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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 杨永芹）来自
中铁建重庆投资有限公司消息称：
10月5日10时，石黔高速首座中长
隧道——神仙岭隧道顺利贯通，标
志着石黔高速公路隧道建设进入决
胜阶段。

据承建石黔高速公路神仙岭隧
道的中铁二十局集团介绍，此次贯
通的神仙岭隧道右洞全长834米，
地质条件复杂。施工人员克服高
温、围岩破碎、渗水等困难，历经
275天，比计划工期提前50天顺利
贯通。

石黔高速全长83公里，是《重
庆 市 高 速 公 路 网 规 划（2013-

2030）》的重要组成部分——梁平
至黔江高速公路的组成部分，也是
国家公路网G5515四川南充至湖
南张家界的部分路段。项目起于
G69石（柱）忠（县）高速三店互通，
止于G65渝湘高速黔江沙坝，采用
双向四车道，经黔江、彭水、石柱，分
别连接渝湘高速和沿江高速。

根据计划，到2020年建成通车
后，从石柱到黔江的车程将由现在
的4个小时，缩短到1小时。更加
重要的是，石黔高速建成后，从黔江
经石黔高速、石忠高速和忠万高速，
就可到达万州，从而实现渝东南和
渝东北之间的快速连接。

石黔高速首座中长隧道顺利贯通
全线2020年建成

本报讯 （记者 李珩）10月9
日，由重庆市药物种植研究所承办
的“2017全国植物与健康峰会”在
我市举行，来自各省市的专家学者
500余人进行了深入探讨。

此次峰会为期4天，主题是“协
同创新、开放共享、绿色健康”。
峰会分为植物园建设与管理、植物
多样性的保育和利用、环境教育与
科学传播、植物园园艺技术与民族
植物学等8个主题论坛，围绕植物

和大健康产业发展的需求，探讨当
前中国植物园的建设、发展成果及
新技术在植物保存保护等方面的内
容。

中国科学院院士、北京大学
原校长、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人与
生物圈中国国家委员会主席许智
宏，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科学院
植物研究所研究员洪德元，国际
植物园协会原主席贺善安等参与
此次峰会。

2017全国植物与健康峰会在渝举行

本报讯 （记者 杨永芹）11
日起，轨道交通 3 号线北延伸段
碧津－举人坝，运营收班时间由
20∶30延长至22∶30，开班时间仍
为6∶30。届时，重庆轨道交通所
有已开通线路运营时间均为6∶30
至22∶30。

调整后，轨道交通3号线列车
分区间分段运行：鱼洞－江北机场
为一个运行区间，九公里－龙头寺
为一个运行区间，四公里－江北机
场为一个运行区间，以上3个区间
的列车按照1∶2∶1比例交替开行；
北延伸段碧津－举人坝独立运行。

明起3号线北延伸段碧津－举人坝
收班时间延长至22∶30

本报讯 （记者 颜安 通讯
员 傅智治）近日，重庆日报记者从
长寿区获悉，该区跻身全国“强化基
层社合作经济组织属性”试点区县，
将用两年时间全面深化供销合作社
综合改革，带动区域内70%以上的
农户“入合”。

长寿区供销社党委书记车晓
琴表示，经过多年改革，供销合作
社发展活力、经济实力和服务能力
有了很大提升。但由于多种原因，
目前供销合作社合作经济的特色
并不鲜明，特别是直接面向农民基
层合作社，其合作经济属性亟待增
强。

因此，长寿将以“基层”、“组织”
和“属性”三个方面为关键突破口和

切入点，全面深化供销合作社综合
改革：首先，不断强化合作经济属
性，通过推进供销合作社基层社改
造，密切与农民利益联结，带动区
域内常驻农村居民70%以上的农
户加入供销合作社、农合会或农民
合作社等各类农村合作经济组织；
其次，以基层社为主体，进一步发
展农村合作经济组织，围绕农民生
产生活服务需求，拓展经营服务领
域；第三，发展农业适度规模经营，
培育壮大农村新产业、新业态，促
进供销合作社在农民持续增收上发
挥更大作用；最后，提升农产品流通
服务水平，加强农产品流通网络建
设，创新流通方式，推进多种形式的
产销对接。

长寿跻身全国“强化基层社合作经济组织属性”试点区县

将带动70%以上的农户“入合”

厉害了 中国桥
中交二航局第二工程有限公司之“一带一路”篇

自“一带一路”倡议提出以来，中交二航局第
二工程有限公司（简称“二航局二公司”）依托中
国交建“一体两翼”平台，积极投身“一带一路”建
设，现已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书写下浓墨重彩
的篇章。

“海上丝路”上建中马友谊大桥

2017年 4月6日，随着中马友谊大桥主桥
最后一根桩基混凝土浇注的完成，标志着二航
局二公司的建桥铁军们在珊瑚礁地质施工的世
界性难题上取得新胜利，让大桥在印度洋上站
稳了脚跟。

作为“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咽喉要道，
马尔代夫虽然美丽迷人，但囿于在珊瑚礁上建
桥的技术难题，使他们在10个多世纪里只能靠
摆渡往来。2014年，中马双方领导人共同商定
由中国为马尔代夫援建一座世纪桥梁—中马友
谊大桥。该桥建成后，将实现马尔代夫首都马
累岛与机场岛的跨海通联，结束马尔代夫这个
国家没有桥梁的历史。

据悉，中马友谊大桥是世界上第一座建在珊
瑚礁上的跨海大桥，海峡内水深浪高流急，但二
航局二公司的工程师和工人们不惧恶劣的深海
环境，在高温、高湿、高盐、高辐射的环境里，日夜
兼程地与天、与地、与汹涌的大浪抢工期。在全
年200多天，但实际可施工窗口期不到200小时
的时间里，二航局二公司完成了主桥所有临时栈
桥钢管桩和钢护筒的施沉，攻克了一项项世界性
难题，务实地在“一带一路”宏伟蓝图上烙下厚重
的“二航足迹”。

文莱湾将崛起“中国制造”

“一带一路”上的沿线国家文莱（文莱达鲁萨
兰国），是一个以原油和天然气为主要经济支柱
的国家，人均GDP位居世界前列。

最近，晚上到文莱摩拉区serasa公园游玩
的、夜钓的、吃东西的人陆续增多。据公园餐厅
服务员介绍：“以前到了晚上可没这么热闹，自

2016年中国人修建的大桥亮灯之后，这边的游
客慢慢就多起来了”。“在游玩中，耳边不时响起

‘中国人真有实力，建桥的速度可真快啊’的话
语。”二航局二公司文莱大摩拉岛大桥项目部经
理张帅军如是说。

张帅军介绍，文莱大摩拉岛大桥主桥为400
米四跨混凝土连续刚构桥，桥面顶宽23.6米，截
面高4米至7米。项目预计2018年建成投用后，
不但将大大推动文莱城市发展及大摩拉岛石油、
天然气开发等，更让两国人民共同见证“中国制
造”在文莱湾的崛起。

已建成东南亚最长跨海大桥

2014年 3月1日，由二航局二公司参与建
设、马来西亚20年来最大的土建桥梁工程—槟
城第二跨海大桥正式建成通车，此举无疑为马来
西亚更快、更便捷融入“一带一路”插上了腾飞的
翅膀。该桥是连接马来西亚槟岛高速和大陆的

跨海大桥，全桥总长约24公里，其中跨越海峡桥
长16.37公里，陆上引桥6公里，是目前东南亚地
区最长的跨海大桥。

纵观二航局二公司在“一带一路”上的足迹，
我们不难发现，不论是中马友谊大桥、文莱大摩
拉岛大桥、马来西亚槟城第二跨海大桥，亦或是
在斯里兰卡、孟加拉等国架桥铺路，二航局二公

司全体人员都秉承“变中求进、勇攀高峰、精益求
精”的建桥精神，始终将“和平合作、开放包容、互
学互鉴、互利共赢”的丝绸之路精神传遍沿线各
国，带给各国人民新的憧憬和希望。

数据显示，二航局及二公司目前已在“一带一
路”沿线国家和地区承建87项重点工程，海外市场
遍布全球24个国家和地区，极大带动了中国标准、
技术“走出去”，不断向世界展示“中国质量”，书写

“中国速度”。 吴伦 图片由二航局二公司提供

链接》》
●中马友谊大桥：是践行“一带一路”倡议的

重点工程。预计2018年8月20日竣工，马尔代夫
总统亚明表示：“这座大桥是马尔代夫人民世代
的夙愿，更是国家未来发展的基石!”

●文莱大摩拉岛大桥：该桥将对推进文莱城
市的发展以及大摩拉岛石油、天然气开发建设起
到重要助推作用，进一步畅通文莱与世界的互联
互通。

●马来西亚槟城第二跨海大桥：马总理纳吉
布、前总理巴达维等出席了通车仪式，该桥被正
式以马国家元首的名字命名为“苏丹阿都哈林大
桥”。

镌刻在“一带一路”上的二航足迹

在建的中马友谊大桥

“小琴，走吧，时间不早了。”10月7
日，已经临近国庆假期尾声，天空中飘着
小雨，前往江津区大圆洞游玩的游客相
比前几天少了很多，但对大圆洞林场孔
子庙管护站的护林员代小琴来说工作依
旧。

早上7点刚过，代小琴就和丈夫谢
珍轮一道，带上干粮和柴刀，走进了护林
小道——当天，他们要前往10多公里外
的九层岩护林点进行巡护，虽然这一天
注定非常劳累，代小琴却没有怨言：“护
林容不得半点马虎，几十年都坚持下来
了，这不算什么。”

女承父业，20岁姑娘成
了一名护林员

代小琴的父亲代全忠在大圆洞林场
当了30多年的护林员。小时候，每到寒
暑假，代小琴都会来到林场，与父亲一起
巡山。那时，父亲就时常给她讲解一些
巡山护林的知识，让她对这片森林和护
林员这份工作有了不一样的认识和感
情。

1990年12月，刚刚年满20岁、原本
可以进城找到一份工作的代小琴瞒着家
里人参加了大圆洞林场的招考，成为了
林场的一名护林员。

为了当好护林员，风华正茂的代小
琴把扎根深山、献身护林作为了选择另
一半的标准。最终，她选择了支持她扎
根林场的“上门夫君”谢珍轮。从此，代
小琴与大圆洞这片森林结下了更深的情
缘，她的丈夫谢珍轮也加入到护林员队
伍中，协助她一道巡山护林。

“我从小在林场长大，我熟悉这里的
一草一木，我喜欢这片森林。我愿意成
为一名护林员，守护这片森林。”对当年
的选择，代小琴从来没后悔过。

每天巡山超20公里，她
一干就是27年

护林员有多辛苦？大圆洞林场位于
江津区永兴镇和塘河镇境内，虽然不是
什么深山老林，但依然山高坡陡，要靠一
双脚去丈量可不容易，尤其对一名女性
来说，更是不易。

7日上午，沿着林间的护林小道，重
庆日报记者跟随代小琴一起巡山，在山
中步行了一小时，却还未走到需要巡护
的林区。

“巡护森林，想要好的工作环境不
现实。”代小琴说，以前，护林员口口相
传的是，“照明靠油、通讯靠吼、交通靠
走、治安靠狗”，这几年，随着旅游的发
展，林场基础设施才有了较大的改善，
管护站和护林点都通了电，护林员也
有了对讲机，但护林巡护仍然得靠一
双腿。

代小琴每天都要选择一个护林点，
前往进行巡查，每天巡山至少要走二三
十公里山路，一年要走破三四双鞋。代
小琴就这样坚持了27年，其走过的路有
20多万公里。

这还不算，每年防火期间，她还得加
强巡逻，24小时紧守林区——累了，在林
中打个盹；饿了，靠干粮或摘野果充饥；
渴了，喝山泉解渴。

就这样，在这27年的一万多个日日

夜夜里，代小琴凭借着她的执着和奉献，
默默地守护着这片森林，换来了如今2
万亩森林的青翠葱绿。

山路疾奔筑起防火墙，
力保林区27年无火灾

作为一名有20多年巡山经验的护
林员，代小琴深知森林防火的重要性，她
也就成为了林区的森林防火宣传员、巡
查员和扑火队员。

她结合大圆洞游客多，防火任务重
的实际，深入游客中广泛宣传；在日常工
作中，她翻山越岭，认真查看和消除火灾
隐患；遇到灾情时，她又第一个挺身而
出。

2016年8月15日12时，临近大圆
洞林场的中山镇，因雷击起火引发森林
火灾，这让代小琴瞬间紧张了起来——
因为一旦火势控制不好，这一场火灾就
有可能让她守护的这片森林，瞬息毁于

一旦。
当时正在管护站的代小琴顾不上吃

饭，一边通知管护站的其他同事赶往事
发地点，另一边快速赶往两公里外的火
场。虽然山路崎岖，但代小琴硬是提着4
斤多重的柴刀，不到半小时就赶到了火
场。

这时，代小琴全身已经被汗水湿
透，一路的剧烈运动，让原本身体还算
不错的她也感到阵阵头晕，但她硬是
咬着牙，抡起手中的柴刀，在火场上方
争分夺秒的砍设防火隔离带。仅仅一
个多小时时间，她就和随后赶到的同
事一道，砍设出了一条近两公里的防
火隔离带，为后续成功扑灭火灾争取
了时间。

在代小琴和同事们的努力下，大圆
洞林场辖区内已经27年没有发生一起
森林火灾，森林植被也越来越茂盛，森林
覆盖率超过95%，成为了市民休闲旅游
的一个好去处。

护林员代小琴坚守林场27年——

用青春守住
那片青山绿水

本报记者 王翔

国
庆
期
间
，代
小
琴
仍
在
巡
护
森
林
。

记
者

王
翔

摄

本报讯 （记者 张永才 周季钢）
沙漠变牧场？10月9日，重庆日报记者
从重庆交通大学获悉，该校研究团队在
内蒙古乌兰布和沙漠的万亩中试基地
中，一期3000余亩实验性种植在半年内
取得成功，并已完成二期1000余亩的秋
播任务，成为世界治沙史上的奇迹。

土地荒漠化是影响人类生存和发展
的全球重大生态问题。阿拉善盟发改委
主任罗志铁表示，乌兰布和沙漠是中国
沙尘暴发源地之一。在最近二三十年
间，乌兰布和沙漠与巴丹吉林沙漠、腾格
里沙漠在阿拉善境内几成“握手”之势。
遏制沙漠，亟需找到一种高效、快速、经
济且安全的治理方式。

重庆交通大学研究团队在试验中发
现，土壤颗粒之间存在“万向结合约束”
属性，从而使土壤拥有自修复和自调节
的生态力学特性。据此，研究团队发明
了一种植物性纤维黏合材料，将其混入
沙中，沙粒间便可获得“万向结合约束”，

从而拥有和土壤类似的涵养水分和营养
的能力。

2017年2月，研究团队在乌兰布和
展开一期3000余亩种植试验；2017年8
月下旬，研究团队开始第二期1000余亩
的秋播工作。

8月20日，重庆日报记者在乌兰布
和试验现场看到，一片宽约800米、连绵
近3公里的绿洲出现在沙漠中。在一期
试验地上，高粱、糜子、苜蓿、西红柿等作
物已进入收获期，青蛙、野兔等栖息其
中。9月20日，重庆日报记者再次抵达
试验现场，在二期试验地上看到，杨树、

沙枣、枸杞、甘草等长势喜人。研究团队
计划，在明年初开展第三期种植试验，届
时，种植总面积将破万亩。

此外，试验的经济性和安全性也初
步得到验证。经测算，采用上述技术的
治沙成本在1500元/亩至2700元/亩之
间，远低于其他沙区约6万元/亩的修复
成本，甚至比内地的土地复垦成本更
低。法定第三方检测机构——西安国
联质量检测技术股份有限公司出具的
报告表明，试验地的沙土样本中，苯、
铜、锌、铅等18项指标全部合格；微生
物数量与日俱增，部分已接近正常土壤

水平。
上述技术和成果在9月举行的《联

合国防治荒漠化公约》第十三次缔约方
大会高级别会议上一经公布，便引起了
广泛关注。澳大利亚媒体称：“这一突
破有可能终止世界和中国国内的沙漠
化。”

中国工程院院士钟志华表示，运用
力学原理实现沙子向土壤的逆转，有望
成为沙漠变绿洲的有效手段。罗志铁认
为，该试验对于落实绿色发展理念，阻止
阿拉善三大沙漠“握手”，推动沙区群众
脱贫致富具有重要意义。

中国沙漠治理取得重大突破
4000余亩沙漠变“绿色牧场”

本报讯 （记者 李珩）10月9日，
市卫生计生委、市发展改革委、市城乡建
设委、市交委、市规划局、市旅游局等部
门联合印发了《关于加快推进公共场所
母婴设施建设的意见》（以下简称《意
见》），到2017年底，各区县应配置母婴
设施的机场、主要火车站（包括高铁站）
均要按要求配置母婴设施。

《意见》明确规定，我市将以母婴
需求为导向，按照政府主导、部门协
作、属地管理、分类实施的原则，坚持

“谁管理、谁建设”，加快推进母婴设施
建设。

母婴设施有哪些？市卫计委有关负
责人介绍，母婴设施包括防滑地面、带安
全扣的婴儿尿布台、提供热水和洗手液

的洗手台、婴儿床、便于哺乳休息的座
椅等。

按照《意见》要求，我市经常有母婴
逗留且建筑面积在5000至10000平方
米或日客流量在5000至10000人次的
交通枢纽、商业中心、医院、5A级旅游景
区及游览娱乐等公共场所，将建立使用
面积不少于6平方米的独立母婴室；建
筑面积超过10000平方米或日客流量超

过10000人次的，建立使用面积不少于
10平方米的独立母婴室，并配备基本设
施；女职工较多的用人单位应建设女职
工休息哺乳室等设施。火车、汽车、轮
船、飞机等移动空间，应按行业标准要
求，灵活设置母婴设施或提供便利服
务。在乘车、登机和检票口，将针对孕
期、哺乳期妇女，以及携带婴幼儿的乘客
提供绿色服务通道或便利服务。

到2017年底，各区县应配置母婴
设施的机场、主要火车站（包括高铁站）
均按要求配置母婴设施；其他公共场所
应配置母婴设施的，配置率不低于
60%。到 2018年底，应配置母婴设施
的公共场所，配置率达到80%以上。到
2020年底，所有应配置母婴设施的公共
场所和用人单位基本建成标准化的母
婴设施。

到今年底

应配置母婴设施的公共场所配置率不低于60%

本报讯 （记者 罗静雯）重庆
日报记者10月9日从市委人才办
获悉，为进一步优化人才队伍结构，
推进人才强市战略步伐，市委组织
部与市人社局将于10月下旬到12
月上旬启动赴国内高校开展紧缺人
才引进活动，引进一批高学历、高层
次、高素质的人才到我市工作。

有关负责人表示，活动期间，我
市将分别组团赴北京、上海、武汉、
西安、成都、哈尔滨、杭州等城市7
所高校召开专场招聘会及交流座谈
会，引才目标重点锁定在我市的支

柱产业、战略性新兴制造业、战略性
新兴服务业和特色效益农业等重点
产业领域。同时还将针对我市产业
的创新人才短板，将引才对象聚焦
在直接从事基础研究、应用研究的
科技类人才。

据了解，为促进重庆市经济社
会发展，自2007年以来，我市已连
续赴北京、上海、武汉、西安等地开
展一系列紧缺人才引进活动，在清
华大学、北京大学、复旦大学等著名
高校举办现场招聘会16场，共引进
各类人才6600余人。

重庆将启动
赴国内高校开展紧缺人才引进活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