的三峰环境，不仅是国内垃
圾焚烧发电领域的开拓者，更是最具
权威的企业。2009年，应国家相关部
委要求，由三峰环境主编的《生活垃圾
焚烧炉及余热锅炉》国家标准正式颁
布实施。

虽业界闻名，但就企业规模而言，
三峰环境不算起眼。2009年时，三峰
环境的销售收入刚刚突破1亿元。

无心插柳成就环保产业园

随着城市发展，“退二进三”成为
必然，大渡口区也开始谋划新的产业
发展路线，生态发展这一理念也被提
出。

为了契合这一发展理念，大渡口
区建桥工业园向三峰环境抛出了橄榄
枝。大渡口区经信委相关负责人说，
垃圾焚烧发电在当时还算新兴领域，
但很符合大渡口区未来的产业发展规
划。三峰环境在当时虽然不算大，却
能看到潜力，又加上是本土企业，所以
很希望它能入驻园区内。

对三峰环境来说，也迫切需要一
个新的办公环境。双方一拍即合，三
峰环境决定入驻建桥工业园区，并于
2009年正式搬入。不过，双方当时都
没意识到，这是建桥工业园成为“环保
产业园”的开始。

入驻后的三峰环境，进入了飞速
发展期，其中不乏一些标志性事件。
2011年，被国家环保部批准建设国家
环境保护垃圾焚烧与资源化工程技术
中心；2013年，焚烧炉等设备已出口
到美国、印度、埃塞俄比亚等国家；
2014年，签署泰国普吉项目运营维护
合同，在行业内首次实现中国运营管
理服务输出……

最直观还是企业规模。2014年
时，三峰环境的销售收入达15亿元左
右，位列国内垃圾焚烧行业的第一位，
贡献的税收，一跃至大渡口区的前三
位。

这种成绩引起了大渡口区的注
意，也让大渡口区开始谋划环保产业
的蓝图。

2014年，借助三峰环境，建桥工
业园获批“重庆环保科技产业园”。

“一开始没有考虑申请‘环保产业
园’，也没想到三峰环境会发展得如
此快。”大渡口区经信委相关负责人
如此表示。

随后，大渡口区确定自身产业结
构调整方向，加快培育节能环保、信
息服务、文化休闲旅游和生物医药等

“3+1”新兴支柱产业。

环保产业集聚发展

大渡口区产业发展方向的确定，
为三峰环境提供了更良好的外部环
境。如今，该企业拥有27个子公司，
主编6项、参编11项国家和行业核心
标准。集团旗下25个BOT项目日处
理生活垃圾达3.7万吨，位居国内行业
前列。

明年初，三峰环境的又一个垃圾
焚烧发电厂：重庆第三垃圾焚烧发电
项目（江津百果园）将正式建成投产，
日处理垃圾规模将达到4500吨，这也
是全球日处理垃圾规模最大的垃圾焚
烧发电项目。根据三峰环境相关负责
人估计，该项目投产后，主城区所有的
生活垃圾，都能实现焚烧发电。

以三峰环境为龙头，大渡口的环
保产业也实现了快速发展。全区围绕
节能环保高端装备、节能环保服务业
两大方向，从水处理、固废资源利用、
环境检测、环境修复、大气污染治理、
环保综合服务、节能等7大领域发力，
去年，全区节能环保产业实现产值40
亿元，营业收入5亿元。

目前，建桥工业园区已聚集了三
峰环境、德润环境、重庆环保股权投资
基金等50余家企业，基本实现产业集
聚发展。大渡口区发改委相关负责人
表示，预计到2021年，该区环保产业
将实现营业收入180亿元，成为全国
最具影响力的环保产业基地之一。

瞄准垃圾焚烧发电“蓝海”
——大渡口一家企业成就环保产业园，助推其实现环保产业集聚发展

本报记者 杨骏

曾经的大渡口，被称为“灰城”。
“小时候出门，家里的窗户必须关

上，不然回家后，桌子上便是一层厚厚的
灰。”家住大渡口区晋愉绿岛小区的周芳
回忆说。大渡口区环保局的数据显示，
在当时，全区有50%的二氧化碳和氮氧
化物排放量来自于传统重工业。

除了空气外，以前大渡口区整体环
境也不算好。如翠湖、伏牛溪等区域，人
们的评价都是“又黑又臭，水质不好，垃
圾遍地”。

2014年，大渡口区提出了“新兴产
业之区，品质生活之城”的概念，决心改
善生态环境。随后，区环保局开展“五大
行动”，对全区的空气、水源、噪声、绿地
等进行整治，成效明显。

以修复翠湖生态环境为例，大渡口
区先后实施了湖岸防渗加固、清淤、垃圾
清理、水生植物栽种、补充清洁水源、投
放鱼苗等工程，让水体恢复自我净化功
能。随后，该区又在翠湖边添置了一些
休闲设施，供市民使用。

曾经被诟病的翠湖，如今已变了模
样——水绿岸清，草木成荫，成为大渡口
区市民休闲的好去处。7月18日，虽然
天气炎热，依旧有不少市民在此地聊天
散步、喝茶下棋。“到了傍晚，这里的人会
比现在多上几倍。”每日都会来翠湖边散
步的陈国昌老人说。

建桥工业园，也是以“园林式”的方
式在打造。据了解，总规划面积约20平
方公里的建桥工业园，是我市第一个“园
林式”工业园区。目前，园区建成公共绿
地 200 多平方米，绿地覆盖率达到
42%，实现了“森林围厂，厂在林中，林在
厂中”的格局。

2013年，大渡口区AQI（空气质量
指数）优良天数为215天，到2016年时，
已达277天。目前，大渡口区建成区绿
化覆盖率46%，人均绿地面积35.67平
方米，公园42个，可谓名副其实的“绿
城”。

生态治理
还大渡口碧水蓝天

本报记者 杨骏

砥砺奋进的砥砺奋进的 年年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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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18日，大渡口区翠湖，市民从荷花中走过。
记者 谢智强 摄

本报讯 （记者 韩毅 彭光瑞）
7月26日，市旅游局召开新闻发布会，
通报了9起旅游行政处罚典型案件和
12家受警示的旅行社。

为净化旅游市场秩序，规范旅游
企业经营行为，维护游客合法权益，今
年上半年，市旅游系统重拳发力，对全
市旅游市场进行了综合整治，对存在
违法违规及损害游客合法权益的机构
和个人进行了处罚。

在通报的9起旅游行政处罚典型
案例中，某旅行社擅自与谭某签订加
盟合作协议，授权谭某以该旅行社名
义经营旅游业务，其行为构成以其他
形式非法转让旅行社业务经营许可，
遭到罚款1万元、停业整顿1个月等处
罚；某旅行社在组织游客参加活动时，
未向接受委托的旅行社支付不低于接
待和服务成本费用，遭停业整顿2个

月；闵某在网络上以“滇跃云南”为品
牌对外宣传、销售旅游产品，并以不存
在的“滇跃云南旅行社”名义组织出
团，构成非法经营旅行社业务的违法
行为，遭罚款2万元。

市旅游局相关负责人表示，从9起
典型案件和12家受到警示的旅行社
看，他们的违规违法行为大致为虚假
宣传、服务质量“缩水”、非法经营、违
规挂靠、低价团、超范围经营等。

其中，近年来，随着户外旅游方式
的崛起，一些户外俱乐部、驴友俱乐部、
自驾游俱乐部、保健品销售企业等通过
微信、QQ群等，打着AA制、非营利的
幌子，组织游客“群旅游”的现象逐渐增
多。而《旅游法》明确规定，通过网络经
营旅行社业务，应当依法取得旅行社
业务经营许可。因此，游客需提高警
惕，不为假象迷惑，以免上当受骗。

市旅游局通报
九起旅游行政处罚典型案件

本报讯 （记者 白麟）7月26日
晚，长安全新紧凑级SUV车型CS55正
式上市，并推出搭载1.5T发动机的8种
配置车型，定价为8.39万至13.29万元。

长安CS55由长安欧洲设计团队
打造，以炫动红、繁星蓝为主打色。
CS55官方定位界于CS75与CS35之
间，配备BlueCore新款1.5T全铝发动
机，搭载进口爱信新款6AT变速器，并
运用博世STT智能节油系统，在典型
城市工况下可节约燃油5%-15%。

CS55智能驾驶技术较为出色，其
ACC自适应巡航系统采用毫米波雷达
MRR evo14，在同级车中率先搭载
Stop/Go排队停走功能，在路况较好
的高速路上，跟随标线自动行驶的最
高速能到150km/h，该技术在目前国
内处于领先水平。

此外，长安CS55 还搭载了百度
Carlife，实现直接投射手机屏幕到车
机，并搭载智能语音“唤醒+识别”，支
持远程智能控制。

长安全新SUV CS55上市

本报讯 （记者 杨艺）7月26日，
2017余庆·重庆绿色农产品暨旅游招
商引资推介会在渝举行。会上，贵州省
余庆县政府与重庆旅游产业发展（集
团）有限公司、重庆蜀天乐农业开发有
限公司等12家企业分别签署了合作协
议，总投资额达66.9亿元，将在文化旅
游、绿色农畜产品等领域进行合作。

据了解，余庆县位于贵州省中部，遵

义市东南端，年平均气温16.7℃，森林覆
盖率62%，是中国西部花木之乡、中国
西部最美乡村、国家级生态示范区，有
天然氧吧之称，是休闲度假养生胜地。

在绿色农产品方面，该县“余庆
茶·干净茶”品牌享誉全国。同时，该
县还是贵州省生态农业示范县，优质
烤烟、粮油、生猪生产基地，是贵州省
果蔬重要产区。

贵州余庆牵手重庆
投资66.9亿元促商旅发展

本报讯 （首席记者 张莎）7月
26日，市福彩中心举办福彩“发行30
周年·走近公益福彩”活动，并发布
《2016重庆福利彩票社会责任报告》。

报告显示，2016年我市福彩销售
44.94 亿元，筹集公益金 13.09 亿元。
通过对这些福彩公益金的有效使用，
惠及成千上万的社会困难群众，在为

民解困、构建和谐社会中发挥了重要
作用。同时，我市福彩直接带动了1.1
万人就业。

今年是中国福利彩票发行30年，
截至今年6月底，我市累计销售福利彩
票超过400亿元，筹集公益金超过120
亿元，运用福彩公益金资助我市社会
福利和公益慈善事业项目1万多个。

重庆福彩30年筹集公益金逾120亿

7月27日，江北区五里店街道鎏嘉码头，孩子们在佳想安善美术馆观看展览。
当日，该区“城乡牵手一家亲，童心向党共圆梦”暑期儿童主题画展开幕，五里店街道
的30多个家庭和来自巫溪县的留守儿童家庭，带着他们的50余幅绘画作品亮相美
术馆，与市民见面。据介绍，本次展览将持续至8月中旬。 记者 崔力 摄

江北“童心向党”儿童画展开幕

食品安全不容忽视，严把食品安全监督
关，是创建国家食品安全示范城市（下称“示范
创建”）的重要要求。为进一步把好食品安全
监督关，潼南区以国家食品安全示范城市创建
为契机，按照“抓好示范、以点带面、全面规范”
的原则，以加强农贸市场管理为重点，不断创
新监管措施，强化食用农产品市场销售质量安
全监管，规范食用农产品销售行为，全面推进
示范创建。

硬件升级布局更合理

杨忠林是潼南本地人，3年前在井田农贸
市场盘下一个摊位卖肉。“摊位没分区，环境

也比较杂乱，生意相对要清淡一些。”回忆起
两年前井田农贸市场的样子，杨忠林仍记忆
犹新。

如今，经过改造升级，井田农贸市场有了另
一番景象。不仅生熟分区，还有专门的活禽宰
杀间，肉类摊位更是增加了冷藏柜，避免了食物
因气温升高产生腐坏变质的可能，进一步杜绝
了食品安全隐患的发生。

“环境更好了，档次提高了，生意自然更好
了。”杨忠林说，自从农贸市场改造升级后，自己
的生意也比以前好了很多。

井田农贸市场的变化，只是潼南农贸市场
改造升级众多工作中的其中一项成果。像井田
农贸市场这样环境整洁、布局合理、档次提升的
农贸市场在潼南还有很多。

农贸市场是居民采购鲜活农产品的主要场

所。为进一步保障居民“舌尖上的安全”，潼南区
先后投入550万元，用于农贸市场硬件改造升
级。不仅对摊位进行合理分区，还修整了活禽宰
杀间，并且配备了密闭垃圾筒、“三防”（防尘、防
蝇、防鼠）设施和二类公厕标准的场内公厕。

截至目前，已对辖区内9个农贸市场进行了
升级提档，农贸市场的环境、卫生情况进一步提
升。

以奖代罚增强创建积极性

“摊位整洁，零投诉，进货单据齐全，看来这
个月的文明户你又是榜上有名了。”听到农贸市
场工作人员这样说，在潼南蔬菜批发市场经营
水果批发的杜甫东笑得合不拢嘴。

“以前怎么做生意自己说了算，随意一点，

现在自己的一言一行会直接影响整个市场的形
象，一举一动自然会更严谨一些。”杜甫东说，加
入“文明商户”评选活动，不仅让商户们更有集
体荣誉感，更是从根本上改变了事不关己高高
挂起的经营心态，而且参与评选也规范了商户
的经营行为，一举两得。

为进一步规范农贸市场经营行为，潼南区
发起了一场“文明商户”评选活动，制定了统一
的食用农产品集中交易市场规范化标准，组织
监管人员、市场开办者、入场经营者多层次进行
学习，并针对辖区所有农贸市场商家，以此形成
良好的创建氛围。

示范引领加大考核力度

为进一步推进示范创建工作，充分发挥示

范引领作用，潼南区加大了考核力度，出台了城
区菜市场长效管理考核评分相关细则，从农贸
市场基本信息公示、建设与管理、活禽售卖、水
产区、食品安全、病媒生物防治6个方面进行考
核，以此作为“文明商户”评选标准。

按照“一月一通报、一月一排名、一季一奖
励”的原则，每月对考核对象进行排名，将各项
考核达标排名靠前的商户信息进行上墙展示。
对每季度评分合格的商户，按照相应的奖励资
金按比例补助给得分较高的市场。

在年度考核时，将从季度考核达标的市场
中评选出2个“示范市场”，获得年度“示范市场”
荣誉的农贸市场将获得奖励资金3万元，对于获
得“进步奖”的2个农贸市场将获得1万元的现
金奖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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