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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 黄乔）1月24日，记者从市一中法
院获悉，由市人民政府、两江志愿服务发展中心诉重庆
藏金阁物业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藏金阁公司”）、重
庆首旭环保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首旭公司”）环境
污染责任纠纷一案已经结案，判决于近日生效。被告藏
金阁公司与首旭公司被判赔偿生态环境修复费用1441
余万元，并在省级或以上媒体向社会公开赔礼道歉。

据了解，该案件是重庆市人民政府首次以赔偿权利
人身份提起的生态环境损害赔偿诉讼。

近两年偷排放废水14余万吨

据该案承办法官市一中法院环境资源审判庭庭长
贾科介绍，藏金阁公司位于江北区港城工业园区内，入
住园区的电镀企业产生的废水由藏金阁公司的废水处
理站负责处理。

2013年12月，藏金阁公司与首旭公司签订《电镀
废水处理委托运行承包管理运行协议》（以下简称《委托
运行协议》），首旭公司开始承接藏金阁电镀工业中心废
水处理项目。

自2014年9月起，藏金阁公司和首旭公司在明知
其废水处理站1号综合废水调解池中，存在一根未经封
闭的120毫米管网与市政废水管网连通的情况下，仍然

利用该管网将未经处理的含重金属废水直接外排流入
长江。经重庆市环境监察总队执法人员调查查明，从
2014年9月1日到2016年5月5日，共违法排放废水量
达145624吨。

同时，经采样监测分析，废水中铬、锌、铜、镍等重金
属浓度均超过国家标准，某种重金属浓度竟超过国家标
准189倍。经市环境科学研究院鉴定评估表明，该案违
法排放电镀废水造成的生态环境损害费用高达1441万
余元。

两被告连带赔偿1441万余元用于开展
替代修复

2017年9月26日，市一中法院公开开庭对该案进
行了审理。

“违法排污是首旭公司的行为，与我公司无关，应由
首旭公司承担民事责任。”在庭审中，藏金阁公司辩称，
因其与首旭公司签订了《委托运行协议》，所以该公司不
应承担赔偿责任。

对此，法院认为，藏金阁公司作为排污主体，具有监
督首旭公司合法排污的法定责任，依照《委托运行协议》
其也具有监督首旭公司日常排污情况的义务，本案违法
排污行为持续了1年8个月的时间，藏金阁公司显然未

尽监管义务，应当对环境污染后果承担责任。
最终，法院对藏金阁公司和首旭环保实施的违法排

污事实予以确认，判令两被告连带赔偿生态环境修复费
用1441万余元，由重庆市政府及其指定的部门和重庆
两江志愿服务发展中心结合本区域生态环境损害情况
用于开展替代修复；判令二被告在判决生效十日内，在
省级或以上媒体向社会公开赔礼道歉。

将探索采取分期赔偿

“长江水域生态系统的维护涉及到千家万户乃至子
孙后代的利益，通过法庭审判，我们对于自身过错和危
害后果已经有了深刻的认识和悔意，在此真诚地向广大
社会公众公开赔礼道歉……”1月22日，重庆日报、重庆
晚报等媒体刊登出一封署名为藏金阁公司和首旭公司
的公开道歉信。

“判决这两家公司向社会公众公开道歉，是因为该
案件损害的并不是某一个民事主体的私利，偷排废水进
入长江，损害的是国家利益和社会公众的利益。”贾科
说。

据了解，目前，两家公司有赔偿的意愿，但由于赔偿
能力不足，接下来将根据案件具体情况，可探索采取分
期赔偿的方式进行。

重庆市政府首次为环境损害赔偿案当原告
被告公开赔礼道歉 赔偿1441余万元

本报讯 （记者 杨铌紫）中国
关工委从今年起将实施“五老”关爱
工程，用2至3年的时间集中开展

“十百千万”行动，帮助农村贫困青
年脱贫致富，为农村留守儿童和困
境儿童提供关爱保护，为困难青少
年提供学习和生活上的帮助。1月
24日，重庆日报记者从全市关心下
一代工作会上获悉，市关工委积极
响应，决定以困难青少年为重点，实
施“五老”关爱帮扶工程，在全市上
下开展“十百千万”活动，力争2年
内取得明显成效。

据了解，“十百千万”活动包括
培育10个关心下一代帮扶品牌、培
育100个示范儿童之家、培养1000
名青年致富带头人、帮助10000名
困境青少年解决实际问题等。

市关工委相关负责人介绍，去
年依托在重庆艺才技工学校设立的
青年就业创业教育培训基地，筹集
经费60余万元，先后实施了两期

“授渔脱贫”行动，组织巫溪、酉阳等
11个区县建档立卡贫困家庭的106
名待业青年，进行了汽车维修、电子
电工、酒店管理、家政服务等专业的
学习，最终全部学员通过了技术考
核并获得全国技术合格证书，被企
业录用，基本实现“培训一人、就业
一个、脱贫一家”的目标。

为此，今年市关工委将围绕精
准帮扶，充分发挥关工委参谋助手
作用、关爱基金公益平台作用、老同
志指导监督作用，继续做好“授渔脱
贫”、留守儿童“代理家长”、留守儿
童异地探亲、生源地贫困大学生自
助、科级以上干部结对帮扶等关爱
帮扶项目。同时，利用乡村少年宫、
四点半学校等平台，确保示范儿童
之家有固定活动场所、稳定“五老”服
务队伍、代理家长结对帮扶工作机
制，有效提供课业辅导、生活救助、
心理疏导、情感抚慰等关爱服务。

在“培养1000名青年致富带头
人”方面，市关工委将按照脱贫攻坚
要求，坚持扶贫同扶志、扶智相结
合，发挥“五老”科技团的传帮带作
用，借助老农业专家、老科技工作者
的技术优势，指导打造一批成熟的创
业项目，以点带面，带动广大农村贫
困青年共同致富。而为了解决困境
青少年的实际问题，市关工委也将依
托各类关爱基金，争取更多社会资源
和政府购买项目，协同部门、行业协
会、企业、媒体以及社会工作服务机
构等力量，共同搭建关心下一代公
益合作平台，健全完善各种关爱扶
助机制，积极开展助学、助困、助孤、
助残、助业等公益服务，切实为困境
青少年办好事、做实事、解难事。

以困难青少年为重点实施“五老”关爱帮扶工程

市关工委在全市开展“十百千万”活动

本报讯 （记者 白麟 实习
生 杨锦曦）1月 24日，三峡人寿
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开业。三峡人寿
是中国保监会批准设立的全国性金
融机构，也是第一家总部位于重庆
的中资人寿保险公司。

开业后，三峡人寿将在全国率
先开展移民保险试点，参与重庆医
保大病保险、长期护理保险试点，并
利用保险资金参与重庆市内重大基
础设施建设、重要资源开发、关键产
业运作、国企改革重组等，在10年

内形成初具规模的金融保险集团。
三峡人寿相关负责人表示，该

公司于2011年1月开始申请筹备，
2016年3月23日获得中国保监会
筹建许可，2017年12月15日获准批
复开业。公司首期注册资本10亿
元。三峡人寿的成立，意味着重庆人
民有了自己的保险公司，也为重庆金
融领域增添了一张靓丽的名片。

开业当天，三峡人寿还与注册
地万州区政府、中国银行、重庆三峡
银行举行了合作项目的签约仪式。

三峡人寿总部落户重庆
将在全国率先开展移民保险试点本报讯 （记者 夏元）“老重庆”们一定记得

朝天门码头梯坎旁的缆车。在停摆10年后，这座
缆车计划原址复建。1月24日，重庆日报记者从
重庆市客轮有限公司获悉，该公司已向渝中区发
改委申报备案，启动朝天门缆车建设招投标，计划
今年内完成建设。

朝天门缆车于1983年开工，次年10月1日正
式营业，主要方便在朝天门码头坐船的乘客，减轻
他们爬坡上坎的辛苦。自投用以来，这座缆车一
度成为山城的标志性交通工具之一。

不过随着城市交通发展，水运乘客减少造成

缆车客源减少，2007年5月，这座缆车被关停。
在缆车“停摆”10年，尤其是长江索道成为“网

红”后，社会上关于朝天门缆车复建的呼声越来越
高。对此，重庆市客轮有限公司表示，此次复建朝
天门缆车，希望再现这一代表山城出行特色的交
通工具，让它成为重庆旅游新地标。

据介绍，复建的朝天门缆车位于朝天门广场
西北侧，为往复式客运缆车系统，单道双车通行，
每趟车厢载客50人。建成后，缆车不仅连通朝天
门广场和码头，而且将连通建设中的朝天门轨道
站，为市民提供又一处亲水平台。

停摆10年后 朝天门缆车计划原址复建

“您需要80把腊梅吗？我们这边80
公分的腊梅，每把20元，确定的话我马
上就给您去剪。”1月23日，尽管已过了
腊梅的俏销期，但南岸区南山街道双龙
村主任韩庆还是不断接到客户的订单电
话，忙得不亦乐乎。

韩庆是一名“80后”村官，2007年回
到村里任职后，根据村里的特点，不断打
造盆景、腊梅精品农业，如今双龙村年人
均纯收入超过3万元，已成为南岸乃至
全市最为富裕的村之一。

锁定精品路线

双龙村坐落于南山风景区，自然风
光优美，森林覆盖率高达95%以上。早
在几十年前，这里就开始种植花木，一直
延续至今。

正因如此，从小在此长大的韩庆对
这些花花草草很熟悉。“1983年土地刚
承包到个人的时候，因为种植花木，我们
这里一下子就出现了好多个‘万元户’，
那个时候种粮的多种花的少，我们这里
的花根本不愁卖。”他告诉重庆日报记
者。

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周边许多区县
都开始发展花卉苗木，让人均耕地不足
0.5亩的双龙村一下子丧失了优势。以
杜鹃为例，上世纪90年代初，村里的一

株杜鹃可以卖到2-3元，而后因竞争激
烈，售价下降到0.7元/株——这样的情
况，让村里开始思索：怎样才能继续“靠
山吃山”，走出致富新路。

“地少人多，决定了我们只能走精品
路线。”韩庆说，依托种花的经验，村里笃
定了打造盆景品牌这一产业。

盆景成为“摇钱树”

事实上，双龙村素有盆景蟠扎的传
统，但在很长一段时间内都是小打小闹，
不成体系。而随着人们生活水平和审美
标准的提高，盆景已成为不少人家中必
不可少的装饰物，市场潜力巨大。

接下来，韩庆做了这样几件事。
首先，传授和改良技术。他邀请重

庆盆景艺术大师田一卫定期到双龙村来
教授盆景知识。

其次，成功申报市级非物质文化遗
产，有了非遗资金，村里便能定期组织人
员开展花木盆景蟠扎技术培训，目前村
里拥有非遗传承人5名，骨干100多人。

此外，村里还发展了500余亩的盆
景产业，并投资建成南山盆景交易展示
中心和精品盆景展示街，还通过举办南
山地区盆景展等，扩大南山盆景的知名
度。

渐渐地，南山盆景的名气越来越响，

尤其是近年来村里的花木盆景开始接二
连三地卖出高价，最高甚至卖出六位数，
盆景年销售额达到2000万元以上，人均
收入达3万元以上，盆景成为了村民们
的“摇钱树”。

腊梅也是如此。双龙村种植腊梅有
几十年历史，但依旧是受困于人多地少
的矛盾，只能走精品路线。这些年来，在
韩庆的引导下，村里重点发展腊坨、素馨
等中高端腊梅，还与重庆市中药研究院
合作研发出了营养土和保鲜剂，让腊梅
长得更好，花期更长。原来，每把腊梅只
能卖出3-5元，而今能卖到15-20元/
把，腊梅礼盒的售价更是达到了160元/
盒，腊梅的亩产值也由1万元飞升至5万
元，身价倍增。

继续擦亮品牌

产业做大之后，韩庆又开始思索可
持续性的问题。

前几年，随着在全国性的盆景比赛
中一次又一次捧回金奖、银奖，南山杜鹃
盆景受到了不少人的青睐。在高价的诱

惑下，有些人把自己辛苦培育了10年、
20年，甚至一两代人的盆景卖掉了，之后
很快陷入了低谷。

“盆景是一门艺术，每个盆景都没有
复制品，所以我们要把最好的盆景作品
留下来，只有这样产业才有延续性。”在
韩庆的不断劝说下，越来越多的村民也
逐渐有了这个认识。

收紧拳头，是为了更好地击出。眼
下，双龙村正在申报“山城杜鹃盆景”的
商标，并着手准备申报中国非物质文化
遗产，从而让南山盆景的品牌效应更上
一层楼。

“我们今年还准备依靠良好的生态
环境，引进一家医养结合的企业，把闲置
土地流转出去，为村民提供租金和分
红。与此同时，继续办好民宿酒店和农
家乐，把村民从单一的农业中解放出来，
增加资产性收入。”韩庆表示，“多条腿走
路，道路才能越走越宽，村里将围绕生态
文明建设和乡村振兴战略，持续推动特
色产业提档升级，让更多群众吃上‘生态
饭’，鼓起‘钱袋子’。”

“80后”村官耕耘十载
带领乡亲闯出致富新路

本报记者 颜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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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 吴刚）1 月
23日，市计量质量检测研究院发
布消息称，我市已经在全国率先建
成富硒产品技术支撑体系，为重庆
富硒产业提质增效奠定了坚实基
础。

重庆盛产富硒农产品，但产品
要走向全国市场，标准、认证等技
术支撑必不可少。

据了解，硒是人体必需的微量
元素之一，具有抗氧化、增强免疫
力、排毒解毒等作用，能预防糖尿
病、白内障、心脑血管疾病、大骨节
病等。随着消费者对硒的价值的认
知水平提升，富硒产品和相关产业
应运而生。

2012年7月，我市启动富硒农
产品地方标准制定。在收集全市数
以万计数据的基础上，参照了其他
省市同类产品分类及硒含量标准，
2016年11月11日，重庆地方标准
获国家标准委备案。据悉，该标准
包括富硒农产品的范围、规范性引
用文件、术语与定义、富硒农产品含

量要求、检验方法等5方面内容，规
定了粮食类、油料类等14类132种
富硒农产品的硒含量，基本涵盖了
我市富硒农产品的主要品种。

2016年初，重庆金质质量认证
公司向国家认监委成功报备富硒产
品认证实施规范，成为全国首家开
展富硒产品认证的机构，并于2017
年6月颁发了全国首批富硒产品认
证证书。这标志着重庆已成功开启
全国富硒产品认证先河，成为全国
首个获得地方标准备案的省市和全
国首个设立富硒认证项目的省市。
截至2017年底，我市完成了15家
企业的富硒产品认证，共有50个产
品单元通过审核并发放证书。

技术支撑体系的初步建成，提
升了重庆富硒产业的质量和水平。
例如，江津浩丰牌富硒鸡蛋，此前的
单价原为1.5元/个，获富硒产品认
证后，市场价格提升至2.0～3.0元/
个，并实现销量翻番。据预计，
2017年，江津富硒农业产值将达到
55亿元，同比增长37.5%。

重庆建成富硒产品技术支撑体系

本报讯 （记者 匡丽娜）1月
24日，2017年度重庆市优秀原创
歌曲颁奖典礼在大渡口区钢花影剧
院举行，本次歌曲征集评选活动共
评选出“2017年度十佳优秀原创歌
曲奖”和“2017年度十佳原创歌曲
提名奖”各10首。

2017 年度重庆市优秀原创
歌曲征集评选活动由重庆市音乐

家协会、重庆华龙网集团等主
办，共收到来自全国各地的 614
歌曲作品。经过初评、复评，遴
选出40首歌进入终评环节，最终
《水调歌头·三峡之巅》等10首歌
曲获“2017年度十佳优秀原创歌
曲奖”，《边城寻梦》等 10首歌曲
获“2017年度十佳原创歌曲提名
奖”。

2017年度重庆市优秀原创歌曲
颁奖盛典举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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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为复建的朝天门缆车车站效果图。 （重庆客轮有限公司供图）

本报讯 （通讯员 朱琳）近
日，讲述从木洞古镇走出去的新中
国首位驻外女大使丁雪松童年故事
的大电影《凤鸣木洞》，已进入拍摄
后期，预计本月底杀青。

丁雪松是土生土长的巴南
人。于1918年5月出生于原四川
省重庆巴县木洞镇。1924年，6岁
的丁雪松进入木洞镇福音堂小学
读书，后分别到重庆文德女中、重
庆四川省立女子职业学校求学。
1936年，18岁的丁雪松就在《商务
日报》上呐喊“天下兴亡，匹夫有
责”，表现出强烈的爱国精神。新
中国成立后，丁雪松成为第一位女
大使，先后出使荷兰和丹麦，为外
交工作适应祖国建设需要作出了
可贵探索。2011年 5月 29日，丁
雪松在北京病逝，享年93岁。如

今，木洞镇依然保留着丁雪松的故
居，她的故事在巴南百姓口中广为
流传。在丁雪松诞辰100周年即将
到来之际，巴南文化微电影产业创
业园决定投资拍摄一部展现她童
年风采的电影。

据了解,这部电影由巴南文化
微电影产业创业园投资600万元拍
摄，由巴南本土作家陈显明创作了
电影剧本《凤鸣木洞》（原名《少年丁
雪松》），是一部原汁原味的巴南本
土电影。在剧本创作、参与演员、文
化体现、取景地点等方面，都充分展
现出巴南本土文化特色。

剧组透露，《凤鸣木洞》是一部
数字电影，拍摄完成后不会进入院
线放映，但将在中央电视台第六套
节目首播，市民也可在各大网站
观看。

巴南本土电影《凤鸣木洞》月底杀青
将再现新中国首位驻外女大使丁雪松的童年故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