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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10日，第二个中国品牌日，首
届中国品牌博览会在上海举行。

重庆派出了一支庞大的参会队伍：
市政府相关领导亲自带队，市经信委、
农委、商务委、质监局等相关委办局悉
数出席，机电集团、三峰环保、海扶医疗
等多达17家重庆知名品牌代表企业参
加。

一个行业会议为啥能让重庆如此
“兴师动众”？“我市越来越多的企业已
经感受到了品牌的价值。”此次会议重
庆团的组织者、市发改委相关负责人
说，大家都想进一步学习其他省市更加
先进的做法。

“企业要赢得市场，或者要想
获得超额利润，都只能靠品牌”

品牌到底有怎样的价值，让我们先
来看看山城手表的品牌故事。

上世纪80年代，我市通过跨地区
横向联合，形成以重庆为中心的西南钟
表生产联合体，员工总数上万人。山城
手表，由此成为与上海的上海牌、天津
的海鸥牌齐名的国产三大名表之一。

但到了80年代中后期，山城手表
产销量急剧下滑，2002年2月，市一中
院宣布重庆钟表公司破产，2005年5月，
公司破产，财产整体拍卖。

产品退市，但家喻户晓的品牌，依
然是一笔巨大的无形资产。怎样才能
让它重新焕发光彩？2011年，我市把
目光瞄向了香港精密钟表厂。此前，这
位业界大佬已经在香港和深圳做了几
十年电子表。随着手机等新的计时工
具的诞生，电子表市场衰微，可把玩、可
传世的机械表，再度受宠。

双方一拍即合，香港精密钟表厂
从重庆联交所购得山城手表品牌，
2014年，厂房在垫江奠基。品牌很快
展现出市场号召力，2016年在解放碑
的一次展销会上，在30多个参展品牌
中录得单价第一、销量第二的成绩。今
年4月中旬，它获得德国天文台认证，
品牌知名度更是从国内走向国际。

外地企业来渝盘活本土品牌，但不
少重庆本地企业，却没有认识到品牌的

重要性，或者缺乏能力和方法用品牌的
力量去赢得市场。

城口鸡鸣茶叶，市级非物质文化遗
产，曾在清乾隆年间作为皇室贡品，此
后还入选了中国十大名茶目录。不过，

“鸡鸣”品牌至今没有唱响，城口每年出
产40吨鸡鸣茶叶，超过三分之二用于
贴牌，自有品牌的产品无论是销量还是
价格均乏善可陈。

“品牌是企业形象的最终呈现。产
品极其丰盛的时代，企业要赢得市场，
或者要想获得超额利润，都只能靠品
牌。从宏观角度讲，品牌的多少是衡量
区域经济发展水平的主要指标之一。”
市委研究室经济二处副处长李世贵表
示。

锻造“金字招牌”的关键在于
质量和创新

品牌很重要，但与发达省市比较，
重庆的知名品牌还太少。

市质监局质管处副处长李天春介
绍，“十二五”时期，我市共培育重庆名
牌产品 1035 个，比“十一五”增长了
47.44%。不过，我国现存百年品牌共
434个，重庆只有7个；2017年全球最
具品牌价值500强中，重庆无一品牌入
选，而北京市有29家品牌上榜，广东
省、上海市分别上榜10家和6家，四川
省也有一家上榜。

重庆为啥缺品牌？主要原因是不
少企业对品牌培育的方法和路径认识
不到位。4月下旬，重庆市农产品加工
业品牌建设与宣传扶助行动启动会召
开。重庆日报记者现场采访了多名企
业家，听到了关于品牌建设最多的声
音，是品牌的宣传和推介。“做品牌，就
是要多花钱投广告。”一企业负责人认
为。

不过，投广告只是品牌营销手段之
一。山东秦池酒业曾砸下重金，连续两
年成为央视标王，名声大振，而“永远的
绿色，永远的秦池”这一广告语也因此
广为人知。但两年后，秦池酒却因“勾
兑门”事件一蹶不振，走向没落。

市质监局质管处处长江东彬认为，

锻造“金字招牌”，最基础的问题是提升
产品质量，抛开质量谈品牌，口号再响
亮，都是无本之木。

他举例说，上个世纪90年代末至
本世纪初，重庆摩托车产销量连续多年
位居全国榜首，2002年达到顶峰，产销
量占国内市场的2/3，占出口市场的1/
2。重庆摩托，一时成为中国摩托的代
名词。

不过，由于不注重从质量提升的层
面锻造品牌，2003年，重庆摩托车产业
急转直下，当年即出现全行业亏损。此
后10余年，再也未能扭转颓势。

除了质量，创新也是品牌培育的
关键。重庆工业界曾流传着一个关于
重庆三峡电扇质量的经典故事：有个
学生出国留学，家里的电扇忘了关，一
年后他回到家，发现电扇竟然还在
转。记者前不久走访这家企业发现，
其车间大门紧闭，空无一人，据称已经
陷入半停产。质量好，为啥还是“打不
走”？

“美的、格力年年都推出新款式，但
三峡电扇始终都是老样子，消费者对质
量的理解，其实早已超出了‘结实耐用’
的范畴。”重庆工商大学教授王鸣剑认
为，缺乏创新，是三峡电扇品牌没落的
关键问题。

“品牌是企业最终呈现出来的一个
静态的结果，但它的背后往往是汹涌澎
湃的企业管理运营活动，是企业持续不
断的自我革命。”李世贵把企业创新活
动比喻为自我革命，他认为，创新的本
义是以市场为导向，以技术、管理、组织
和商业模式对生产要素进行重组，不同
的企业应该选择不同的创新着力点和
突破口，以点及面，层层扩大，逐渐塑造
品牌的专属性。

到2020年，我市将构建起完
备的品牌体系

越来越多的企业认识到了品牌的
重要性，而我市的相关部门，早已实施
了具体的品牌培育方案。

商标是品牌的法律基础。2010年，
我市出台了相关的商标奖励补助办

法。企业的品牌推广、营销等品牌建
设，都会得到相应的奖励和扶持。

近年来，我市113件驰名商标品
牌、127件地理标志商标品牌的权利
人，累计获得1.2亿元政府奖励。

2009年，我市又设立市长质量管
理奖，目前已经累计评选出长安汽车、
力帆实业等24家市长质量管理奖企
业，以及诗仙太白、建峰化工等15家
提名奖企业。该奖项的评选，让我市

“以质量促品牌发展”的氛围更加浓
厚。

还是以摩托车行业为例，鑫源摩托
在转型做微耕机后，每个月都要举行一
次仪式，让工人现场砸毁不合格的农机
配件，每个月都要对上游300余家供应
商的来件质量进行排位，后10名将受
邀参加质量整改现场会，目睹现场销毁
不合格产品的全过程。

市农委农机综合处副处长刘明介
绍，由于重视质量，整体转型做微耕机
的“重庆摩帮”，目前已经打造出“重庆
微耕机”这一响当当的区域企业集合品
牌。据他估计，目前全国每10台微耕
机中，有7台是“重庆造”；每5台出口
的内燃机动力微耕机，有4台产自重
庆。

创新方面，以市长质量管理奖的评
选为契机，长安汽车创立“五国九地”全
球研发体系，用科技实力征服客户赢得
市场，用创新型的产品提升品牌美誉
度，目前已经成为产销量最大的国产汽
车品牌。

重庆力帆，在转型生产汽车后，引
入卓越绩效管理等多种先进的质量管
理方法，并建立完善的供应链质量管理
体系。从2013年至今，力帆已经连续
4年成为俄罗斯市场销量最大的中国
汽车品牌。

“重庆已将品牌发展工作纳入建设
现代化经济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围绕
供给端、需求端、服务端，实施品牌专项
行动。”市发改委相关负责人表示，到
2020年，我市各产业重点领域将构建
起完备的品牌体系，全面增强重庆品牌
影响力，提升重庆品牌消费占比，为经
济发展提供持续动力。

中国品牌日里讲述重庆品牌故事

锻造“金字招牌”重庆还该做些啥
本报记者 吴刚

本报讯 （记者 周尤）5月
8日下午 5点，在荣昌区看守所
门口，因犯危险驾驶罪被拘役的
何勇（化名）见到了早早在此等
候的妻子。拘役罪犯服刑期间
还能请假回家？这一切都源于
荣昌区检察院联合区公安局推
出的保障拘役罪犯“回家权”试
点工作。

重庆日报记者从荣昌区检察
院获悉，为切实保障拘役罪犯的合

法权益，贯彻落实宽严相济的刑事
司法政策，促进拘役罪犯认罪服
法、接受改造，2016年10月以来，
荣昌区检察院联合区公安局创新
工作机制，细化工作措施，率先在
全市开展了保障拘役罪犯“回家
权”试点工作。目前已有50余名
拘役罪犯被准予回家一至两天，回
家比例达40%左右，且回家拘役
罪犯全部按时返回看守所，取得良
好效果。

荣昌多措并举
保障拘役罪犯“回家权”

试点一年多来，已有50余名拘役罪犯被准予回家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四
十三条规定，被判处拘役的犯罪分
子，在服刑期间每月可以回家一至
两天。但是在司法实践中，拘役罪
犯“回家权”的保障却因种种原因
成为现实难题，无法得到有效落
实。

荣昌区检察院驻所检察官张
长久表示：“一是怕罪犯回家后脱
逃不归；二是针对在押罪犯的‘回
家权’执行无具体操作规范。”

为破解这一难题，荣昌区首先
在制度制定上狠下功夫。“2016年
10月荣昌区检察院会同区公安局
制订了《荣昌区看守所执行被判处
拘役的罪犯每月可以回家的实施
办法》（试行），明确规定拘役罪犯
可以回家的条件、程序、除外情形
等，从制度上保障拘役罪犯回家工
作有效开展。”张长久说，荣昌区检
察院还建立了拘役罪犯“回家台
账”，驻所检察室逐次登记拘役罪
犯获批回家天数、离所时间、回所
时间，全面掌握拘役罪犯回家情
况，做到“底数清、情况明”。

荣昌区看守所也出台相关制
度，明确遵守监规、表现较好且非
涉毒人员的拘役罪犯每月可以申
请回家，并将具体规定张贴在各个
监室内。同时，看守所对拘役罪犯
回家情况进行全面监督。如拘役
罪犯在回家期间逃跑，看守所会及
时向驻所检察室通报并按相关规
定报区公安局上网追逃，以脱逃罪

追究刑事责任。
李强（化名）今年31岁，在农

村老家养殖小龙虾为生。去年11
月，他与妻子吵架心情郁闷，于是
和朋友三人来到荣昌散心。同行
的朋友曾文（化名）觉得钱不够用，
于是提议去偷手机。碍于兄弟情
面，李强参与了盗窃，并分得赃款
258元。

去年12月，得知东窗事发的
李强来到派出所自首。李强因盗
窃罪被判处拘役 4 个月，罚金
1000元。

服刑期间，今年4月27日，正
值2岁小女儿的生日，李强提前向
看守所民警提出申请，经驻所检察
室审核，李强回家两天（48小时）。

回家前，李强特地和妻子去买
了蛋糕和女儿最喜欢的玩具，想要
给女儿一个惊喜。“可到了家，女儿
都不认识我了。”说到这，李强的眼
睛有些红润。在家的两天，李强抓
紧每分每秒打理饲养龙虾的水
塘。李强说，现在才知道回家的感
觉有多好，以后再也不干违法的事
了。

“‘回家权’体现了刑法对服刑
人员的人文关怀。”市政协委员、重
庆市畜牧科技学院副院长黄勇表
示。市检察院刑事执行检察处处
长封兵认为，保障和落实拘役罪犯

“回家权”体现了司法文明进步，有
利于维护看守所监管秩序的稳定，
也有利于罪犯的改造。

拘役罪犯回家难在哪
本报记者 周尤

新闻纵深>>

有环保处理设施，却仍旧偷排污水，
还和执法人员“捉猫猫”。经过半个月的
斗智斗勇，近日，环保执法人员在沙坪坝
区回龙坝镇君织都印染有限公司里，找
到了隐藏在夹墙中的排污暗管和电泵，
查出了污染当地梁滩河的“真凶”。

5月8日，重庆日报记者来到这家企
业时，企业已被勒令全面停业整顿，大门
紧闭，原本忙碌的车间已冷冷清清。污
水池旁的夹墙上那块还未干透的水泥，
无声地述说着当时环保执法人员与黑心
排污企业之间斗智斗勇的故事。

梁滩河被污染，执法人员
蹲守半月找“真凶”

事情要从4月10日说起。当天，
重庆市第四环保督察组进驻沙坪坝区，
期间，督察组和沙坪坝区环保局均接到
群众举报：梁滩河遭污染，河水变为黄
绿色！督察组立即与当地环保执法人
员一起展开调查。

“群众举报的污染地点为梁滩河回
龙坝段，”沙坪坝区行政执法支队三大队
队长陈宇说，这片区域有不少中小型企
业，为找到“真凶”，执法人员对回龙坝镇
梁滩河两旁的企业进行了全面排查。根
据污水的性质和污染区域，大家一致认
为，君织都印染有限公司有嫌疑。

然而，执法人员在认真清查该企
业，并询问相关人员后，并未发现任
何异常——企业污水处理设施仍在运
行，在线监测装置的所有指标均正常。

此后，执法组分成了多个小组，在
白天、夜晚的不同时段，对梁滩河进行
监控。4月26日，执法人员终于发现
有偷排污水的痕迹，便立即前往君织都
印染有限公司，叫停了该企业的污水处
理设备。

奇怪的事发生了，这家企业的污水
处理设备停止工作后，河水竟然渐渐变
清了——君织都印染有限公司排污的
嫌疑大增。

机器人显威，夹墙中找到
排污暗管

执法人员判断，如果真是这家企业
排污，正规排污口又没有超标污水，那
么，很可能是在处理污水的过程中，偷
排了部分污水。

为了查实相关情况，执法人员又对
该企业进行了全面清查，但依然没发现
问题。4月27日，执法人员调来了轮
式暗管探测机器人，进入企业的污水管
网排查，后又操控机器人进入雨水管网
排查。

“看！找到了，这里面有隐藏的管
道。”通过机器人传回的视频图像，执法
人员发现，在雨水管网和污水处理池之
间的一个夹墙中，有一段直径10公分
左右的暗管，同时，执法人员又在该区
域发现了一段隐蔽的380V电线头。

在精确定位后，执法人员砸开了夹
墙，隐藏在夹墙中的排污管道和电泵终
于暴露出来。原来，该企业通过在夹墙

中设置暗管和电泵，在污水处理过程
中，将部分污水直接排入雨水管道，流
入梁滩河。

根据现场采样监测显示，其通过
暗管偷排的废水中化学需氧量超标
53.5倍，苯胺超检出限72倍，色度超
标39倍。

面对事实，原本一直左右言他、百
般抵赖的企业负责人和管理人员，只得
承认了企业利用暗管偷排污水的事实。

全面停业整顿，相关人员
或被追究刑事责任

“在查实相关情况后，我们立即

下达了停业整顿通知书。”陈宇说，
新环保法实施后，根据新的司法解
释，凡是私设暗管的，相关责任人将
被行政拘留，如查实其通过暗管排
放有毒有害物质的，将依法追究刑
事责任。

目前，该案件已移交公安机关，将
在认定相关责任人、偷排情节轻重等事
实后，依法做出处理。

环保执法人员在此告诫企业，切莫
存在侥幸心理，罔顾环保法相关规定，
贪图小利，偷排偷放污染环境，要从自
己做起，认真落实好环保主体责任，只
有这样，才能从根本上保障企业的健康
发展。

沙坪坝一企业偷排污水遭查处

夹墙中布设暗管排污 执法人员用机器人找到“真凶”
本报记者 王翔

重 庆 环 保 督 察 在 行 动

执法人员在查看污水管道。
（本组图片均由市环保局提供）

执法人员正对企业排污口的污水进行检测。

本报讯 （记者 汤艳娟）5月7日
22时至8日6时，市渔政处联合市水警
总队、长航公安在全市范围启动“零点
行动”，重点打击禁渔期电、毒、炸鱼等
非法捕捞行为。“零点行动”首日，共查
获非法电捕鱼案件13起，收缴非法网具
130余副，查扣非法捕捞船舶10艘等。

我市地处长江上游，境内江河纵
横，水系发达，渔业资源丰富，每年3—
6月是鱼类繁殖的主要季节。从2017
年起，我市禁渔期调整为每年3月1日
0时至6月30日24时。禁渔期内，我
市境内的长江、嘉陵江、乌江干流等
117条河流实行禁渔。在规定的禁渔
区和禁渔期内，禁止所有捕捞作业，禁
止扎巢采卵、挖砂采石，禁止销售在禁
渔区或禁渔期捕获的天然水域渔获物。

市农委副主任吴纯介绍，此次“零
点行动”主要分为两大巡查板块：一是
主城7区集中对长江、嘉陵江区域进行
联合布点蹲守；二是其他区县自行组织
突击巡查。

7日晚23时，重庆日报记者随联
合执法人员来到南岸区哑巴洞，长江浅
滩上，随处可见头戴射灯架起钓竿垂
钓，或手持小型渔网直接从江中捕鱼的
市民。看到执法人员前来巡查，不少人
赶紧收起渔具准备上岸，还有几人试图
关掉头灯以躲避巡查，但都被执法人员

发现，当场接受禁渔期法律教育并作了
深刻检讨。

8日0时15分，执法民警在位于九
龙坡区铁路三村的长江边查处了一起
非法电捕鱼案，3名违法犯罪嫌疑人交
由水警总队九渡口派出所处理。民警
陈俊和九龙坡区渔政站魏东向重庆日
报记者展示收缴的电捕鱼工具时连连
摇头：“这是一台多功能锂电一体电鱼
机，是典型的‘三无产品’，功率大、易携
带，对渔业资源的破坏是毁灭性的。你
看，他们电死的鱼虽只有3.5公斤，但
品种有十余种，数量多达212条。更为
恶劣的是，虽然有的鱼没被电死捕捞上
来，但是电流会对其性腺造成破坏，导
致其不育，或者会造成基因突变，使后
代畸形、病变的概率加大，对渔业资源
是一种严重的破坏。”

据初步统计，在此次“零点行动”中，
全市共出动执法人员580余人、执法车
船80余艘次，查获非法电捕鱼案件13起
22人，收缴非法电捕鱼器17套；查获非
法网捕案件21起29人，收缴非法网具
130余副；查扣非法捕捞船舶10艘，收
缴渔获物190余公斤；查获收购非法捕
捞渔获物案件1起2人。接下来，全市
渔政机构将会同公安机关持续开展“零
点行动”，严查“电鱼、毒鱼、炸鱼”等违
法行为，为长江生态大保护保驾护航。

保护江河流域水生态环境，严查电鱼、
毒鱼、炸鱼等违法行为

我市启动禁渔期“零点行动”

（上接1版）
为使人才培养和产业需求更匹配，

我市进一步优化了职业院校办学层次
和专业结构。中职学校数从214所调
减到182所，增加高职院校4所，推动
了25所高校向应用型转型。

“在专业设置方面，全市中、高职
院校专业分别优化调整为18个大类
147个专业和19个大类344个专业，
新增17个专业点，淘汰了5个招生情
况不理想的专业点。”该负责人介绍，
中、高职院校专业与全市传统支柱产
业、战略性新兴制造业、现代服务业、
现代农业等重点产业的人才需求匹配
度，分别达到84.9%和84.6%。

我市还积极建立产教融合与校
企合作制度。目前全市已建立巫山
职教工业园、江津职教工业园等职教
园区16个；建立重庆旅游职教集团、

重庆电子信息职教集团等职教集团
30个；全市职业院校共与5000多家企
业实行协同育人，订单式培养20.9万
人……职业教育与产业发展吻合度
不断提升，促进了人才培养与就业保
障的结合。

在职业教育内涵式发展方面，重
庆城市管理职业学院等12所职业院校
成为教育部现代学徒制试点；全市中
职学校共建设市级重点（特色）专业
120个；全市高职院校共建有骨干专业
150个，协同创新中心28个。

数据显示，近3年来，我市中职学
校输送毕业生38.2万余人，就业率保
持在98%左右；高职院校输送毕业生
25万余人，就业率约92%；中、高职毕
业生在重庆本地就业创业的比例均超
过80%，初步实现了人才培养和产业
需求的同向发展。

我市中高职毕业生
本地就业创业比例超8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