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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 报 讯 （记 者 王 亚 同）今年
“五一”，梁平新城管委会园林管护的工
人们格外忙碌。气温逐日升高，他们必
须与时间赛跑补栽树苗。5月1日，重庆
日报记者从梁平区林业局获悉，为早日
成功创建国家森林城市，该区把今年定
为“创森”关键年，以点线面结合开展城
市、乡村、道路和水系绿化，通过城市与
农村互动共美竹柚之乡。

“今年以来，我们主要在虎城、文
化、合兴等 13 个乡镇栽种梁平柚、花
椒、李子、三代杉等2万多亩。”梁平区
林业局相关负责人介绍，为全面达到
《国家森林城市标准》5 大类 40 项指
标，力争在2020年成功创建国家森林
城市，该区再次明确细化了今年工作
重点。

今年，梁平区计划完成营造林13.1
万亩，并确保春季完成年度任务的50%
以上。梁平区林业局造林科负责人李启
立介绍，为加快推进全域创建国家森林
城市，当地将在城区重点抓好公园和社
区绿地、城市林荫道绿化建设以及闲置
地、拆迁空地等见缝插绿，完成城区两个
公园绿化升级，新建窝子溪滨河公园及
张星桥河滨河公园。

而在农村，梁平将完成百里竹海景
区绿化投入和蟠龙洞景区绿化升级，改
造东山国家森林公园1000亩，打造美丽
绿色村庄 10 个，实施庭院绿化 2000
户。此外，针对道路和水系绿化，该区将
着力抓好近10余条新修建通道的绿化，
并完成汝溪河、明月江等16条河流的河
道廊道绿化和19座水库的水源涵养林
绿化，栽植各类苗木50余万株。

为统筹全域“创森”，梁平区还打破
了以往由林业部门一家牵头的惯例，成
立各部门统筹协调的“创森办”，由区委
副书记担纲，细化各责任单位的职责。
在城区，园林、水利、交通、新城等单位各
负其责、划片包干；在农村，由林业、农业
等部门以项目形式推进退耕还林和经济
林更新改造，全区33个乡镇的“创森”工
作也在有序开展。

“现在，国家森林城市的40项标准
我们已大部分达标。”梁平区林业局局长
龚绍军介绍，当前，梁平区域森林覆盖率
已达44.8%，其中百里竹海已成为西南
地区最大竹海，还被评为首批“中国森林
氧吧”，双桂湖湿地公园在今年初被正式
授予“国家湿地公园”称号。“作为全国绿
化模范县，我们有信心成功创建国家森
林城市。”龚绍军说。

为广泛发动市民参与，梁平还通过
义务植树、“区树区花”评选等活动，提升
市民群众的参与度和知悉度。数据显
示，当地全民义务植树尽责率达85%以
上。下一步，该区将全面实施森林进城、
村镇绿化、城郊休闲游憩空间建设及林
业经济体系建设等“九大工程”，努力让
绿色走进人们心中，凝聚生态文明共识，
建设山清水秀大美梁平。

点线面结合绿化四面青山 城与乡互动扮美竹柚之乡

梁平加快推进全域创建国家森林城市 本报讯 （首席记者 陈
钧）5月2日，重庆日报记者从中
铁十七局四公司了解到，该公司
承建的重庆长生桥垃圾填埋场
生态修复工程已于近日开工，经
过修复治理，这个全国最大垃圾
填埋场将变身生态主题公园。

据介绍，该项工程以打造
生态主题公园的形式，进行生
态修复和城市功能恢复，实现
城市土地的循环再利用。“我们
将会对目前已有的垃圾堆体进
行整形、封场覆盖，然后对渗滤
液进行处理，控制地下水污染、
收集和处理有毒有害填埋气
体。”该项目有关负责人介绍。
他还表示，在环境与安全监测
等工作结束后，该公司将对垃
圾堆体进行绿化，最终进行园
林种植和景观设置。

值得一提的是，作为重庆市
首个生态治理工程，该项目的建
设将为卫生填埋场的生态改造
提供理想方案。有关资料显示，

长生桥垃圾填埋场位于南岸区
茶园新区长生桥镇，主要接收渝
中区、南岸区、巴南区全部生活
垃圾和九龙坡区、大渡口区部分
城市生活垃圾，于2003年7月
年投入运行。随着重庆主城区
面积的迅速扩大，长生桥垃圾填
埋场的环境污染问题给周边群
众的生产生活带来较大影响，对
其进行污染控制及治理建设迫
在眉睫。

该项工程的动工不仅可以
解决环境问题，还能释放填埋场
周边土地，利于房地产行业及周
边相关配套设施的招商引资，助
推重庆经济社会进一步高质量
发展。

据悉，随着当代城市规模的
不断扩大，我国卫生填埋场将在
未来10年内进入大量关闭状
态。而长生桥垃圾填埋场生态
修复工程也将为全国的卫生填
埋场生态治理提供可供示范的
解决方案。

全国最大垃圾填埋场将变生态主题公园

长生桥垃圾场开始生态修复

本报讯 （记者 王翔）
5 月2日，在潼南区崇龛镇的垃
圾压缩站里，重庆日报记者看
到，成堆的垃圾被两台大型垃圾
压缩机，压缩为一个个标准的

“垃圾块”，再由封闭式垃圾运输
车运往垃圾处理厂，垃圾的收运
由此变得更加高效、清洁。这样
的大型区域式垃圾压缩站，潼南
共建成了13座。

潼南区环卫所所长杨昌平
说，通过垃圾压缩站，对垃圾进
行压缩处理，不仅可以使垃圾体
积缩小2/3，更重要的是，将垃

圾压缩为标准的“垃圾块”，更便
于使用封闭式运输车进行转运，
不会出现污水、垃圾杂质的泼
洒，转运效率也更高。

从去年起，潼南区就陆续投
入3400万元，在该区布局建设了
13座大型区域式垃圾压缩站，其
中城区4个，乡镇9个。目前13
座垃圾压缩站已经全部投入使
用。这些垃圾压缩站均配有两台
大型垃圾压缩机，日处理能力达
到80-100吨，基本实现了潼南
城乡垃圾压缩处理的全域覆盖，
避免了垃圾转运的二次污染。

潼南建成13座垃圾压缩站
避免了垃圾转运的二次污染

本报讯 （记者 白麟）4
月27日，国网重庆市电力公司
全面启动报装接电专项治理行
动，并推出压减办电环节和接电
时间，降低客户办电成本等15
项工作措施，全面提升全市工商
业及民用电的办理质量和服务
体验。

在具体工作中，市电力公司
将取消普通客户内部设计审查
和中间检查环节，并将原有的另
外6个办理环节合并为3个环
节，从而将10千伏、400伏非居
民客户平均接电时间压减至70
天、30天。

同时，市电力公司将取消
电力客户带电接火费，全面推
广不停电作业，相关费用列入
生产成本，最大限度减少停电
时间和次数，使客户早接电、多
用电。

在压减办电成本方面，对于
市级及以上各类园区和电动汽
车充电桩、电能替代项目，市电
力公司将投资建设供配电设施
至客户红线。在城镇地区120
千瓦及以下的客户申请实行低
压就近接入时，电力公司会将低
压公共线路延伸至客户附近，使
得电能表尽可能靠近客户侧，减
少客户高低压供电设备资金投
入，为广大小微企业创立发展提
供更多支持。

此外，市电力公司还将推行
“一口对外、一证受理、一站式服
务”，并整合渠道，提供全业务线
上服务，实现客户常用业务“一
次都不跑”，非常用业务“最多跑
一次”。该公司相关负责人表
示，公司将持续打造一流电能配
套环境，不断满足人民日益增长
的用电需要。

国网重庆电力推出15项举措

专项治理报装接电

本报讯 （记者 杨永芹）日前，在
百年重通内迁重庆80周年品牌推广会
上，重庆通用工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以下简称“重通集团”）与宁夏建材签订
了高效节能通风产品的战略合作协议，
与太原重工签订了风力发电机组风轮叶
片的产品订货合同，合同金额达3亿多
元。

“我们看好重通集团多年来一直领
先行业的技术和产品，选择继续合作。”
签约方表示，也看好重通集团未来的智
能化产品。

据介绍，今年是重通集团从上海内
迁重庆80周年。1913年，重通集团（前
身是上海顺昌石粉厂）成立，1938年在
重庆落户并恢复生产。内迁重庆80年
来，重通集团传承工匠精神，主动创新，
多项产品填补国内空白，创造了多个国
内第一。如去年自主研发的新一代高效
节能风机及系统应用技术，填补了国内

空白，达到了同类产品国际先进水平，突
破了水泥等高耗能行业风机节能改造的
技术瓶颈。今年初，拥有自主知识产权、
国内最长海上风电叶片——CGI5/6兆
瓦叶片成功下线，标志着中国装备制造
业成功掌握了大型海上风电叶片设计制
造技术，打破了国外行业垄断。

为推动集团以大数据智能化引领创
新驱动发展，重通集团将着力打造“智能
工厂”，建设西南地区最大的离心压缩
机、鼓风机、通风机及风电叶片等产品制
造基地，成为集装备制造、系统集成服务
为一体的综合服务运营商。

目前，在智能制造方面，重通集团正
推进叶轮自动焊接机器人、金属3D打
印、离散型生产和检测设备、分布式数字
化控制联网等先进技术，并将通过精益
化、自动化、智能化的制造系统改造，强
力支持企业转型升级，真正实现智能制
造目标。

重通集团拿下3亿元订单 将打造“智能工厂”

本报讯 （记者 罗成友）“截至
4 月底，我们通过搭建的知识产权质押
融资专业平台，已成功为16家企业实现
知识产权质押融资7900万元。”重庆自
由贸易试验区北碚板块办公室主任陈岢
说，自贸试验区的试验，已为专利转化实
施和产业化，打通了一条“捷径”。

据介绍，重庆自贸试验区北碚板块
重点是发展文化展示及贸易、文化金融
服务、文化影视、数字创意等文化产业。

“从去年4月1日以来，我们按照这一产
业重点，利用自贸试验区的相关政策，积
极地进行探索和招商。到目前为止，已
引进落户企业900家，协议引资45.02亿
元。”陈岢说，其中引进的外资企业有2
家，科技信息服务类企业有111家，已引
进了包括上海映霸文化传播有限公司在
内的文化服务类企业89家。

北碚板块依托北碚浓厚的人文底
蕴，开始探索国际人文交流合作，开展文
化艺术品贸易、展览展示和手游电竞动
漫等数字创意产业研发设计、培训、赛事

等。3月下旬，中国（重庆）自由贸易试验
区国际文化艺术交流中心挂牌北碚板
块。这是北碚板块利用自贸试验区赋予
的国际文化交流试验政策，引进的一个
国际文化艺术产业项目。

据具体实施这一项目的来呗（重庆）
文化产业有限公司负责人介绍，这一交
流中心主要是以国际化平台来进行运
营，在重庆自贸试验区北碚板块内发展
文化艺术+数字创意的双产业生态圈，通
过走出去，打通国际贸易展览渠道，引进
来，建成多国文化艺术交流的窗口。

“目前，我们已引进来美国伊利洛伊
州大学设计专业在自贸试验区内办学，
并正在与德国、奥地利、俄罗斯、法国等

国家的大学艺术专业洽谈，引进来合作
办学。”国际艺术交流中心的这位负责人
说。

3月下旬落幕的2018 SLi CS：GO
重庆·北碚邀请赛，是国际文化艺术交流
中心举办的一次电竞赛事，共有来自中
国、俄罗斯、新加坡、波兰等地的8支劲
旅参加。这也是交流中心重点发展数字
创意产业生态圈的重要内容之一。

“我们还注重借才借智，运用区位优
势。”陈岢说，目前已与深圳前海蛇口自
贸试验片区签订合作备忘录，双方将在
制度创新、区域产业合作、人才交流等方
面开展广泛深度合作；与建行北碚支行、
西南大学经管学院和外国语学院、重庆

商界传媒集团签订战略合作协议，在金
融服务、理论研究、人才交流、国际交流
合作等方面开展合作。同时，还将拓展
交流合作领域，在咨询评估、运营规划、
招商引资等方面进行探索。

陈岢说，北碚板块在制度创新上也
进行了有益的探索。如通过与市级相关
部门协调，争取政策突破，缩短文创动漫
游戏类互联网企业的文网文、ICP、软件
著作权和游戏版号的行政审批时间，以
达到降低企业成本费用，形成产业聚集
的效果。并通过探索建立手游电竞动漫
协会，下放权限到协会，由协会履行审
核、审批、管理及监督等职责，减少政府
对微观事务的管理。

重庆自贸试验区北碚板块

1年引进落户企业900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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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28日，在重通集团新建的高速动平衡实验室，技术人员正对新品进行研究
测试。 记者 罗斌 摄

本报讯 （记者 黄光红）
重庆日报记者日前从綦江区获
悉，重庆首个乡建公园“五一”期
间正式开园，并免费向市民开放。

清风场乡建公园位于綦江
区横山镇，占地约360亩。在这
里，采用了景观手法复建梯田、
藕田、菜地等，留存乡村肌理，营
造了田园牧歌的村落情景；并用
传统垒石、夯土、夹壁墙等老工
艺在宅基地上复建农宅，展现不
同时期的乡村民居。在民居里，

还迁农户日出而作日落而息，活
化原住民生活场景。

城市居民到这里来，可以体
验插秧、种菜、耕田、石磨坊磨豆
浆，并在乡土气息浓厚的市集购
买当地出产的腊肉、蔬菜、大米
等“土货”。此外，公园内还打造
了3公里的森林步道、网球场、
坝坝舞场、森林卡拉OK和森林
儿童游乐场等项目设施。

今后公园会根据不同时节，
举行各种乡村农耕文化活动。

綦江清风场乡建公园开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