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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进位于万盛经开区的重庆万
盛浮法玻璃有限公司，玻璃生产线投
产时所产生的烟气最高温度达
530℃，这些废气若直接排放会造成
热污染。但该企业通过建设玻璃熔
窑烟气余热发电项目，回收高温烟气
用于发电，不仅能有效保护环境，每
年还能减排二氧化碳4.6万吨，节约
1.77万吨标准煤。

无独有偶，在相隔不远的重庆市
南桐特种水泥有限责任公司，该企业
通过配套建设一座10兆瓦的余热发
电系统，将水泥熟料煅烧过程中排放
的废气余热进行回收发电，每年发电
5000多万千瓦时，节约1.87万吨标准
煤，减排4.8万吨二氧化碳。

通过余热回收发电，让上述两家
企业均成为西部首批通过低碳产品
认证的企业，其产品被冠以“低碳产
品”称誉。在此过程中，由重庆市质
量和标准化研究院（以下称市质标
院）提供的质量标准化服务成为“幕
后功臣”。

实现渝企低碳产品“零突破”

在万盛浮法玻璃生产厂房，每天
上岗时，上料工徐维和工友们都会熟
练地操作仪器，把硅砂、长石、白云
石、石灰石、纯碱等研磨制粉后，送入
玻璃熔窑中，这些用于制作玻璃的原
材料将被高温熔化成液体，通过成型
装置制成平板玻璃。

接下来，全自动机械装置会对这
些平板玻璃进行切割、定型、装箱，制
成为成品后，再运送到下游企业进行
深加工，最终成为路虎、奥迪、长安等
知名汽车品牌的车用玻璃。

浮法玻璃负责人表示，虽然玻璃
在生产时会产生废气、废渣等污染

物，但通过环保节能零排放、回收余
热发电等方式，不仅可减少能源消耗
和废气排放，提升企业产品品牌价值、
增加经济效益，还为重庆实施绿色低
碳产品认证试点提供了参考经验。

“低碳产品，是碳排放值符合该
类产品国家标准或技术规范中有关
低碳评价指标要求的产品。低碳产
品认证，则是由相关认证机构证明产
品碳排放量值符合相关低碳产品评
价标准或技术规范要求的评定活动。”
市质标院副院长陈雄介绍，由独立第
三方机构对相关产品、服务及其过程
的碳排放量进行检测、核查、审定和认
证等技术评定活动，可以督促企业有
效控制温室气体排放、引导低碳生产
方式，是目前国际上的通行做法。

作为原市质监局进行低碳产品
认证的牵头单位，市质标院表示，目
前国内低碳产品认证的试点工作已
在重庆、广东、湖北等部分省市展
开。其中，市质标院结合所承担的联
合国开发计划署项目《低碳产品认证
试点》，将项目成果直接应用于全市
低碳产品认证试点，并以此制定并实
施了低碳产品认证实施方案，在全市
部分传统制造型企业开展认证试点。

此前，在由原重庆市质监局、重
庆市发改委和中国质量认证中心成
都分中心等组织的重庆市低碳产品
认证中，万盛浮法玻璃、南桐特种水
泥等6家本地传统产业企业均获得中
国质量认证中心颁发的低碳产品认

证证书，实现了本地传统产业企业低
碳产品“零突破”。

向企业提供节能减排“金点子”

“经过市质标院的前期指导和后
期认证，对企业实现低碳转型帮助很
大。”南桐特种水泥公司负责人表示，
市质标院为该企业实施节能减排、发
展低碳经济提供了大量“金点子”。

水泥行业是基础原材料产业之
一，也是二氧化碳排放大户。据统
计，每生产一吨水泥熟料约排放940
千克二氧化碳，目前水泥行业生产排
放的二氧化碳约占全国工业生产二
氧化碳排放总量近两成，水泥工业正
面临巨大的二氧化碳减排压力。

为此，市质标院资源与环境标准

化研究中心为南桐特种水泥公司开出
的“药方”是：以实施节能减排、低碳清
洁生产为准则，坚持资源综合利用、发
展循环经济为根本，致力于减少不可
再生资源的用量，减少生态环境污染。

随后南桐特种水泥公司在生产
中，从三个方面实施了一系列节能减
排措施：利用窑头、窑尾废气余热发
电和烘干物料，减少燃煤消耗；采用
先进节能设备，减少能源消耗；优化
生产工艺，减少燃煤用量。

南桐特种水泥公司负责人称，目
前企业不仅利用在熟料煅烧过程中
窑头、窑尾排放的废气余热进行回收
发电，还将部分废气余热作为生料和
燃煤粉磨过程中的热源，提高了废气
余热的综合利用率。该公司还通过

与丹麦能源公司合作，采用合同能源
管理方式升级改造公司能效较低的
设备。通过开展大量节能降耗措施，
南桐特种水泥目前每年燃煤煤耗及
二氧化碳排放量均大幅减少。

当企业产品顺利获得低碳认证
后，随即而来的是品牌价值提升和经
济效益增加。

目前，万盛浮法玻璃公司、南桐
特种水泥公司在生产平板玻璃和水
泥产品时，每年均可减排约10万吨
二氧化碳，减少能源支出成本2400
万元，在推动企业技术进步和生产方
式转变，减少能源消耗和温室气体排
放的同时，为我市开展绿色产品认证
试点提供了案例经验。

每年为全市企业节省6亿元成本

让传统生产企业对于低碳产品
认证的认知完成从“要我认证”到“我
要认证”的转变，市质标院很是下了
一番功夫。

2010年7月，重庆被国家发改委
批准列为低碳试点城市之一，不过那
时“低碳”二字对多数人还比较陌生，
当时的市质监局在低碳经济标准化
研究方面也是空白。为此，市质标院
资源与环境标准化研究中心承担了
低碳产品标准化项目研究。

该研究中心主任廖洪波表示，在
完成《低碳产品认证试点》等项目时，研
究团队往往需要前往企业生产一线，实
地研究制定企业低碳产品评价标准。起

初，市内很多企业都认为该标准会成为
限制发展的“紧箍咒”，对调研并不配合。

不过廖洪波和同事们并不气馁，
他们频繁走访企业现场，用事实一次
次证明低碳认证的必要性。

有一次，研究中心成员王郡在对
市内某建材公司进行碳排放检查时，
发现该企业当月电力消耗量明显高
于其他月份。她通过对企业电力发
票凭证、电力抄表度数等数据源进行
抽丝剥茧般地追溯，最终确定是因企
业失误导致错计，从而确保企业碳排
放量真实可靠，为企业减损约10万
元，得到企业上下一致认可。

目前，在市发改委等部门指导下，
市质标院相继制定了《工业企业和园
区循环经济标准体系编制通则》《企
业碳排放核查工作规范》《重庆市企
业碳排放核算和报告指南》等国家标
准、地方标准规范性文件，开发出企业
碳排放电子报告系统，并在全市200
多家碳排放配额管理企业进行应用，支
撑了重庆碳排放权交易市场建立。

从2014年以来，市质标院先后
对全市150多家企业进行碳排放复
查服务，免费为企业提供节能低碳咨
询、节能标准指导等服务，促进全市
工业企业每年减排总计约1000万吨
二氧化碳，节约6亿元生产成本。在
保证企业碳排放量化质量的同时，还
促进了企业节能环保的技术提升和
供给侧结构调整，为更多“重庆造”
产品名副其实地贴上了“低碳节能”
标签。 （夏元）

每年为企业节省6亿元成本
质量标准化服务助企业走上低碳节能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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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 杨永芹）ETC车道改
成彩色路面，且增加了“一进一出”车道，收
费亭翻新……10月28日，重庆日报记者从
重庆高速集团获悉，今年3月启动的高速公
路品质提升行动，目前初显成效。

高速公路是城市的窗口。今年3月，重
庆高速集团对我市高速公路部分收费站、服
务区，绕城、隧道照明系统、绿化景观等实施

“整容”手术，全面提升高速公路服务品质。
以ETC车道为例，之前由于标识不清

楚，导致部分非ETC车辆误入ETC车道，或
ETC车辆误入人工收费车道现象发生。此
次重庆高速集团对主城主线收费站ETC路
面进行改造，并更换了车道部分标志标识，

增加了LED电子限高架。
重庆日报记者走访看到，G50江北、

G93沙坪坝、G65巴南、G75巴南等收费站，
在进入收费站约100米处，ETC车道路面已
设置成非常醒目的海蓝色，且路面上写着

“ETC”等字。
与此同时，为方便ETC车辆进出收费

站，目前主城主线收费站ETC车道由“二进
二出”增加到“三进三出”。G75北碚、G85
九龙坡等收费亭已经完成了翻新。

今年，高速集团重点对沪渝高速、沿江
高速、渝湘高速、渝黔高速、成渝高速、渝蓉
高速、渝遂高速、渝合高速、渝邻高速等9条
射线、共计104.9公里高速公路，实施园林绿
化景观提升及路容路貌品质提升工作。目
前已累计种植各类植物116万株。

同时，重庆高速集团还对渝合高速北碚
隧道、成渝高速中梁山隧道、渝涪铁山坪隧
道等3座隧道，全面完成照明工程改造，年
内还将完成12座隧道照明系统改造，实现
今年完成15座绕城及以内射线高速公路隧
道照明系统提升改造计划。

重庆高速公路“整容”了
●主城主线收费站ETC车道改成彩色路面，并增加“一进一出”车道
●收费亭翻新，绿化景观提升，15座隧道照明系统改造年内完成

本报讯 （记者 杨永芹）10月28日，
来自重庆高速集团消息称，川渝两地将取
消高速路省界收费站，改设为虚拟收费
站。目前，重庆高速集团正在九永高速和
绕城高速进行内部模拟测试。

据介绍，取消高速公路省界收费站，由
交通运输部统一安排实施，川渝地区先试
先行。

取消高速公路省界收费站就要打破原来

以省为单位的收费体制。这看似简单，实际
上涉及到技术攻关、设施建设、运营管理机制
和制度的修订和重构，实施起来非常复杂。

据介绍，目前，川渝高速通道出口达到

10个：渝泸（泸州）、成渝、渝蓉、渝遂（遂
宁）、渝武（武胜）、渝邻（邻水）、垫（垫江）忠
（忠县）、梁（梁平）忠（忠县）、开（开州）开（开
江）、渝广（广安）。

“省界收费站将设置虚拟收费站，以自动
识别进站车辆信息和通行路径，实现出站口
收费站统一收费。”重庆高速集团相关人士称。

省界收费站取消后，通行川渝地区高速
公路的车辆，将统一使用ETC国标卡缴纳
高速公路通行费，持渝籍卡的车辆则无法通
行ETC通道。具体何时取消川渝高速公路
收费站，将由交通运输部决定，最快有望年
内实现。

川渝两地高速路将在省界设虚拟收费站
可自动识别车辆信息和通行路径，实现出站口统一收费

G50江北收费站，改造后的ETC车道。 （重庆高速集团供图）

本报讯 （记者 李星婷）作为2018重庆（国
际）影像文化节的系列活动之一，由四川美术学
院、市摄协、市美协主办的“时间之镜”首届重庆实
验影像双年展将于11月13日在四川美术学院美
术馆举行。

2018 年重庆（国际）影像文化节由重庆日
报、渝中区共同举办，旨在展现重庆改革开放
40年来取得的成绩，其系列活动将持续至今年
年底。此次展览将以摄影、影像与影像装置为
载体，以影像案例的方式一窥当代中国的时间
之旅。

“‘时间之镜’意即希望用艺术的方式展现事
物与历史的对话，以及充满矛盾与相互博弈的状
态。”策展人介绍，展览共包括“老厂拾零”“生死之
间”“投影自然”“个人叙事”“教学1+2”“翻阅互
动”“日常生活”“神鬼超验”“播放空间”“影像反
思”10个单元，以个体案例的叙述方式展现当代影
像艺术的探索成果。

重庆日报记者了解到，此次展览的内容和
形式都非常丰富。如“老厂拾零”是不少艺术
家对重庆这个老工业城市的反映，除了黑白纪
实影像外，还有艺术家用创新方式对工业现场
的记录和重塑；“神鬼超验”用超炫的 3D技术
还原大足石刻；“生死之间”“个人叙事”“投影
自然”等单元则与日常生活或艺术家个人经历
相关，用艺术家的视角去观察这个时代或国际
社会；“播放空间”则会一直滚动播放多部艺术
家拍摄的独立电影……

据悉，本次展览时间为11月 13日至 11月
25日，11月13日下午还将举行相关研讨会。参
展艺术家有曹钟伟、董钧、戴小兵等46位知名
艺术家，主办
方 还 特 别 邀
请到贾方舟、
孙振华、俞可
等 13 位批评
家参与活动。

首届重庆实验影像双年展
下月开展

南滨路上将有公办名校了！
近日，来自南岸区教育委员会消

息显示，珊瑚实验小学将被正式引进
南滨路延长段，落地“铂悦·澜庭”项
目旁A8-4/03教育用地，其性质为公
办义务教育学校。

珊瑚实验小学教育资源的即将
落户，将填补南滨路无公办名学资源
的空白，这对于周边居民来说，无疑
是一个重磅好消息。

全优配套
南滨路成城市发展聚焦点

2003年，市政府将南滨路的规划
与建设纳入城市品牌的精细化发展
框架，并提出以“解放碑-江北嘴-弹
子石”及南滨路沿线的框架性发展定
位。

经过15年的开发与招商引资，
“黄金三角”CBD逐渐形成规模和聚
集效应，成为了重庆市重点打造的集
经济、金融、休闲、旅游等为一体的城
市核心聚集区。而南滨路也成为了

重庆最靓丽的一张名片、城市会客
厅。与此同时，南滨路作为重庆最早
发展成熟的滨江经济带，也一直在不
断地发展和革新。

去年4月，（中国）重庆自由贸易
试验区（以下简称“自贸区”）在新南
滨挂牌，其中南岸板块位于新南滨段
的弹子石CBD总部经济区。

时隔自贸区设立一周年，今年4
月，南岸网发布消息称，落户南岸自
贸板块企业共 153 户，注册资本金
33.7亿元,今年一季度新增注册资本
金1.74亿元。今年7月，市政府网消
息披露，京东云重庆总部“一基地三
中心”的自贸区注册地址敲定，并且
全市首家京东线下实体商城落户南
滨路。

同时，近几年，重庆的山水魅力越
来越受外地游客的青睐。根据相关平
台发布的《2018国庆国内旅游大数据
报告》显示，刚刚过去的“十一”黄金周
国内出游力排行榜，重庆排在全国第
四名。长江索道、南滨路夜景等独具
山城风貌的景色，令外地游客赞叹。

一边是庞大产业聚集，一边是城
市“名片”定位，新南滨的各种配套进
展自然神速。

区域内的商业配套也如火如荼，
华润万象汇已经开业，里面有近5000
平方米的超市和大型电影院，以及餐
饮、购物等一站式配套。还有弹子石
老街、蓝光coco红街，以及此前已经
开业的泽科·弹子石中心和长嘉汇购
物公园等。8月17日，西部地区面积
最大、功能最全、设备最先进的重庆

国际马戏城也正式对外运营。
另外，在医疗方面，周边还配套了

两个“三甲”医院重庆武警医院以及即
将搬迁到洋人街的重庆第五人民医院。

名校落子
南滨路教育配套提档升级

南滨路的发展如火如荼，但一直
以来沿线却没有一所知名的公办学
校资源，这不得不说是一个遗憾。直
到上月，南岸教委宣布将在这里引公

办名校——珊瑚实验小学，才弥补了
这一缺憾。

珊瑚实验小学创办于1986年，
是国家教育部命名的全国现代技术
教育实验学校、重庆市首批示范学
校。

铂悦·澜庭项目旁的A8-4/03
教育用地，将引入珊瑚实验小学资源
办学，办学性质为公办义务教育学
校。该教育用地建成并投入使用后，
将铂悦·澜庭纳入该校招生范围。

南滨路上一次引入名校还是在
十几年前，而且属民办教育性质。知
名公立学校的引入在整个南滨路尚
属首次。因此，这就意味着，铂悦·澜
庭从“滨江房”的基础上，又新多了一
个教育资源的标签，变成了滨江学区
房。

人文+品质+艺术+学院
成就南滨路明星大盘

此次珊瑚实验小学落户，对有着
“亲江大盘”称号的铂悦·澜庭来说，

可谓锦上添花。
据了解，铂悦·澜庭自去年首次

面市以来，一直属于市场上的“明
星”。整个项目分3期开发，并根据
重庆的山水地形地貌特色，进行错
落布局。一期已经售罄。二期的亲
江学府大宅【璞园】即将新品面世，
主力套内面积约90-131平方米房
源。

据了解，二期【璞园】组团邀请到
法国ALSA景观公司创始人皮埃尔·
阿兰亲自操刀设计，将山地、江景等
自然资源元素引入社区景观，为的是
打造依山而筑、傍水而居的人文学院
风居住生活氛围。结合百年南滨历
史人文根基及项目独有的江山资源，
打造集人文、品质、艺术、学院风于一
体的定制级学府亲江臻品，以优厚地
段、城市价值之上，铂悦·澜庭亲奢级
著作【璞园】新品全城展映，以更好的
南滨、更好的江山、更好的品质、更恢
弘的公园、更优质的教育，为重庆江
山升级全新。

（张婷婷）

南滨路将添重磅教育资源 公办名校珊瑚实验小学即将登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