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快 读

本报讯 （记者 白麟）2月
9日，记者从市物价局获悉，根据
国家发改委统一安排，从2月10
日0时起，我市成品油价格下调。
其中92号汽油每升降0.13元。

本次下调后，我市国五标准

92号汽油零售价格，由之前的
7.10元／升降至6.97元／升；国
五标准95号汽油价格，由之前
的7.51元／升降至7.36元／升；
国五标准0号柴油价格，由之前
的6.73元／升降至6.59／升。

成品油价下调

92号汽油每升降0.13元

坚持融合发展 处处留乡愁

重庆日报：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
告中提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是新时期做好

“三农”工作的重要遵循。在振兴乡村方面，巴
南有什么优势？

辛国荣：巴南沿江、傍泉、依山、靠林、临湖、
环岛，生态环境优越，是主城名副其实的生态屏
障和宜居宜业之地。从这个角度来说，推进乡
村振兴，巴南有基础、有条件，有信心也有能力。

按照“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
有效、生活富裕”的总要求，我们将推动乡村振
兴战略在巴南生根发芽、开花结果。

重庆日报：具体来说有哪些创新发展举措？
辛国荣：我们将从四个方面进行重点探索

实践：一是做精做优都市现代农业。采取农户
自主经营、农民合作经营、企业带动经营等方
式，延长产业链条；加快农村电商网络全覆盖，
实施特色农产品品牌战略，切实增加群众收入；

二是坚持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打造田园
综合体，培育休闲农业、乡村旅游、生态“三养”
等新兴业态，推动实现产区变景区、产品变商
品、农房变客房；加快农村产权制度改革，整合
运用土地流转、宅基地复垦、征地拆迁等政策措
施，在吸引城市资本下乡过程中，保障农民权
益，实现“群众受益、集体得利、企业盈利”；

三是努力消除“空壳村”。通过盘活集体资
产、开发闲置资源、领办经营实体等方式，对涉
农资金进行有效整合、打捆使用，扶持全区128
个“空壳村”“薄弱村”发展壮大集体经济；

四是持续抓好美丽乡村建设。完善“吃、住、
行、游、购、娱、厕”等乡村旅游要素，补齐乡村发
展短板，因地制宜对乡村环境进行绿化、美化、亮
化、硬化，实现“村村是美景、处处留乡愁”。

着力打造重庆南向开放窗口

重庆日报：事实上，巴南肩负重庆南向大通
道建设、向西向东开放“主引擎”重任，那在内陆
开放上，巴南有哪些新举措？

辛国荣：“开放带来进步，封闭必然落后”，
这是党的十九大报告中的重要论述。

因此，我们将主动融入国家“一带一路”建
设，积极参与中新（重庆）战略性互联互通示范
项目，认真落实内陆开放高地建设行动计划，重
点建好公路物流基地这一载体，积极打造“B
保”“口岸”两个对外开放平台，大力发展“口岸
经济”“总部经济”“外贸经济”三种开放经济业
态，进一步优化提升开放环境、拓展深层次对外
交流合作，不断提升开放型经济水平，着力将巴
南打造成为重庆南向开放的重要窗口。

以优化提升开放环境为例，巴南将牢固树
立“处处是开放环境，人人是开放形象”的理念，

有序放宽市场准入，继续精简负面清单。推进
人才强区工作，加快实施“鸿雁计划”“菁英计
划”，进一步优化高层次创新人才生产生活环
境，让人才引得进、留得住、用得好。

从“巴南制造”到“巴南智造”

重庆日报：创新是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巴
南在创新驱动上如何跑出“加速度”？

辛国荣：事实上，2017年以来，巴南区不断
完善以企业为主体、市场为导向、产学研用深度
融合的技术创新体系，大力实施企业研发投入
倍增、研发机构倍增、新产品开发倍增和制造业
创新中心倍增等“四个倍增”计划，推动企业加
快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推动“巴南制造”向“巴南
智造”迈进。

这一系列措施也吸引了京东物流集团重庆
区域总部等三大项目再次落户巴南，至此，京东

已在巴南累计投资七大项目。
在创新驱动下，巴南聚焦汽车制造、装备制

造、信息通信技术、医药化工、轻工服装及云计
算等“5＋1”重点产业领域，加快企业创新主体
建设和要素投入，企业自主创新能力显著增
强。市级高新区创建通过专家组评审，万人发
明专利拥有量12.1件。2017年，宗申集团获评
国家级工业设计中心，目前全区共有2个国家
级工业设计中心，占全市1／2；新增市级企业
技术中心（设计中心、技术创新示范企业）9个，
累计36个；新增市级企业工程技术研究中心2
个，共20个。

重庆日报：未来，巴南在实施创新驱动发展
战略上将有什么新措施？

辛国荣：在创新驱动发展上，巴南将主要做
好四方面的工作：一是培育壮大主导产业。继续
推进“5＋1”主导产业集群发展，推动重点工业企
业“四个一批”转型升级；二是加快园区建设发
展。创新投融资管理机制，谋划区属平台公司改
革，不断推动创新资源向重点区域和重点领域聚
焦；三是提速推进科技创新。以企业为主体，加
强与高校、科研院所的合作。构建科技创新体
系，促进科技创新成果应用转化；四是转型升级
商业模式。借助“互联网”“大数据”，推动传统
商业模式向新消费业态转型。依托在区军工研
发机构，推进“民参军”“军转民”融合发展。

不创新就会被淘汰，创新慢了就会落伍掉
队。我们将按照中央、市委的决策部署以及习
近平总书记视察重庆重要讲话精神，积极贯彻
实施以大数据智能化为引领的创新驱动发展战
略行动计划，切实把发展的基点放在创新上，大
力引导和支持龙头企业生产设备的智能化改
造，积极发展以信息通信技术、生物医药、智能
装备、新能源汽车、集成电路、云计算大数据为
主体的战略性新兴制造业，加快完善产学研相
结合的创新服务体系，以科技创新带动全面
创新，以全面创新引领全面发展，提升巴南
未来发展的核心竞争力。

一台微电机、一个转动轴、一根塑料管子、
一个铁碗，组合在一起能有什么功用？在重庆
驰骋机械制造有限公司一线技术设计研发团队
成员手中，这几样简单的物件经过创新竟然变
成了一项小发明——甩油筒，装配在滚齿机上，
一年能为公司节省约40万元。

重庆驰骋机械制造有限公司在巴南的花溪
工业园区。

记者近日在这里采访时了解到，组成甩油
筒的四个物件成本不高，加起来不过六七十元，

但每年为企业作出的贡献却不小。这项实用技
术发明，出自驰骋齿轮党支部书记李平及其团
队之手。

李平给重庆日报记者算了一笔账：一台装
配甩油筒的滚齿机一年能节约机油100多公
升，按照厂里160多台滚齿机目前的工作状态
计算，一年能节约机油约15吨，全年累计可降
低成本40万元左右。

像李平这样的人才在巴南还有很多。据了
解，近年来，巴南区大力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

略，高度重视对科技人才的培养，大力实施百名
“巴南星火”紧缺人才引进计划等区级人才项
目，全力推动“人才＋产业”融合。

同时，该区还大力推动西部人才产业园建
设，持续开展“千名重点人才”培训计划等，为科
技创新人才提供“充足的阳光、新鲜的空气、甘
甜的水以及优良的土壤”，为创新人才的成长营
造良好环境。

重庆日报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目前巴南
区已建成市级以上众创空间8个，重庆理工清
研极速超越众创空间升为国家级。全区现有人
才总量达17.5万人，其中，国家“千人计划”专家
2名、长江学者特聘教授2名、市“百人计划”专
家3名，科技创新人才带着科技成果投身产业
第一线，为企业产品开发和升级换代提供源源
不断的技术支持。

小小甩油筒 一年“甩”掉成本40万元
巴南区实施“巴南星火”等项目聚才引智成效显著

本报首席记者 李珩

区县负责人访谈·巴南区

温泉、多彩植物
园、乡村印象……巴
南区叫得响的“名片”
越来越多。走进新时
代的巴南，将如何展
现新气象，实现新作
为？

就此，重庆日报
记者近日采访了巴南
区委书记辛国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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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南区委书记辛国荣：

让巴南“村村是美景 处处留乡愁”
本报首席记者 李珩

巴渝剧院

京剧《苏三起解》《望儿
楼》《华容道》

演出时间：2018年2月10
日 14：00

演出票价：60元
演出单位：重庆市京剧团

有限责任公司
京剧《沙家浜》
演出时间：2018年2月11

日14：00
演出票价：60元
演出单位：重庆市京剧团

有限责任公司
京剧《泗州城》《秋江》《三

堂会审》
演出时间：2018年2月28

日14：00
演出票价：60元
演出单位：重庆市京剧团

有限责任公司

金汤街剧场

川剧 张飞审瓜（弹戏）
梅龙镇（胡琴）双拜月（高腔）
上任请客（灯戏）

演出时间：2018年2月16
日下午2：00

演出票价：80元
演出单位：重庆市川剧院
川剧 拨火棍（弹戏）薛

仁贵回窖（弹戏）月下访信（胡
琴）凤仪亭（高腔）

演出时间：2018年2月17
日下午2：00

演出票价：80元
演出单位：重庆市川剧院

重庆市歌剧院艺术厅

弦乐四重奏音乐会
演出时间：2月23日 19：30
演出票价：40元
演出单位：重庆市歌剧院

咨询热线：400－809－6039
官方网址：http：／／

www.cqpw.cn／
手机购票：关注微信公众

号，点击进入微商城购票

重庆演出信息

杭州“蓝色钱江”保姆放火案被告莫焕晶一审被判死刑
➡9日，杭州“蓝色钱江”保姆放火案一审审结。杭州中院一审

以放火罪判处被告人莫焕晶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以盗窃罪判
处其有期徒刑五年，并处罚金人民币一万元，二罪并罚，决定执行死
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罚金人民币一万元。 （据新华社）

2月9日晚，由市委宣传部、市文化委联合主办的重
庆市2018年庆新春文艺晚会在重庆大剧院精彩上演。
演出刚开始，一首耳熟能详的重庆民歌《太阳出来喜洋
洋》便让现场观众沉浸到欢庆的气氛中。

这场演出集聚了市级各专业文艺院团的著名艺术
家——中国剧协副主席、重庆市文联主席、梅花大奖获得
者沈铁梅，二胡演奏家、重庆市歌剧院院长刘光宇，梅花
奖获得者张军强、周利，文华表演奖、白玉兰奖获得者程
联群，著名指挥家何建国，话剧表演艺术家郝鹏寿、王弋，
歌唱家刘广、车璐、姜明和优秀青年舞蹈演员李庚等都参
加了演出。

郝鹏寿和一群年轻演员表演的配乐诗朗诵《这个时
刻我要歌唱——写在党的十九大》，让观众一下子体会到
什么叫做豪情万丈；当刘光宇用二胡、赵兰用笛子和箫、
许雯雯用扬琴、黄曦用小提琴、袁瑞欣用大提琴一起“中
西”合奏出器乐五重秦《又见丝路》时，观众又仿佛置身于
茫茫的戈壁大漠、异国他乡，从忽近忽远、忽快忽慢的演
奏中，感受到丝绸之路的异域风情。

而此前在网上已经很火的川剧戏歌《旅游天下》更是
将晚会推向高潮，“川剧皇后”沈铁梅一登场，便赢得现
场热情观众的掌声。“长城内外风景秀，大江南北天下
游，寻访古迹，重走丝路，寻来中华魂，高歌奋进遍神州”
这些讴歌祖国大好河山、走进新时代的语句，通过沈铁
梅的“金嗓子”，响彻大剧院的上空，让观众为之一振。随
着舞台背景的不断变化，演员和观众仿佛在祖国各地四
处游走……

“川剧戏歌《旅游天下》是将川剧曲调与通俗歌曲相结
合，西洋交响乐与传统川剧的打击乐互相碰撞而打造的，
给观众耳目一新的感觉，而且这首歌还没在大型文艺晚会
上表演过，今天还是第一次。”市川剧院有关负责人说。

“现在人们生活水平提高了，对文化和艺术的需求也
在提高。有一种年味，叫作‘艺术美感’。这台晚会节目
不多，只有13个，但个个是精品，就是想让观众过一个文
化年，过一个有艺术、能得到美的享受的年。”市文化委有
关负责人说。

“这一栋楼供水也完成切换了！”2月9日上午，南坪后堡铁
路家属区，居民住宅用水提质工程（简称“用水提质工程”）施
工现场，突然传来了工作人员的欢呼声。

72岁的叶大爷住在小区42栋，闻声立刻跑到自家厨房，
打开水龙头，自来水哗哗哗地流了出来。

“水大了，好清亮！”叶大爷开心地说，用上高质量自来水，
是他在新年里收到的最佳新年礼物。

当天，后堡铁路家属区基本完成用水提质工程施工，并对
小区内的38、40、41、42、43栋实施了新旧供水管道切换。今
年我市的住宅用水提质工程涉及3万户居民，该小区是最先完
成用水提质工程的一个小区。

后堡铁路家属区是1987年入住的老小区，共有1045户自
来水用户。中国铁路成都局重庆供电段相关人士介绍，该小
区内大部分供水管道是30年以上的铁管，由重庆供电段自己
维护，这么多年下来，铁水管内部生锈情况比较严重，导致居

民家中时常出现水垢将龙头堵住的情况，水中还时常有铁锈
等杂质。另外还有一些入户水管采用的是PPR管，使用也超
过10年，出现了严重变形，对水质有不良影响。因此，居民们
想要提升水质的意愿一直很强烈。

叶大爷说，“我们早就盼着水质提升了，大伙对这次改造
都很支持！”

市自来水公司相关人士介绍，现在改造使用的水管是钢
塑复合管，之后还将大量采用不锈钢管道，水质更优。

去年12月，市城管委发布了重庆将实施主城区3万户居
民住宅用水提质工程的消息。市自来水公司计划，在明年内
完成所有用水提质工程。

新年里叶大爷用上了清亮的自来水
本报记者 白麟

2月9日，自来水公司工作人员在南坪后堡铁路家属区
校验水表。

记者 白麟 摄

有一种年味，叫作“艺术美感”
本报记者 任雪萍

2月9日晚，重庆市2018年庆新春文艺晚会在重庆
大剧院举行。 记者 熊明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