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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 龙丹梅）重庆日
报记者1月27日从市水利局了解到，
总投资约为156.5亿元的渝西水资源配
置工程正加紧推进。今年内，一批重要
节点工程将陆续开工。

渝西片区地处重庆市长江以北，
嘉陵江、渠江以西，幅员面积约占全

市的1/8，人口、产值约占全市的1/3，
是全市未来工业化、城镇化的主要战
略高地，新增产业和人口的重要聚集
区域。但一直以来却饱受缺水困扰，
该区域水资源总量仅为55亿立方米，
人均水资源量仅为581立方米，远低
于全市1882立方米和全国2187立方
米的人均水平。近年来，水资源短缺
已经成为制约渝西片区快速发展的
瓶颈。为解决这一瓶颈，去年我市规
划实施了渝西水资源配置工程，其原
理为从长江、嘉陵江提水，通过泵站、
调蓄型水库及输水管道，将长江、嘉
陵江水输送到渝西片区。由于工程
浩大、受益人口多、且集经济、社会、

民生功能于一体，市委市政府高度重
视，将其列为渝西片区经济社会发展
重大水利保障工程。2018 年 10月，
渝西水资源配置工程试验段（油德）
隧洞工程开工，这也标志着渝西水资
源工程正式拉开建设大幕。

市水利局调水管理处相关负责人
介绍，渝西水资源配置工程将采用“南
片大集中、北片小组团”的总体布置格
局。其中，南片包括江津、九龙坡、沙坪
坝、璧山、永川、大足、荣昌7个区和铜
梁大庙，在这个片区，将采用相对集中
提水方案，在江津油溪镇新建长江金刚
沱泵站提水至圣中水库调蓄后，分东、
中、西三条干线，分别向江津、九龙坡等

7个区和铜梁大庙送水。北片包括潼
南、合川和铜梁城区及周边场镇，将通
过“小组团”的方式供水，即新建桂林、
双江泵站向潼南供水；新建渭沱、东城
泵站，并续建小沔泵站向合川供水；续
建安居泵站、新建安居（新）泵站向铜梁
城区及周边场镇供水。为实现这一目
标，该工程将新建20座泵站、3座调蓄
中型水库及444.6公里输水管（隧）。

随着渝西水资源配置工程的实施，
渝西片区将整合已有水库、水源泵站，
实行统一调度管理，将通过站库连通，
发挥丰枯互补、应急备用的作用，统筹
分配生活、生产、农灌和生态用水量，合
理分配水资源。

从长江嘉陵江调水为渝西“解渴”
渝西水资源配置工程今年开工一批节点工程

本报讯 （记者 张亦筑）重庆将
建科学数据中心，推动科学数据资源共
享，实现科学数据有效利用。市政府办
公厅日前下发通知，要求进一步推进科
技资源向社会开放共享，提高资源利用
效率，促进创新创业，为重庆发展智能制
造、打造智慧城市提供强有力的支撑。

去年，国务院发布《科学数据管理
办法》，强调科学数据对于国家科技创
新、经济社会发展和国家安全的重要作
用。

“科学数据汇交和共享机制建设是
科学数据管理的关键。”市科技局相关
负责人表示，今后，我市将实行市科学

数据中心、行业主管部门科学数据分中
心、有关单位科学数据库等多级管理，
按照统一的数据规范和管理标准，推进
我市各行业科学数据资源共享。

“我们将建设科学数据中心平台门
户系统，用于科学数据信息发布和网络
管理。”市科技局相关负责人称，我市还

将引导和鼓励有条件的专业机构，按照
相关规范合理利用和整理挖掘科学数
据，开发有价值的科学数据产品，向社
会提供服务，促进数字经济发展。

此外，该负责人表示，数据安全是
科学数据管理和应用的基本保障。各
科学数据中心、分中心和数据库要建立
科学数据安全保密审查、保障、应急制
度，涉及国家秘密、国家安全、社会公共
利益、商业秘密和个人隐私的科学数
据，不得对外开放共享。确需对外开放
的，要对利用目的、用户资质、保密条件
等进行审查，并严格控制知悉范围。

推动科技资源向社会开放共享

重 庆 将 建 科 学 数 据 中 心

本报讯 （记者 杨艺）1
月27日，市商务委发布数据显
示，2018年我市对外投资合作
稳步发展，共82家企业在全球
37个国家和地区开展对外投
资合作业务，累计对外直接投
资11.1亿美元，对外承包工程
新签合同额32.4亿美元，外派

劳务年末在外6387人。
值得一提的是，“一带一路”正成为渝企走出去的重要

目的地。2018年渝企对“一带一路”沿线14个国家新增投
资6376万美元；在“一带一路”沿线10个国家新签对外承包
工程合同额 27.6 亿美元，占同期总额 84.9%，同比增长
204.8%；在“一带一路”沿线19个国家完成营业额6.8亿美
元，占同期总额66%。

2018年，我市对外投资结构更加优化，大部分投资流向互
联网和相关服务业，汽车制造业，铁路、船舶、航空航天和其他
运输设备制造业，以及房地产业、体育和娱乐业等。

2018年，更多的重庆企业开始走出去，全年新批备案的境
外绿地投资及并购企业较去年同期增加 14 家，增幅达
33.3%。同时企业投资行业更多样化，转型升级持续显现，在
电子商务、互联网+工业、智能物联、旅游业、建筑装饰、动画制
作、融资租赁、生活日化、宠物产业等领域均有新的突破。

从对外承包工程看，新签大项目多。2018年全市对外承包
工程新签合同额在5000万美元以上的项目达12个，合计30.4
亿美元，占新签合同总额的93.9%，发挥了明显的带动作用。

2018 年重庆累计对外
直接投资 11.1 亿美元
“一带一路”成为渝企走出去的重要目的地

本报讯 （记者 郭晓静）重庆日报记者1月27日从东银
集团获悉，东银集团债权人委员会于2019年1月25日召开第
七次会议，参会的债权人代表对东银集团债务重组方案及重组
协议进行审议并投票表决，表决结果达到了债委会议事规则所
要求的债务重组方案通过比例。这标志着东银集团债务重组
进入实施阶段。

“在复杂的国际环境和国内经济下行压力加大背景下，东银
集团出现了一些债务问题，期间，重庆市政府和江苏省盐城市政
府主动出面给企业解难纾困送温暖，多次牵头召开了债务协调
会，帮助东银集团渡过了难关。”东银集团的相关负责人说。

2017年底，东银集团出现债务违约之后，市政府牵头各监
管部门召开了债务协调会，要求各债权人遵守“不抽贷、不压
贷、不断贷”，为企业赢得充分的空间和时间化解债务危机。

2018年5月，东银集团与中国华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
司重庆市分公司签订了《企业重组顾问服务协议》，债务重组开
始加速。

2019年 1月，在重庆市及江苏省盐城市政府多部门的
指导与大力支持下，东银集团的债务重组方案获债委会审
核通过。

多方协力推动
东银集团债务重组方案获批

本报讯 （记者 龙丹梅）1月25日，位于大都会西楼的
1089艺术美丽中心商业部分正式营业。这也标志着集合了购
物、金融、娱乐、餐饮等业态的解放碑商圈新添“美丽健康产
业”。

健康医疗服务业是渝中区重点发展的六大产业之一。而
1089艺术美丽中心项目是该区重大招商引资项目之一，总投
资5.5亿元，建筑面积约1.4万平方米，由渝中区商业发展有限
公司和韩国RB集团共同打造。该中心是一家以整形美容、口
腔及抗衰老医疗为主，并集现代餐饮、美丽、时尚等消费品为一
体的医疗商业综合体。和解放碑商圈其他业态相比，“美丽产
业”将成为该中心的主题。据了解，该中心将引入重庆首家中
外合资口腔医院以及全国首家中韩合资医疗美容医院，并引进
先进的医疗设备和持有国际行医证的国际专家医生，为重庆市
民提供整形美容、牙科以及抗衰老医疗健康服务。

渝中区相关负责人表示，1089艺术美丽中心的引进，将成
为解放碑CBD升级改造的典范，从而推动渝中区现代服务业
转型升级。

解放碑商圈
新添美丽健康产业

硅钢作为输变电行业重要的原材
料，已实现“重庆造”，并畅销国内外。

硅钢是一种碳含量极低的硅铁合
金。因其生产工艺复杂、技术含量高、
难度大，被称为“钢铁产品中的工艺
品”，尤其是取向硅钢，更被誉为现代钢
铁业“皇冠上的明珠”。

位于长寿经开区的民营企业——
重庆望变电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望变电气”），通过企业技术攻
关，实现硅钢“重庆造”，产品畅销国内
11个省市，还出口到土耳其、加拿大、

印度等7个欧美亚国家。
“取向硅钢是生产变压器的核心

材料之一。但此前，由于缺乏稳定供
货渠道，企业在生产经营上一直受制
于人。”望变电气董事长杨泽民说，由
于硅钢产品供不应求，以前望变电气
往往要远赴外地钢企对硅钢进行采
购。

而这样的“四处求人”，不仅定价权
由对方掌控，而且物流成本高，还不一
定能买到货，严重影响了望变电气的生
产经营。

与其被他人卡脖子，不如自己技术
攻关搞研发。望变电气决定“换个活
法”。

说干就干。2015年下半年，望变
电气组建了技术专家团队，筹备高磁
感铁芯材料生产项目，并在2016年9
月开工建设第一期年产5万吨的生产
线，次年10月顺利投产，其硅钢产品
被中国金属学会评审认为：性能国内
领先，填补了西南地区磁性材料生产
空白。

截至2018年底，望变电气累计生

产硅钢3万余吨，新增产值近4亿元，不
仅变压器产品扩大了20%产销量，而且
硅钢产品还畅销国内外。

尝到硅钢产品技术攻关的“甜
头”后，望变电气趁势而上。2018年
7月，该公司院士工作站成立，聘请中
科院院士汪卫华及其团队为驻院专
家，持续加大研发投入，并随即上马
年产1万台立体卷铁芯项目，对企业
长期沿用的叠铁芯变压器生产进行
技改。

杨泽民表示，立体卷铁芯作为变压
器行业的高科技节能产品，具有节能、
环保、低噪音、体型小等特点，可节省
15%原材料、降低20%能耗。

如今，这项技改让望变电气在全国
1400多家同行企业中，跻身行业“第一
阵营”，其变压器产品更加具备市场竞
争力。

“重庆造”硅钢畅销国内外的背后——

望变电气依靠技改赢得市场
本报记者 夏元

推 动 民 营 经 济 高 质 量 新 发 展

泥泞的道路上，农行重庆市分行的驻村
扶贫干部徐治国、杨磊与政府扶贫工作队一
道，前往奉节县平安乡最偏远的天台村4社
看望慰问困难群众，“再过几天又要降温了，
到时候高山地区肯定有降雪，天寒地冻的，取
暖用电可真是个大问题，这次一定要解决。”
他们联系到了平安乡供电所派工作车队进
村，现场增设供电设备，解决农户用电难题，
确保天台村4 社近30 户冬季取暖供电，让村
民们温暖过冬。

“分则力散，专则力全”。在精准脱贫攻坚
战中，农行重庆市分行举全行之力、聚全行之
智，统筹组建扶贫团队，优选36名定点扶贫干
部赶赴分布在全市的18个深度贫困乡（镇）及
辖属贫困村驻点帮扶，他们充分发扬行党委关
于扶贫履职的“四员”精神，勇打致贫“歼灭
战”，力啃增收“硬骨头”，坚持吃在村、住在村、
干在村，帮助和带领贫困农户找到增收脱贫的
好路子，把农行重庆市分行的金融扶贫力量带
到了决胜脱贫攻坚战的最前沿。

做身先士卒的“冲锋员”

驻村扶贫干部绝不能“走读”作秀式扶
贫，而是要做最了解村情民情，精准识贫，摸
清穷因的村民贴心人。在18个深度贫困乡
（镇），他们走村入户，摸清镇情、村情、民情，
战斗在扶贫第一线，帮助贫困农户解决实际
困难。像徐治国，杨磊一样的驻村干部还有
很多，如定点扶贫干部谢波带领农行金融扶
贫团队进驻武隆区后坪乡，用短短几天时间
就实现了“开门红”，完成了高坪村52户建档
贫困户的走访摸底调查，以最快的速度完成
了“武隆支行+深度贫困乡（镇）+建档立卡贫
困户”农户小额贷款的项目审批，开辟了一条

“绿色通道”，并快速为李德龙等5户建档立
卡贫困户发放农户小额贷款18万元。

做脱贫致富的“领路员”

产业发展，授人以渔是扶贫致富的关键所
在。黔江金溪镇定点扶贫干部李显军带领扶

贫团队，针对当地蚕桑大户多是外出打工者回
乡创业的具体情况，在多次调研的基础上，积
极向市、区两级分行汇报，多方协调，协助黔江
分行创新出台了《中国农业银行重庆黔江分行
惠农e商（蚕桑信用户）整体服务方案》，涉及
25户、3000亩栽桑，贷款350万元。奉节平安
乡贫困户胡后然对农行定点扶贫干部“雪中送
炭”赞不绝口：“为购买猪崽，原来向亲朋好友
借钱，即使付‘一分’的利息，别个怕我还不起，
借不到钱。这回农行一下就借我了5 万元！
买猪崽，买牛的钱都有了，只要个人辛苦点，把
猪、牛养好，明年就能挣钱了。”农行驻村扶贫
干部与政府扶贫团队、乡（镇）干部一道，逐村
落实产业，拟定产业发展信贷支持方案，用心、
用力、用情实施金融扶贫，助推脱贫攻坚工作，
在18个深度贫困乡（镇）发放扶贫小额贷款
6222万元，帮助贫困户增收致富。

做方针政策的“宣传员”

党的扶贫政策这么好，农行的扶贫产品

这么多，需要驻村干部当好“小喇叭”，把好的
脱贫方针政策用群众们熟悉的话语讲出来。
农行的驻村干部积极开展金融扶贫政策、农
行金融扶贫“十大模式”及农村产业信贷支持
政策的宣传，介绍农行“金穗惠农通惠农e
通”平台，将扶贫与扶志、扶智相结合，增强贫
困户的内生动力。如万州龙驹镇定点扶贫干
部张奎充分发挥宣传特长、做实立体调研，积
极宣传党的扶贫方针政策，将扶贫工作中发
生的好典型、好故事成书铭刻为这个时代的
光辉历史。目前，张奎已有十余篇通讯和报
告文学发表在各级报刊杂志和网站，并引起
强烈社会反响。

做协调各方的“联络员”

定点扶贫干部要充分运用农行的系统优
势、客户优势，帮助当地企业和贫困户招商引
资、打开销路，同时深度融入当地扶贫团队，
当好联络员。丰都县三建乡扶贫干部黄仕伟
积极联系丰都麻辣兄弟食品有限公司采取

“银行+公司+农户”的扶贫带动模式，组织有
养鸡意原的农户到虎威饲养土鸡基地、工业
园区加工厂、县城直营点参观，通过“做给农
民看、指导农民干、带着农民变”，带动三建乡
农业、农村、农民和贫困户的整体发展和增收
致富。巫山县双龙镇定点扶贫干部周继文积
极利用人脉资源帮助招商引资，引荐广州市
阿米农业科技有限公司现场考察，并出具《投
资意向函》，在当地建设康养文旅共享村落阿
米木屋项目。

“扶贫是农行人的情怀，我将不止进取，
忘我工作，以优异的扶贫工作成绩回报行党
委的关心期寄和殷切厚爱。”石柱中益乡扶贫
干部韩玉川的一席话道出了农行人的扶贫情
怀。农行重庆市分行通过建立健全保障服务
机制、强化扶贫业务支撑、加强干部专业培训
等方式，锻造了一支政治素质过硬、工作经验
丰富、业务功底扎实的基层扶贫队伍，为全市
决胜脱贫攻坚战注入了坚强可靠的“农行力
量”，获得了各级党政、贫困群众的广泛好评。

韩聃 张妮

定点扶贫 扎根乡村

农行重庆市分行把金融扶贫力量带到脱贫攻坚战最前沿

金融扶贫路 农行铿锵行
农行重庆市分行精准扶贫系列报道

本报讯 （记者 龙丹梅）2017-2018年
度中国水利工程优质（大禹）奖评选结果日前
出炉，重庆市黔江区老窖溪水库工程名列其
中，成为自大足玉滩水库扩建工程、合川涪江
赵家渡段防洪护岸生态治理综合工程之后，
再次荣获大禹奖的重庆水利工程。

老窖溪水库工程位于黔江区石会镇境
内，于2014年4月开工建设，2018年通过竣
工验收并投用，是一座以场镇供水为主，兼有
农业灌溉、农村人畜用水等综合效益的中型
水利工程。

图为黔江区老窖溪水库。
(市水利局供图)

黔江老窖溪水库工程
荣获“大禹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