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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 庆 环 保 督 察 在 行 动

4月份的最后5天，对于阙某来说，
漫长而难熬。

看着窗外晴雨变幻，阙某的内心五
味杂陈，悔不当初。

4月25日，身为江津区楼全食品
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楼全食品”）
业主的阙某，被行政拘留5日，还将被
处罚金10至100万元。

阙某所犯何事，不仅要被行政拘
留，还要被处巨额罚金？这要从4月
24日说起。

启动联合执法机制
夜查违法企业

这天上午，重庆市环境保护集中
督察第八督察组接到群众举报：位于
江津区几江街道五举村的楼全食品私
设暗管，将未经处理的生产废水排入
长江！

资料显示，位于五举村的楼全食
品，注册成立于2012年，主要从事蔬菜
制品（酱腌菜）的经营生产，年产酱腌菜
总量约400吨。该企业排放的主要污
染物为清洗、加工泡菜等环节产生的高
浓度盐渍废水。

“接到督察组转办的案件，我们立
即意识到了事件的严重性。”江津区环
保局行政执法大队政委王勇告诉重庆
日报记者，如果群众举报的内容属实，
该企业的行为无疑是极其恶劣的，排放
的污水会严重污染环境。

为此，江津区环保局立即会同江津
区公安局，第一时间启动了联合执法机
制。

然而，如何才能既不打草惊蛇，又
能对企业的违法行为抓现行呢？

“24日白天的摸查表明，该企业在
白天没有生产经营活动。”王勇介绍，因
此，联合执法队决定在夜间对企业实施
突击检查。

3000多米长暗管
污水直排长江

4月 24日 21时，夜雨淅淅沥沥。
两辆执法车悄然向楼全食品所在的五
举村驶去。

夜雨笼罩下，楼全食品厂区一片黑
暗，寂静无声。厂区入口处“铁将军”把
门，将执法人员阻在了门外。

随后，闻讯赶到现场的阙某将执法
人员带进了厂区，并表示由于蔬菜原料
未成熟，企业已于半月前停止生产，更
无任何违法排污行为。

事实果真如此吗？

执法人员仔细核查了企业的相关
资料，查看了该企业的泡菜池、盐渍池、
转换池、排口以及环保设施等，均未发
现问题。

然而，散落在露天转换池附近的几
段黑色塑料管引起了执法人员的注意。

随后，执法人员穿着筒靴，打着手
电，在转换池附近齐膝深的草丛中仔细
清查。

半个小时后，一截黑乎乎的管道
出现在众人面前。管道的另一端深埋
入沙土，不知通向何方，也不知有多
长。

“埋在土里，我们一段一段地清理，

最终发现暗管有3000多米长，直通长
江边。”王勇介绍，面对确凿的证据，阙
某不得不承认楼全食品私设暗管，将经
过初步沉淀后的生产废水，经水泵抽入
暗管，排入长江的违法事实。

严厉打击环境违法行为
责任人被行政拘留

“对于性质如此恶劣的环境违法
行为，我们绝不姑息，必将予以严厉
打击！”王勇介绍，江津区环保局第一
时间对阙某下达了《责令停止违法行
为通知书》和《行政处罚事先（听证）
告知书》，对其处罚金 10 至 100 万
元，并将楼全食品私设暗管向长江排
污一案相关线索移交江津区公安机
关处置。

经江津区公安局治安警察支队一大
队侦查，楼全食品违法排污属实，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第63条
第3项的规定，于4月25日对楼全食品
直接负责人阙某处以行政拘留5日的
处罚。

江津区环保局郑洪介绍，在4月
11日第八督察组进驻江津以来，共向
江津区转办各类环保案件568件，截至
目前，江津区已办结539件。

郑洪表示，“借助此次环保督察，江
津区将进一步树立‘绿水青山就是金山
银山’的发展理念，把生态文明建设和
环境保护工作摆上更加突出的位置，坚
定不移走生态优先、绿色发展的新路，
积极践行绿色发展理念、推动生态文明
建设和环保工作。”

私设暗管排污
江津一食品公司被严惩

本报记者 陈维灯

执法人员正在检查楼全食品公司排污情况。 （江津区环保局供图）

本报讯 （记者 廖雪梅）市城管
委5月2日发布3月主城“扬尘整治”巡
查通报情况。两江新区渝发建设有限
公司鸳鸯片区“联发瞰青院”土石方项
目等13个工地因为扬尘控制不力受到

通报批评。
按照相关规定，被通报的施工企业

应在公告之日起5日内整改。整改不
到位的企业可能被纳入“施工企业不良
信息”黑名单。这些被“拉黑”的企业，
不仅参加招投标活动会受到限制，自公
布之日起1年内，银行将对其不予发
放、新增贷款。

3月重庆主城“扬尘整治”巡查通报公布

13个工地控尘不力被通报批评

主城13个控尘不力的工地
城区

渝中区

大渡口区

江北区

沙坪坝区

九龙坡区

南岸区

北碚区

渝北区

巴南区

两江新区

违法单位
重庆中通建筑实业有限公司

中国建筑股份有限公司

中国核工业中原建设有限公司

中国建筑股份有限公司

重庆海华建筑劳务有限公司

青海川勇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福建宏盛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重庆渝发建设有限公司

中国建筑第八工程局

重庆巨能建设集团建筑安装工程有
限公司

江苏南通二建集团有限公司

重庆御韬土石方有限公司

渝发建设有限公司

违法地点
化龙桥片区B15/03地块二期工程

化龙桥片区重庆轨道交通九号线一
期工程土建四标段项目

建桥工业园“融创·春晖十里”项目

轨道交通九号线一期土建九标段五
里店至溉澜溪区间工程项目

首铭地产大学城项目

盘龙广场项目

南滨路金辉城项目

万科蔡家土石方工程项目

蔡家片区“金科金辉美院一标段”项目

中央公园同桥路旁“大悦城”项目

协信星澜汇三期s14/04地块s16-1/
04地块工程项目

协信星澜汇四期项目

鸳鸯片区“联发瞰青院”土石方项目

本报讯 （记者 戴娟）近日，铜
梁区将自制的《巡察工作操作手册》发
放到参与区委第三轮巡察工作的干部
手中，该手册绘制了巡察工作流程图，
展现了巡察工作的准备、了解、报告、
反馈、移交、整改督办、立案归档“七个
环节”的“规定动作”，并对应各环节配
套制定了25个文书模板参考，成为巡
察干部的工作指南和工具书。

为贯彻落实中央、市委关于巡视
巡察工作部署要求，确保巡察内容、方
式方法、制度建设的与时俱进，铜梁区
在近年巡察工作实践探索的基础上，制
定了包含《巡察工作操作手册》《铜梁区
委巡察工作领导小组工作规则》《铜梁
区委巡察办工作规则》《铜梁区委巡察
组工作规则》等三规则一手册的“制度
清单”，强化巡察工作的制度保障。

记者了解到，该区还出台巡察工

作年度计划，列出了巡察工作的“任务
清单”，明确年度巡察安排、阶段任务
和方式方法等重点事项，细化巡察准
备、实地进驻、反馈整改等各环节具体
工作，以便巡察时按图索骥，提高巡察
质效。

同时，该区印发了《铜梁区委履行
巡察工作主体责任清单》《铜梁区委巡
察工作领导小组责任清单》《铜梁区委
巡察办责任清单》《铜梁区委巡察组责
任清单》等“责任清单”，明确了区委主
要领导及分管领导、巡察工作领导小
组组长及副组长、巡察办主任及副主
任、巡察组组长及副组长等九类人员
的49项工作职责，让相关人员知责明
责，履职尽责。

去年，“三类清单”在推进巡察工
作上已初显成效，全年累计发现突出
问题371个，移交问题线索49件。

制定制度清单、任务清单和责任清单

铜梁对标清单提升巡察监督质量

本报讯 （记者 周尤）近日，一
场以“翰墨颂盛世 丹青绘廉图”为主
题的廉政书画作品展在大渡口区图书
馆举行。与以往廉政书画展有所不同
的是，本次书画展融入了许多与监察
法相关的元素。主办方负责人介绍，
通过书法和国画作品宣传监察法，可
以让广大纪检监察干部和市民更容易
接受和理解。

据悉，本次活动由大渡口区纪委

监委、区委宣传部、区文化委联合主
办，自3月下旬启动以来，得到大渡口
区社会各界积极响应，共收到应征作
品200余件，经评审专家认真评选，从
中精选80幅作品参加展览。这些作品
主题鲜明、寓意深刻、发人深思，充分
展现了广大党员干部和书画爱好者崇
廉尚德的精神追求。特别是围绕监察
法内容创作的若干幅书画作品，受到
群众的喜爱和认可。

大渡口举办廉政书画展宣传监察法

本报讯 （记者 白麟）日前，重庆日报记者从有
关单位和部门获悉，位于大足雍溪镇的西南油气田页
岩气水平井（足201-H1）成功获得了工业气流，测试
产气量达10.56万方/天，这标志着大足及全市深层页
岩气勘探开发取得战略性突破。

大足页岩气区块，是国内现有开发区块中埋深最
深的区块，足201-H1页岩气井钻井深度达6038米，

曾创造国内最深页岩气水平井勘探纪录。
根据此前的地质调查与评估，大足区页岩气区块涵

盖了雍溪、万古、金山、石马、龙水、玉龙、拾万等10个镇
街，页岩气资源潜力较大，目前已探明页岩气资源储量
5000亿立方米，开发前景良好。

但同时，该区块也面临着埋深大、地层复杂、井
底温度高等开发难题。对此，勘探开发单位采用了

细致划分小层、锁定最优靶体、特殊录井辅助严控轨
迹等技术，高水平完成地质导向工程，使得优质页岩
气储层钻遇率达100%，并创新采用等孔径深穿透
射孔技术、控破裂技术等实施压裂，成功获得了工业
气流。

目前，大足页岩气区块日产稳定出气量达5万立
方米、日销售量已达2.3万立方米。

大足页岩气区块成功获得工业气流
测试产气量达10.56万立方米/天

本报讯 （记者 杨骏）重庆日报
记者5月2日从零壹空间了解到，零壹
空间于日前完成X系列火箭固体发动
机批抽检联合试车试验，这也是该火箭
发动机第二次试车试验。该发动机为
即将首飞的首枚民营企业自行研发的
火箭“重庆两江之星”主动力发动机的
同批次产品，本次成功试验，也为即将

进行的首飞奠定基础。
重庆日报记者了解到，本月8日，

零壹空间将在重庆两江新区举行新闻
发布会，向外界介绍零壹空间OS-X
火箭暨“重庆两江之星”首飞的相关问
题。

此次联合试车试验是对零壹空
间X系列火箭批产固体发动机进行

抽检。零壹空间方面称，试验待试
发动机安装了多种类型的传感器，
测量了固体发动机工作状态下重要
的力热数据，试验结果验证了火箭
设计方案的正确性。联合试车取得
圆满成功，意味着零壹首飞火箭的
主动力发动机即将顺利出厂并实现
点火飞天。

据了解，本次试验中，由零壹空间
自主研制的综合控制一体机再次经受
住了联合试验考核。作为火箭“大脑”
的综合控制一体机，发挥了电气系统自
检，同步各测量系统及点火指令下达等
关键作用。该设备相较以往同功能的
箭上电气产品，重量及体积均缩减至十
分之一，极大优化了电气系统设计，节
约系统成本。

零壹空间X系列飞行试验平台采
用自研商用固体火箭发动机作为动力，
发动机推力达到350KN，具有强大的运
载能力，能够为客户载荷实现0-20马
赫的飞行速度，试验平台可以根据用户
的需求进行定制设计，满足用户的各种
需求。该平台采用模块化设计，低成
本、高可靠并提供全流程的发射服务，
发射使用方便快捷。

零壹空间X系列火箭固体发动机
批抽检联合试车试验成功
本月8日将举行“重庆两江之星”首飞发布

本报讯 （记者 张
莎）5月2日，代表着重庆
市红十字会的动漫形象

“红心侠”正式亮相，市红
十字会同步发布了2018年
系列公益活动。

记者见到，“红心侠”
不仅有可爱外表，还有丰
富内涵。“红心侠”头上的
两颗红心寓意着本无联
系的人们之间通过心与
心的交互实现了人性的
关爱救助，体现人类高尚
的博爱精神和奉献的情
怀。

接下来，“红心侠”作
为市红十字会形象代言
人，将参与2018年系列

“博@”行动计划。其中，
全城搜索身边的“红心
侠”，以大型社区为目标，征集市民个
人或集体帮助他人、关爱生命、奉献爱
心的一瞬间照片或视频，然后评选出
一批我们身边的“红心侠”。“博爱+X”
救助行动则动员广大爱心人士分享和
转发“红心侠”相关内容链接。

红十字博爱助学活动，将实施中小

学生博爱助学500人以上；资助100名
贫困大学生；开办红十字博爱班，资助
贫困学生120人，帮助他们通过职业技
术学习实现就业。

同时，市红十字会计划实施儿童
重大疾病救助200人以上，开展疾病应
急医疗救助2000人以上。

市红十字会动漫形象“红心侠”亮相
2018年系列公益活动同步发布

本报讯 （记者 曾立）重庆日报记
者5月2日从华夏航空公司获悉，近日，
华夏航空供应链事业部与重庆交运物
流有限公司签订战略协议，双方将在航
空陆地联合运输、仓库资源共享、生鲜
采销合作、旅游等相关领域展开合作。

“通过空地联运的方式，不仅可推
动地方特色产品‘走出去’，还能为重
庆市民带来更好的服务。”华夏航空相
关负责人称，比如在生鲜食品方面，今
后可能会有更便宜、品类更多的生鲜
食品摆上重庆市民的餐桌。

华夏航空与重庆交运物流签订战略协议
重庆市民有望买到更便宜新鲜的生鲜食品

5 月 2 日，红岩村大桥施工现场，完工
后的南北主桥塔屹立在嘉陵江两岸，大桥
即将进入架梁施工阶段。红岩村嘉陵江大
桥是主城首座公轨两用高低塔斜拉桥，全

长 732.8 米，设计为“城市支路+双线轨道”
模式。上层桥面为双向 6 车道公路，下层
桥面为双向 4 车道城市支路+双线轨道。
大桥建成后，将承担起轨道 5 号线从园博

园到大渡口跳蹬的通行任务，同时从杨家
坪、陈家坪、石桥铺等地往江北又增加一
条快速通道。

记者 万难 摄

红岩村大桥
完成主桥塔施工

重庆市红十字会动漫形象“红心侠”。
（市红十字会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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