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编辑 李薇帆 美编 王艺军

2018 年 5 月 21 日 星期一 5版

5月17日，重庆日报记者在万州经开区采
访发现，曾经的化工区变身成为国家循环化改
造示范试点园。2016年1月，推动长江经济带
发展座谈会在重庆召开后，万州区及时调减了
特色化工产业规划用地1.2平方公里，转向引
进和培育符合环保要求的产业项目。

“万州地处三峡腹心，肩负着建设长江上
游重要生态屏障、保护好长江母亲河的神圣使
命和重大责任。”5月17日，万州区区长白文农
称，为了这一江水，万州必须坚持共抓大保护、
不搞大开发，大力实施生态优先绿色发展行动
计划，加快建设山清水秀美丽之地。“从万川毕
汇，到万商云集、万客来游，我们实现了经济发
展与生态改善的双赢。”

今年1~4月，万州区新签订重点项目17
个，协议总投资560.2亿元。共接待游客570
万人次，旅游综合收入30.16亿元，同比分别增
长40.14%和43.87%。

卖地皮
将节能技术改造项目坚持到底

在万州城区有245亩地产用地，可谓是“到
嘴的肥肉”。然而，这块地皮的拥有者重庆宜
化化工有限公司（简称宜化化工）正在寻找买
家，准备将它出手销售。

“必须将节能技术改造项目坚持到底！卖
地皮的钱主要用于追加投资。”该公司技术研
究部副部长赵磊称，宜化化工是循环化改造示
范试点园的一家试点企业，正在实施煤气化节
能技术升级改造项目，投资达5.044亿元。

据透露，这个项目建成后，年节能标准煤
3.5万吨，减排二氧化碳、氮氧化物及烟尘近10
万吨，企业年降低生产成本7000万元。

在循环化改造示范试点园，不只是企业自
身进行着节能技术改造，企业与企业、产业与
产业之间的循环经济链条也正在形成，并拉动
了上下游产业的发展。

万州经开区经济发展局相关工作人员介
绍，宜化化工生产产生的氯化钠直接提供给园
区企业华歌生物，煤渣、煤灰又供明邦建材加
工透水砖；华歌生物产生的氯气为洁沅环保公
司作原材料，盐酸又被宜化化工采用。“逐渐构
建起的闭环链条，既避免了废气、废渣、废水等
的排放，又为相关企业节约了远距离采购的时
间、资金成本。”

现在，万州区大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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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积极推动
智能产业培育、智能改造提升和大数据智能化
应用，初步形成了以绿色照明、智能装备、新材
料、汽车、食品医药为支柱的现代工业体系。

与此同时，万州区大力开展股权招商、资本
招商、以商招商和产业链招商。今年1~4月，全
区新签订智能装备产业园、渝东表面处理中心
等重点项目17个，协议总投资560.2亿元。

治环境
密织“三张网”守护绿水青山

5月18日，龙宝河黑臭水体综合整治项目
施工现场，大型挖掘机正将河道的淤泥挖掘转
移到钢制污泥转运平台。

龙宝河是长江的一条支流，由于生活污水
直排、河道污泥等原因，长约6.7公里河段水质
恶化，既影响周边市民人居环境，又影响长江
水质。去年以来，万州区启动了龙宝河黑臭水
体综合整治项目。

同样在去年，万州区取缔了21艘非法餐饮
船，并全部拖离拆解，同时对合法餐饮船的垃
圾、废水、粪便进行规范化处理。同时关闭了18
座非法码头，并针对每个码头实际情况采取覆
土播种和树苗移植等多种方式进行生态复绿。

“密织‘三张网’，打好大气、水、土壤污染

防治‘三大战役’。”万州区环保局局长刘勇称，
万州区建好环境污染防护网、污水处理隔离
网、气体排放监管网，突出抓好河长制落实，尤
其强化长江水资源保护、水污染防治、水环境
改善、水生态修复，确保长江万州段水质不低
于上游来水水质。同时，统筹抓好大气污染联
防联控、土壤污染管控和修复，让城市乡村天
蓝地绿水清，还自然以宁静、和谐、美丽。

去年，万州区还开展城乡全域环境综合整
治。在城区，整修城市道路10.5万平方米，改
造道路交通节点12个，整治背街小巷21条，拆
除违法建筑62万平方米。在农村，改造农村厕
所6800户，新配置农村垃圾运输车23辆、垃圾
桶1.8万个，行政村生活垃圾有效治理率95%。

今年，万州区为进一步加大对长江的保
护，印发了《重庆市万州区畜禽养殖区域划分
方案（修订）》，调整了畜禽养殖禁养区、限养区
和适养区，将长江消落带纳入了禁养区。

在大气治理上，万州区实现全区无新建、
改建、扩建高污染和高能耗项目，“减”掉大气
污染物；遵循“减煤、减排、减烟”治理目标，

“治”出清新空气；完善城区大气污染防控机
制，“控”好大气污染源；积极开展扬尘污染专
项整治工作，“堵”住污染现蓝天。

今年以来，万州的空气质量进一步改善，
截至4月26日，万州空气质量优良天数达到
100天，同比增加11天。

强品质
25万株三角梅扮靓城区

4月以来，25万株三角梅在万州城区竞相
开放，映红了一江碧水半城繁华。这些三角梅
从市民的手机，走上了央视，变成了“网红”。

在万州，最近成“网红”的还有在三峡库区
消落带上扎根的中山杉。三峡工程建成后，水
位涨跌形成的消落带生态恢复与治理一直是
世界级的生态难题。中山杉抗逆性、耐旱性、
耐涝性特强，在水下长期浸泡后，仍能达到
85%的成活率，被誉为“淹不死的树坚强”。

从2002年开始，万州区进行栽植试验。
16年，万州区推广栽植中山杉试验示范林近
1500亩，绿化消落带岸线长度达到40公里，逐
步形成了消落带绿色生态长廊，既有效缓解了
消落带水土流失问题，又逐步形成了沿江水上
森林的壮美景观。

“从城市管理和生态修复上提升城市品质，
打造滨水宜居旅游城市。”万州区相关负责人介
绍，在城市建设管理上，突出抓好精确设计、精
致建设、精细管理，着力将美学理念融入城市设
计，把每一个项目都建成精品，让每一个建筑都
为万州城市整体形象加分，按照“安全、有序、整
洁、精致”要求管理城市。在生态修复上，突出
抓好长江防护林建设、消落带治理等重点工作，
推进植树造林、丰富树种色彩、多发展经果林、
经济林，切实做到增绿、增色、增效。

目前，万州森林覆盖率、长江两岸森林覆
盖率分别达到50.5%、65%，滨江大道基本形成
了10公里的滨江环湖花带。

万州生态立区，扮靓了山清水秀美丽之
地，正如一位美少女，引来各方客商投资发展
和境内外游客旅行。

据介绍，绿地控股集团拟投资240亿在万
州新建高铁新城，恒大也首进万州缔造百万方
大盘。万州机场在开通香港、澳门等航线后，
将于5月31日开通首条国际航线，东南亚游客
可以从泰国芭提雅直飞万州。

“畅游三峡，万州出发。”万州区旅游局局
长罗重生称，万州区正立足于山清水秀美丽之
地，打造高峡平湖、万州大瀑布、中华易温泉、
潭獐峡等“四水”旅游精品，推进旅游+文化、农
业、生态、城镇、美丽家园的全域旅游建设，并
加快建成辐射库区及周边的长江三峡旅游集
散中心和重要目的地。

化工区变身循环化改造示范试点园

生态立区 万州扮靓山清水秀美丽之地
本报首席记者 彭瑜 实习生 吴长飞

这几天，万州区的主要领导很
忙。重庆市旅游发展大会召开当天，
他们就前往渝中区考察都市旅游。
随后，又前往云阳、开州等地考察全
域旅游。

在万州人看来，全域旅游既要苦
练内功，还要加大区域协作，发挥万
州区渝东北中心城市的集散功能，实
现资源共享、整体营销、利益同质、互
联互通，主动融入大三峡黄金旅游大
格局。

今年初，万州首届三峡乡村旅游
文化节，渝鄂两地大三峡区域13个区
市州县齐聚万州抱团营销，5 天吸引
超过20万人次逛展。

4月15日，万州搭台，奉节、开州、
巫山、巫溪和城口五地在万州举办

“奉巫巫开城五城一家”全域旅游宣
传推介会及长江三峡一卡通推介活
动。

近年来，万州每年投入近1亿元
资金，先后培育开通了直飞宁波、南
宁、香港、澳门等多条航线。

建设大三峡旅游集散中心、构建
区域旅游协作发展模式。来万州、游
三峡，万州为三峡旅游揽客，携手库
区区县共同打好“三峡牌”。这既体
现了万州对自身旅游发展的清晰定
位，又让人们看到了三峡旅游中的万
州担当。

畅游三峡，万州出发。不只是旅
游，采访中，我看到了渝东北地区发
展的万州担当。我们有理由相信，随
着经济社会的进一步发展，万州在渝
东北片区发展中的示范引领作用将
更加显著。

渝东北地区发展的
万州担当

彭瑜

记者手记>>>

跻身一线房企
战略布局卓越20年

金科集团经过20年的发展，已跻身一线房
企行列，成为领先城市进程中最坚定的“美好生
活服务商”。2017年 6月，金科股份发布2017
年-2020年战略规划纲要：紧密围绕“改革创新、
合作共赢”的总体思路，重点推进“一快二低三
高”经营发展新模式，将金科打造成为卓越的企
业集团。

蒋思海在开工典礼上表示：“20年前的5月，
金科在重庆创立，12年前，金科走出重庆开始布
局全国，从重庆到全国23省市的60余城，从1个
项目到150多个项目，业务已遍布京津冀、长三
角、珠三角经济圈和长江经济带等重要区域。”

在金科看来，2018年正值金科成立20周年，
金科集团总部大楼选择在成立20周年期修建，
具有承上启下的重大历史意义，对于胸怀“将金
科打造成为卓越的企业集团”奋斗目标，金科过
去20年所取得的成绩，只是万里长征迈出的第
一步。

金科近两年发展势头正盛，各项业绩指标实
现大幅增长。据2017年报显示，全年实现销售
金额同比增长约93%，签约销售面积同比增长约
69%，各类金融机构授信金额达1560亿元，期末
货币资金余额186亿元。

在高速发展的同时，金科积极履行社会责
任，累计捐款超4亿元，其中2017全年向国家贡
献税收约50亿元，投入7700多万元用于精准扶
贫、捐赠助学等社会公益事业，累计拉动社会就
业人数20多万人。

“金科中心”奠基
“再出发”基点定位重庆

金科股份高级副总裁、重庆区域公司董事
长、总经理喻林强介绍，金科集团总部大楼建筑
面积5.4万平方米，建筑高度达150米，将秉承

“绿色、健康、以人为本”的设计理念，按照中国绿

色建筑最高星级三星级进行建设，并与国际接
轨，引入了LEED和WELL评估体系，营造出安
全舒适、健康智能的办公体验。

他还表示，将同期开工建设100米高、建筑
面积5万平米的豪华五星级新金科大酒店，还将
引入红星美凯龙旗下的欧丽洛雅环球家居博览
中心。

金科为何要将总部大楼选择落子重庆，并将
总部大楼命名为“金科中心”，其背后是金科对重
庆发展的长期看好，以及对深耕重庆的信心和决
心。喻林强在现场表示，“金科发源于重庆，也根
植于重庆，金科新总部大楼的建设，将进一步夯
实集团深耕重庆的战略决心。集团总部迁入之
时，必将进一步巩固金科立足重庆，放眼全国的
构想，为三圈一带战略的推进贡献更强大的源动
力”。

深耕重庆
致力推动重庆城市化进程

金科重庆区域在其全国布局里举足轻重，作
为大本营，其地位犹如“定海神针”。金科20年，

见证重庆20年房地产开发历程，始终与重庆共

成长。20年来，金科成为重庆有规模、有质量的

地产开发样本。以2017年为例：

有规模——有金科天元道成交金额36.86

亿，成为重庆单盘销售第一名，在重庆的12个

项目进入“10亿俱乐部”，璧山、江津、涪陵、开

州、云阳、荣昌等地，金科均是当地区域的销售

冠军；

有质量——“金科九曲河”成为金科“琼华”

系产品代表作，也成为年重庆楼市20余年发展

历程的扛鼎之作。

金科善于把握重庆发展脉络，一直和重庆

发展频率共振，例如“重庆向北”里，金科是领跑

者——金科花园所在的五红路，数年后，这里成

为重庆向北第一站；

金科中华坊、金科天籁城所在的人和大片

区；金科世界城、金科中央御院、金科中央华府所

在的茶园片区；金科廊桥水乡所在的大学城片

区；金科天宸所在的西永片区；金科天元道所在

的大竹林片区；金科九曲河所在的九曲河片区；

金科时代中心所在照母山片区；金科城、金科博

翠山、金科集美嘉悦、金科金辉美院所在的蔡家

片区；金科礼悦江山所在的礼嘉片区、金科御临

河所在的龙兴片区……据悉，2018年，金科在重

庆将有21个新项目面市。毫不夸张地说金科20

年，见证重庆20年房地产开发历程，始终与重庆

共成长， 20年来，金科对重庆城市化进程的推

动，可谓功不可没。

方媛 图片由金科集团提供

准千亿房企金科继
续深耕重庆，最新的消
息是，金科的总部大楼
已落子重庆照母山。

5 月 18 日上午，金
科集团总部大楼项目开
工典礼隆重举行，金科
控股董事局主席黄红
云、金科股份董事长兼
总裁蒋思海、金科联席
总裁方明富及金科集
团、各区域公司代表出
席。黄红云亲自为瑞狮
点睛，并与参会来宾一
起向项目祭奠石培土，
为未来金科总部铲下

“第一铲”，预计 2～3 年
后，金科集团总部大楼
将完工。

开工典礼上，金科
股份董事长、总裁蒋思
海称，“金科作为生长于
重庆、发展于重庆的地
产领先品牌，金科将再
次出发的基点定位在重
庆，选择在重庆最火热
的区位设立总部大楼，
表明金科将继续深耕重
庆的决心，继续坚持跨
越式大发展战略，紧密
围绕‘三圈一带’、‘八大
城市群’进行战略布局，
为美好生活做更好。”

金科集团总部大楼
动土修建，标志着金科
将以“美好你的生活”为
使命，全面进入向人民
提供美好生活的新阶
段，积极满足大家对于
成长更好、健康更好、便
利更好、居家更好、邻里
更好的生活向往。

链接》》

潜心经营
跻身一线房企

20年来，金科始终遵循“快人一步、做好细
节”的务实作风，凭借过硬的产品品质和稳中向
好的企业发展战略，得到业界和市场广泛认
可。回望二十载发展历程，金科如今的成绩得
益于持续地潜心经营。

1998年：金科成立
2007年：全国化战略开启
2011年：A股上市，产业升级
2016年：美好你的生活
2017年：跨越式大发展
2018年：总部大楼开工，“再出发”基点定位

重庆……
近年来，金科积极开拓住宅业务的同时，正

加速多元产业延展步伐。企业沿着房地产开发
主业向上下游延伸，通过对新业务进行孵化，已
形成相关产业协同发展的产业结构。目前已完
成在生活服务、科技园区、酒店（公寓）、商业、园
林市政和精装修等领域的布局，与地产主业形
成协同效应，有效延伸地产业务价值链。金科集团总部大楼奠基典礼

金科集团总部大楼效果图

“再出发”基点定位重庆 开启美好新征程
金科集团总部大楼开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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