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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 龙丹梅）5月17日
上午9点，重庆市环保局二楼会议室里
气氛凝重。长条形会议桌两侧，一侧坐
着市环境监察办、市环保局相关领导及
部分业务处室负责人，另一侧则坐着长
寿区、江津区、永川区、南川区、梁平区、
武隆区、垫江县等7个区县的政府分管
领导，以及市水务资产公司、市环保投资
有限公司的主要负责人。这是水环境保
护问题集中约谈会现场。

今年1—4月，我市纳入国家考核的
42个断面水质优良比例未达考核要求，
纳入市级考核的劣Ⅴ类断面较去年有所
上升。因此，市环境监察办对水环境保
护不力的7个区县、2家涉水国企进行集
中约谈，这也是市环境监察办成立以来
的首次大规模集中约谈。

被约谈的问题主要为水环境质量不
达标，水环境保护工作不力，涉及临江河
流域、龙溪河流域、大溪河流域。

市环境监察办提供的通报显示：今
年1—4月，临江河流域朱杨溪断面、茨

坝断面水质分别为Ⅴ类和劣Ⅴ类，大溪
河鸭江断面、平桥断面，龙溪河六剑滩断
面、普顺断面水质均为Ⅳ类，未达到年度
考核要求。

其中，临江河朱杨溪断面有3个月
为Ⅴ类水质，茨坝断面有3个月为劣Ⅴ
类水质；大溪河鸭江断面有两个月为Ⅴ
类水质，平桥断面4月水质为劣Ⅴ类；龙
溪河普顺断面连续3个月超标，3月水质
为劣Ⅴ类，六剑滩断面连续2个月超标，
长寿湖水质长期为Ⅳ类到Ⅴ类。

“出现这些问题有客观方面的原因，
但主要原因是水污染防治工作的力度不
够！”市环境监察办主任陈卫神情严肃。

目前在重庆，水环境问题依然是普
遍存在的老大难问题。此前，第二批市
级环保集中督察组进驻我市14个区，在
督察梳理的608个具体环境问题中，发
现251个涉水问题，占比超过40%。

整治不达标水体工作刻不容缓！
而临江河流域、龙溪河流域、大溪河流
域水环境保护涉及上下游共7个区县、
2家涉水国企，为了督促涉事区县加大
工作力度，警示其它地方以此为鉴，查

找不足，主动作为，于是，就有了这场集
中约谈。

市环境监察办相关负责人表示，环
保约谈是重要的督政手段，自市环境监
察办成立以来，曾对2个区县政府和1家
企业进行过分别约谈，但大规模集中约
谈尚属首次。在约谈中，市环境监察办
分别向各区县、企业通报了其在水环境
保护工作中存在的主要问题，提出了整
改要求和完成时限。在推动具体问题整
改的同时，也避免了流域上下游区县互
相推诿，促进其加大水环境保护力度，实
现流域联防联控，协同治理。

市环境监察办要求，约谈所涉7个
区县党委、政府和2家企业要成立工作
专班，将任务细化到项、责任落实到人、
时限倒排到天，确保按时高质量完成。
对于约谈后不能及时整改，或整改效果
不好的区县、企业，市环境监察办将对其
实施挂牌督办。挂牌督办不力，则将实
施区域限批。此前，因水环境保护不力，
市环境监察办已对我市部分区县实施了
挂牌督办和区域限批。

这位负责人表示，对于整改不积极、

推进不力、效果不好的相关单位和人员，
还将适时启动问责程序，依法依规严肃
追责问责。同时，将把整改情况纳入区
县年度经济社会发展实绩考核，并提高
考核占比权重。

约谈会上没有推诿，有的只是歉意
和承诺。不少约谈区县分管领导当场给
出了整改时间表。

因临江河茨坝断面水质未达考核要
求，影响了全市断面考核，永川区副区长
杨华发言时表示“深表愧疚”。他表示，
永川区委、区政府已将排查出来的问题
纳入2018年临江河流域综合治理攻坚
任务，将通过实施十个工程建设、六个专
项整治和建立六个长效机制，一鼓作气
把临江河治理进行到底，确保今年内实
现临江河茨坝断面水质达标。

“约谈是市环境监察办发现问题并
指出问题，整改才是关键。”垫江县副县
长赵元福表示，接受约谈的心情很沉重，
但约谈带来的压力也将变为该县治水的
动力。他表示，约谈会后，垫江县将对重
点涉水污染源逐个分析、逐个整改，并承
诺在一个月内推动整改工作见成效。

7个区县政府治水不力被约谈
这是市环境监察办成立以来的首次大规模集中约谈

重 庆 环 保 督 察 在 行 动

5月16日，在重庆市铜梁区永嘉镇高龙村，
阎仁兵在养殖场内给蓝孔雀喂食。

2010年，在外从事过家电、服装、汽车配件
等生意的阎仁兵、张荣苹夫妇回到重庆市铜梁区
永嘉镇高龙村老家创业。经过认真的市场调研
和学习，他们开始从事蓝孔雀养殖，并不断提升
养殖技术、扩大养殖规模、拓展蓝孔雀产业链。

通过不懈努力，他们养殖的蓝孔雀数量已
达到3000多只，除了销售蓝孔雀及其种苗外，还
进行了孔雀蛋、孔雀标本、孔雀羽毛服装、孔雀羽
毛饰品等的生产和销售。2017年，夫妻俩通过
蓝孔雀产业，获得了500多万元的营业收入。

目前，夫妻俩正依托蓝孔雀养殖基地及周
边优美的自然风光，打造“孔雀休闲山庄”，将蓝
孔雀产业和乡村旅游结合起来，进一步提高经
济效益。“除了自己挣钱，我们也希望能够带动
父老乡亲一起致富奔小康。”阎仁兵说。

新华社记者 王全超 摄

孔雀开启“致富屏”

从提出用电申请，到完成装表接电，
用时仅10天。5月14日，面对来访的国
网永川供电公司客服人员，重庆永川兴永
建设发展公司负责人苟超难掩欣喜之情。

据悉，兴永公司于3月12日向永川供
电公司递交安装315千伏安变压器的用电
申请，令他想不到的是，两天后，供电公司
就答复了供电方案。“这是因为公司创新推
出服务重点项目、服务重点客户、服务客户
电气工程的‘三个十条’”。永川供电公司
客户管理专责左岩松介绍说，为方便客户

办电，公司从业务办理、方案编制等7个方
面精简手续，减少不同客户申请资料2-5
种，全面提升办电效率。而在园区企业临
时用电简化方案中，创新实践1000千伏安
及以下小容量快速接入，通过典型设计、设
备储备的形式，确保客户快速接电。

永川供电公司创新出台的“三个十
条”，是该公司深入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大
精神，践行“人民电业为人民”企业宗旨的
一次有益尝试。通过超前服务重点项目
招商引资，助推重庆市创新驱动发展等行

动计划落地，建立服务重点项目常态沟通
机制，实施重点项目专人服务制和内部协
同机制，提升服务质量和效率；通过开展
综合能源服务合理降低用电成本、精简办
电流程缩短通电时间等方式，为大客户提
供贴心的用电服务。同时，该公司还建立
健全客户电气工程建设分层分级对接和
专业协同支撑服务机制，推行24小时全
天候对接的保姆式服务，让客户电气工程
建设无后顾之忧。

艾黎

永川供电:“三个十条”优化电力营商环境
重庆钢铁集团朵力房地产股份有限公司2017年年度股东大会于

2018年5月15日上午9:00在大渡口区朵力名都会所三楼会议室召开，出

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4人，所代表的有表决权股份数23976.24万

股，占本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33218.02万股的72.18%。本次会议由董

事会召集，董事刘劲松先生主持，公司部分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公

司聘请的见证律师出席了会议，符合《公司法》和本公司章程的规定。

会议对十项议案进行了逐项审议，并采用记名投票的方式表决通过

如下决议：

一、审议通过了《2017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二、审议通过了《2017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三、审议通过了《2017年度财务工作报告》。

四、审议通过了《重庆钢铁集团朵力房地产股份有限公司2017年年

度报告》。

五、审议通过了《2017年度利润分配方案》：2017年度不派发现金红

利，可分配利润结转至下年度。

六、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18年全面预算的议案》。

七、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18年投资计划的议案》。

八、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公司监事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九、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股东大会对董事会授权的议案》。

十、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董事变动的议案》：曾朝夕先生、黎伟先生

不再担任公司董事职务，选举何男男先生、宋明先生为公司董事。

特此公告

重庆钢铁集团朵力房地产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8年5月15日

重庆钢铁集团朵力房地产股份有限公司
2017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上接1版）
“宣传片制作得很精美，就像重庆这座城市

一样，给人美的感受。”市民刘女士说。
“行千里·致广大”，这句广告语让游客胡先

生赞不绝口。他说，宣传片里把重庆拆成“千
里”和“广大”两个词，构思非常巧妙，这句广告
语不仅独具特色，而且体现了文化气质，为重庆
美景和整个宣传片点了睛。

在渝中区生活了30多年的市民瞿伟业说，
这部宣传广告既有浓郁深厚的文化底蕴、颇具
特色的山河风貌，还有包容万象的都市风情，不
仅将提高城市知名度，而且对城市发展也将有
潜移默化的推动作用，“作为一名土生土长的重
庆人，我感到很骄傲、很自豪、很高兴！”

市民、游客为重庆点赞

重庆市民周先生恰好带朋友游览解放碑，

刚巧成为宣传广告的首批观赏者。“重庆四面环
山，两江环抱。每当夜幕降临，登高眺远，万家
灯火，江面波光粼粼，风景不逊于香港维多利亚
港湾。”周先生兴致勃勃地给一群朋友介绍着，

“我们重庆的自然和人文景观都很丰富，既有武
隆喀斯特景区、巫山小三峡，又有红岩革命纪念
馆、歌乐山烈士陵园、磁器口古镇等。重庆，非
来不可哦！”

从广州来到重庆度蜜月的新婚夫妻周雨、
黄璐璐前几天相继到鹅岭二厂、洪崖洞、湖广会
馆等网红景点“打卡”。两个年轻人告诉记者，
来了重庆就舍不得走，“重庆是一座山水之城、
活力之城、热情之城。不仅颜值爆表，还有许多
美食，一物一景都让人深深迷恋，这部宣传广告
刚好又让我们重温了一遍这次难忘的旅程。”

即日起，“行千里·致广大”重庆城市形象宣
传广告将在我市各商圈滚动播出。

“行千里·致广大”获市民游客盛赞

（上接1版）
网友“奕”说：“看到重庆越来越好，无比骄

傲自豪！‘行千里·致广大’的广告词作为重庆的
注解，无论是形或神都非常贴切，让人耳目一
新、过目不忘！”

网友“号令无声”说：“为我们的新版形象片
广告点赞！我要奔走相告：畅游山城行千里，悦
览两江致广大。热忱欢迎海内外朋友到重庆观
光旅游创业发展！”

网友“琳琳儿”说：“‘行千里·致广大’重庆
城市形象宣传广告让世界领略到重庆的美，山
水之城、美丽之地，独一无二的重庆欢迎你！”

重庆网友推荐这些“不排队”景点

“别一提重庆，就只想到火锅。她还有绕城
的青山绿水、高耸的楼宇、贯通城市的交通脉
络，你或许从未好好地欣赏过她，这样别致的
美。”记者见到，在朋友圈里，网友们表达对重庆
赞美之情的同时，也纷纷随手推荐一些不需要
排队的景点。

网友“九龙坡妹崽”强烈推荐不能错过的小

清新文艺地——四川美术学院（黄桷坪校区）。
她说，那里有坦克库、微缩版的798，处处都能
给你惊喜。毕业季的6月还能看到毕业生的设
计作品展。有校园情结的，去川美肯定会喜
欢。

网友“吴小麦”推荐大家到渝中区中山四路
“打卡”，“这里是抗战文化一条街，说它是‘最美
重庆公路’一点也不为过。”

网友“何子欣”在朋友圈为渝北矿山公园打
CALL。“岩石斑斓的颜色折射到湖面上，还真有
点‘马尔代夫堰塞湖’的意思。”

“长征厂里的铁路凌乱、废旧，却有着说不
出的美感，文青或是摄影工作室都会到这里取
景，褐色钢轨上的红色小火车头随手一拍都是
小清新的照片。”网友“蓝些些”描述的是位于大
渡口区伏牛溪的长征厂街区，攀上红砖房的爬
山虎、铁路、老家属区都容易勾起几代重庆大厂
子弟的成长记忆。

市民李宗卞说，在重庆这么多年，真的还有
好多值得去的地方还没去过，得赶紧安排游览
日程了。

35秒形象短片刷屏朋友圈

（上接1版）
“我们将在非机动车道下面铺设一根一级排

污管，将‘昌州古城’的二级排污管接进来。”现场
负责的重庆泽足水务投资建设有限公司副总经
理刘强介绍，于5年前建成开街的“昌州古城”虽
然分别建有雨污管网，但外面没有排污主管道可
接，只能直排进濑溪河。

记者看到，“昌州古城”的排污口就位于佛都
大道桥下，古城里的宾馆、饭店，每天产生的生活
污水就从这个排污口排进了濑溪河。

“我们是立了军令状的，必须在今年6月10
日前完成施工，拔除这个排污口。”刘强说，这段
主管网全长740米，建成后，将把“昌州古城”及以
北的生活污水接进污水主管道6号井。

而在龙岗街道西街社区狮子桥，一个新建的
提升泵站已经投入运营。“以前的污水都是从这
里直接流进濑溪河的，每天哗哗流个不停，水量
大得很！”一个居民指着河堤下方的一个排污口
说。

重庆大足城乡建设投资集团有限公司一位
负责该项目的工作人员告诉记者，狮子桥一带已
建成多年，并建有二级排污管网和一级排污管
网，但一级排污管却比二级排污管高了1米，致使
该片区的生活污水无法接进排污主管道。

现在，该区通过建设提升泵站，将二级排污管的
污水提升接入一级排污主管道，排污口已无污水排
出。

“全区类似这样的入河排污口共有177处。”
大足区河长办干部田晓东说，今年以来，他们已
对这些排污口开展集中整治工作，目前已完成78
处，另外99处将确保今年底前全部完成。

关闭了18家屠宰场、43户邻河
畜禽养殖场

前面是屠宰场，用水泥浇筑的大号水槽、水
泥台，分别用来刮毛、分割；后面是猪圈，用来圈
养待宰生猪——这就是大足区三驱镇屠宰场的
现状，总面积不足400平方米。

“更大的环境污染还在后面！”大足区农业行
政综合执法支队副队长康凯带记者到屠宰场后
面。屠宰场的后面就是窟窿河，屠宰场的化粪池
及与之相连的排污管道就建在河岸，从屠宰场冲
洗出来的血水、油脂、生猪粪便，通过明沟流进化

粪池，经简单发酵后流进排污管。该屠宰场尽管
已关闭了1个月时间，仍腥臭扑鼻。

“这种简单工艺处理的污水远达不到国家规
定的排放标准。”康凯说，这种污水不仅容易产生
油膜、堵塞排污管道，还易滋生病菌。而在过去，
大足一镇一个定点屠宰场，总共达22个。这些屠
宰场在规模、设施上，与三驱镇屠宰场大致相当，
每天屠宰规模为二三十头生猪。

从今年4月至今，大足已对其中的18家进行
了关闭。

为关闭这些屠宰场，大足采取了“疏堵结合”
的办法。在“堵”上，该区要求各屠宰场必须按国
家规定安装相应的污水处理设施后才能经营，而
一套这样的处理设施，投资在20万元以上；在

“疏”上，该区在智凤街道规划了一个年屠宰规模
35万头的现代化屠宰场，并由区屠宰协会投资运
营，各镇的定点屠宰场业主均为股东。

该屠宰场预计可在明年6月建成投用。在此
之前，大足暂时保留了龙水、龙岗、双路、万古等4
个条件相对较好的屠宰场，待新屠宰场投用后，
再予以全部关闭。与此同时，该区每天从主城及
大足周边屠宰场调1000多头生猪，以保证全区
猪肉供应。

相比屠宰场关停工作而言，畜禽养殖污染治
理工作则难得多。

大足区中敖镇三桥村有一个存栏量400头规
模的生猪养殖场，与怀远河仅隔一条公路，周边
还住有数十户居民。该养殖场从2009年建成投
用后，周边农民一直投诉不断。

今年以来，大足实行禁养、限养、适养“三区”
划分，规定河流200米范围内不得布局50头生猪
当量以上的畜禽养殖场，三桥村的这个生猪养殖
场位列其中。为取缔该养猪场，大足区、镇相关
干部整整做了2个月工作，才使业主龙某关停了
养猪场。现该养猪场不仅拆除了圈舍，硬化地面
也被挖掉，实现了复垦。

目前，该区44户应取缔畜禽养殖场，已被取
缔了43户。

推进实施13个水污染治理专项

治理入河排污口、取缔屠宰场和畜禽养殖场，
只是大足这场水污染治理攻坚战的一个部分。

据大足区环保局副局长蓝华海介绍，目前，

他们正在推进实施的水污染治理项目，包含了污
水处理厂、入河排污口、畜禽养殖厂、河面漂浮
物、食品小作坊、农业面源污染、水产养殖业、洗
车行业、餐饮行业、农产品交易市场、建筑工地、
工业企业、农村垃圾及污水等13个专项，每个专
项都分别编制了治理方案，落实了责任主体、工
作内容、任务分工、资金来源等。这13个水污染
治理专项涉及大足城乡各地，是一场全域性水污
染治理攻坚战。

大足为什么要打这场全域性水污染治理攻
坚战？

“这是由大足特殊的地理环境所决定的。”大
足区国土房管局副局长李跃华说，大足人均水资
源量为590立方米，仅占全市人均水资源量的三
分之一和全国人均水资源量的四分之一，是重庆
西部缺水最严重的区域之一。

而造成大足缺水的一个主要原因，是其特殊
的地理环境。大足区地处长江水系涪江、沱江的
分水岭上，是濑溪河、淮元河、窟窿河、平滩河、石
阳河、雍溪河等多条河流的发源地，却没有一条
流入的河流。

而这些河流大多靠降雨形成，径流量普遍较
小，自净能力普遍较差，致使大足严重缺水的同时，
也面临着严峻的水环境治理难题。以该区最大的
濑溪河为例，为保证城区供水，大足在濑溪河上游
修建了上游、化龙两座水库，这两座水库仅够城区
供水，没有多余的水流进下游的濑溪河，致使城区
段濑溪河几乎成了一河死水。

与此同时，大足多年粗放式的发展方式，使
该区水环境进一步恶化。此次所排查出的177处
入河排污口，就是其中一个典型的例子。水污染
治理已成为该区生态环境治理最关键、最紧要、
难度最大的环节。

为让污水变净水、死水变活水，大足在这场
全域性水污染治理攻坚战中，除了开展各个领域
的水污染治理，还着力解决水源不足的问题。

目前，该区已在城区污水处理厂附近规划建
设一个中水处理厂，经污水处理厂处理后的水将
进一步处理成中水，再用管道引进濑溪河上游，
一方面用于城区道路冲洗、园林灌溉，一方面用
于濑溪河生态补水，每天可新增加4.5 万吨供
水。该项目计划明年开工，2020年投用。

重庆渝西水资源配置工程也将在今年内启
动，该工程建成后，将通过从长江金刚沱等江河
提水、水利工程互连互通的方式，每年为渝西地
区11区新增提水供水量13亿方，大足约可分得
1.3亿方，彻底解决缺水问题。

大足全域打响水污染治理攻坚战

本报讯 （首席记者 彭瑜）
5月17日，重庆日报记者从万州区
召开的新闻发布会获悉，本月底万
州机场将开通直飞泰国芭提雅的国
际航线，从此结束万州不能直飞出
国的历史，叩开三峡库区通向世界
的“空中大门”。

承担万州直飞芭提雅的东海航
空公司计划于5月31日起开通珠
海—万州—泰国芭提雅国际航线。
担当机型为B737-800，班期为每
周二、四、六各一班。据了解，下一
步万州还将开通日本、韩国的国际
航线。

万州月底开通首条国际航线

5月17日，渝中区大坪时代天街，街坊邻居们一起参加集体生日会。
当天，渝中区第七届邻居节暨志愿服务活动周开幕，渝中区 11 个街

道居民齐聚一堂，共享邻里温情。当天，渝中区还开展了“发现母城之美”
摄影照片展、“资格街角 温暖你我”图片展等5大特色活动。本届“邻居
节”为期两周，期间将开展近百场线上线下活动，预计吸引20万社区居民
参加。

首席记者 崔力 记者 左黎韵 摄影报道

渝中区第七届邻居节开幕

本 报 讯 （记 者 陈 维 灯
实习生 任悦）5 月 17 日，“万里
长江·天生云阳”2018 年全国沙
滩排球巡回赛在云阳拉开帷幕，
来自全国 16 个省市的沙排运动
员，在阳光沙滩这片西南片区最
大的人工海沙沙滩上展开激烈角
逐。

全国沙滩排球巡回赛是国家体

育总局排球运动管理中心主办的最
重要的全国沙滩排球赛事之一。
2018年全国沙滩排球巡回赛共13
站，云阳站是第2站，这也是云阳县
第二次举办沙滩排球的国家级赛
事。

参赛队伍包括男女各28支代
表队，共112名运动员。本次比赛
为期4天，将举行119场比赛。

2018年全国沙滩排球巡回赛
在云阳举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