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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何春阳

这几天，南岸区迎龙镇龙顶
村村民曾德学家很是热闹。亲
戚朋友来她家小聚，让她非常高
兴。倒回去几年，很少有外地人

到这里来。曾德学说：“以前的生活环境太差了，有时我们自己
都不想在这儿待着。”

从没人愿意来，到有人乐意去，龙顶村这一转变得益于近
些年村居环境翻天覆地的变化。俯瞰龙顶，白墙棕瓦、绿林环
抱、云雾缭绕。如今的龙顶村，村内环境干净整洁，便利店、
社区卫生室、农家书屋、健身活动小广场等基础设施一应俱
全，从老人到小孩，人人讲清洁、爱卫生、懂环保，生活得有滋
有味。

曾德学一家以前住在山上，走到山脚要近一个小时，出行
很不方便。由于山上没有通天然气，他们要定期搬运煤气罐
上山，时不时地还要停水，更让他们难以忍受的是脏乱差的环
境。

原来村民们住得分散，门前屋头都是乱堆的柴草，不少村民
喜欢把垃圾乱扔。“牲畜的粪便乱排乱流，到处都是塑料袋和剩
菜剩饭，蚊虫苍蝇到处飞，村子里又脏又臭。”回忆起当年的情
景，曾德学直瘪嘴。

“自从搬到新农村，大家住在一起，生活更好了！”2014年，
曾德学一家搬到了村里集中修建的龙岚新居，公路直通到家门
口。她家两楼一底，足足有150多平方米，屋里电视、冰箱、空
调、洗衣机等家具电器一应俱全。

村民们种菜、养家禽等习惯一时半会很难改正，刚搬进新居
的时候，还有不少人在门前的花坛种菜、圈个小地方养鸡鸭。龙
顶村村委会副书记王兴科告诉记者，“那会儿鸡鸭粪便还是到处
都有，臭烘烘的，邻里关系也搞得很紧张。”

为了改变农民的生活习惯，村委会想了不少法子，最行之有
效的就是设定院坝长，由院坝长带头召开院坝会，给大伙做思想
工作，形成院坝自治的模式，从而改变村民对环境卫生的认识，
树立讲清洁、爱卫生的意识。

一开始还有些村民心存怨言，经过院坝会上的仔细讲解和
歇凉闲坐时的用心交流，村民们都提升了思想认识，支持村里制
定的规章制度。

近日，当重庆日报记者走进龙岚新居时，院坝长王大明正
在路边清扫枯叶杂草。他告诉记者，通过制定“门前包干制”
和一次次开会、劝导，村民们定期清扫房前屋后已经成为一种
习惯。大家自觉地在花坛里种起了各种花草，加上村里聘请
了4名村民做保洁员，负责清扫公共区域垃圾，村容村貌明显
改善。

如今，龙岚新居每家每户门前都放有一个生活垃圾桶。村
民散步之余，就会提着桶，顺便把垃圾倒到村口的垃圾车中，环
卫公司会定期将垃圾运往垃圾处理站进行集中处理。户集、村
收、镇转运、区处理的垃圾处理模式已然成型。

不仅如此，为了激发村民们的积极性，更好推进乡村治理，
村里在广泛征求村民意见后，从去年底开始实行“积分制”——以
农村人居环境整治、治理能力提升为主要内容，围绕村容村貌提
升、乡风文明、村民自治等内容开展积分活动，积分可用于兑换
香皂、洗衣液、毛巾等日常生活用品。村民只要打开“钉钉”客户
端，进入“积分管理”进行申报即可；村级管理员在后台审核后，
村民就可以获取相应分值。

王兴科给记者展示了积分界面，“参与帮助贫困户打扫
卫生、清理村庄垃圾等志愿服务活动”可加2分，“外墙墙面整
洁，无不规范的标语及垃圾广告”可加1分，“院坝散落垃圾有
清理，家禽家畜有圈养”可加1分，“房前屋后无其他杂物，无
乱搭乱建”可加1分，“无婚丧大操大办、铺张浪费行为”可加
1分……

目前积分排名第一的正是曾德学家，已累积92分。
“好多都是我打扫卫生换来的！扫扫树叶、清理下水坑，其

实都是小事，但是环境卫生好了，出来打球、跳坝坝舞的人多了，
我们也都高兴啊。”今年，曾德学用积分兑换了食用油、洗涤剂、
肥皂等生活物资。她笑着说，“现在村里环境优美，我们生活安
逸了哟！”

南岸区迎龙镇龙顶村推行院坝自治——

村居环境好 村民生活美

龙顶村龙岚新居。 记者 何春阳 摄/视觉重庆

□饶思锐

8月31日，国务院新闻
办公室举行“努力实现全体

人民住有所居”新闻发布会。会上，住房和城乡建设部部长王蒙
徽，在回答新华社记者“近年来我国城市建设发生了哪些变化，
取得了哪些成就”这一问题时，点名“榜样生”重庆，称“重庆原来
是山城，大家现在回家去看看，现在的楼房建的可能比山还多”。

重庆两江环绕、四山耸立，整个城市山多地少。受这一自然
地理条件限制，重庆的城市建设充满困难和挑战。可以想象，山
地起高楼，难度远远大于平原城市。但正是在这样的自然环境
下，重庆各区县各部门积极作为，克服重重困难，带领重庆人民
不断进取，努力实现全体人民住有所居。如今，重庆城市面貌发
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建成区面积位居全国第一。“楼房建的可
能比山还多”，成为重庆满足人民安居梦的生动注脚。

城市要发展，就要吸引、凝聚更多年轻有活力的人才。当
下，要想提高重庆城市竞争力，推动城市可持续发展，归根结底
就是要让广大人才“用脚投票”，成为重庆的新市民，选择与重庆
共成长。而要赢得天下人才归心，就必须要下决心下力气解决
好新市民、青年人住房问题。相关政府部门要再接再厉，进一步
完善住房保障体系，切实增加保障性住房的供给，解决好新市民
的后顾之忧，让更多新重庆人在重庆扎地生根、安居乐业。

让更多新重庆人安居乐业

□新华每日电讯记者 黄兴 李晓婷

近年来，重庆瞄准大数据、人工智能、集
成电路、智能网联汽车等12个智能产业重
点发展领域，倾力打造“智造重镇”，有效推
动产业层级跃升和经济高质量发展；以大数
据智能化推进城市治理提升，着力建设“智
慧名城”，政务服务、社会治理、百姓生活变
得更加智能、绿色和高效。

大数据智能化牵引产业转型升级

作为老工业城市，重庆工业经济一度
面临规模增长乏力、转型动能不足的难
题。2017年底，重庆提出实施《以大数据
智能化为引领的创新驱动发展战略行动计
划》，重点围绕大数据、人工智能、集成电
路、智能网联汽车等12个领域为重点打造
高端产业集群，并着力为产业厚植“智能
因子”。

几年来，重庆产业结构加速调整，转型
升级蹄疾步稳，打造智能产业集群、推动智
能制造、拓展智能化应用“三位一体”发展蓝
图也逐渐变成现实。

以汽车产业为例，3年多来，重庆汽车
产业不仅单车价格和附加值大幅提升，还
涌现出多款智能网联汽车热销车型，带动
今年上半年重庆汽车产业产值同比增长
29％。

作为另一支柱产业，重庆电子信息产业
一度面临“缺芯少屏”之痛。近年来重庆持
续引进、培育和壮大上下游核心技术企业，
在集成电路、高端显示等关键环节持续发
力，着力推动电子产业整体向智能产业跃
升，今年上半年全市智能产业产值同比增长
21.6％。

据统计，目前重庆已集聚大数据智能化

企业7000余家，重点数字经济企业已达
351家；2020年全市数字经济规模达6387
亿元、占GDP比重提升至25.5％，“两化融
合”水平居中西部第一。

“外引内育”力克创新能力短板

Geega吉利工业互联网平台正式发布
并在重庆设立总部，将为制造行业提供数字
化转型服务；腾讯云工业互联网智能产业总
部落户重庆两江新区；京东科技与重庆经开
区合作建成工业园区智慧环境综合管理系
统……本届智博会期间，重庆持续引进一批
龙头企业在渝落户项目或平台，再为智能化
发展储蓄“生力军”。

近年来重庆充分发挥工业基础雄厚、智
能化改造需求迫切的优势，“外引”与“内育”
并举，有力推动了大数据智能化与传统产业
的融合、壮大。

发展智能产业，“算力”必须先行。近年
来，重庆建成了规模位于西部前列的数据中
心，其中仅两江国际云计算产业园就已形成
40万台服务器的支撑能力。“市民每刷一遍
医保卡、调取一次渝康码，都需要进行数据
交互。”腾龙数据中心运营经理周亮说，投资
20亿元的腾龙数据中心拥有10万余台服
务器，目前已服务全市政务、医保、金融、娱
乐等众多领域。

作为以工业立市的城市，重庆着力推动
“智能制造”，带动工业转型升级，出台了《重
庆市发展智能制造实施方案（2019—2022
年）》。看准重庆的工业基础和市场前景，大

型工业互联网平台相继“抢滩”重庆。工信
部评选的15家跨行业跨领域工业互联网平
台中，已有11家在渝布局。

“这些龙头企业深度嵌入重庆产业格
局，成为重庆工业经济迈向高质量发展的重
要‘牵引力’。”重庆市经信委副主任涂兴永
说。

据统计，今年上半年重庆新增1.6万家
企业“上云上平台”，累计有8.7万多家企业
迈上“云端”；过去3年重庆累计建设了105
个智能化工厂和574个数字化车间，1500
多家实施了智能化改造的企业今年上半年
的产值同比增长了46.8％，对全市工业产值
增长的贡献率超过60％。

根据规划，重庆还将持续构建“五十
百千”数字产业创新发展体系，即培育 5
家上市企业或独角兽企业、集中打造10个
以上数字经济产业园、协同建设100个以
上研发创新平台，加快培育1000家以上高
成长型数字经济企业，推动数字经济高质
量发展。

为社会服务“增智”，为百姓
生活“增彩”

以最新的智能化技术及创新应用为蓝
本，重庆近年来持续瞄准社会服务升级，推
动大数据智能化在政务服务、社会治理、民
生改善等领域应用。

以政务服务为例，2018年重庆就上线
了“渝快办”政务服务移动端，通过政务数据
资源开放共享、协同管理，很多过去需要提

供证明、现场核验的事项，现在都可实现“指
尖触达、掌上通办”。近期“渝快办”已升级
至3.0版本，办理事项增至1875项、用户突
破2100万人。

城市治理中，智能无处不在。立足于打
造“智慧城市”，作为智能中枢的重庆新型智
慧城市运行管理中心在2020年建成投用，
首批接入80个市级部门、区县及企事业单
位150个业务系统，初步实现“一键、一屏、
一网”统筹管理城市运行。

“比如当前重庆正紧急开展防汛救灾工
作，运管中心就可对暴雨、洪水等突发事件
采取及时应急响应，实现跨层级、跨部门、跨
业务调度指挥。”重庆市大数据局副局长杨
帆说。

与此同时，“智慧生活”也加速走入寻常
百姓家，更多市民得以共享大数据智能化发
展红利：“渝康码”累计申码量3100万次，访
问量21亿次；“渝快融”融资平台助20.4万
家小微企业融资320亿元；“远程医疗”年服
务患者200余万例，边远地区群众在家门口
就能享受大医院优质服务……

在两江新区礼嘉街道嘉宁社区，人脸
识别进出小区门，3秒即可刷脸回家；在公
共休闲区散步，可连接小区蓝牙音响播放
美妙音乐；通过智能App就能迅速联系
物管人员，解决生活难题……为让市民共
享大数据智能化红利，重庆已推出53个
智慧社区项目，今年底前将建成智慧小区
120个。

（原载9月1日《新华每日电讯》）

重庆加速打造“智造重镇”，建设“智慧名城”

本报讯 （首席记者 杨骏）9月2日
晚，2021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下称
2021 服贸会）将正式开幕。重庆通过线上
线下结合的形式，组织了多家企业组成的代
表团参展2021服贸会。

据介绍，线上展区重庆已注册了21家
企业，涉及医疗、大数据、物流、智能制造、工
程技术、文化、软件、生物医药等领域，包括
中冶赛迪、重庆帕斯亚、重庆泓艺九洲等企
业和机构。

在2021服贸会现场，重庆于国家会议
中心综合展厅设置了线下展馆。展馆以橙
色为主色调，还有新一代跨座式单轨车辆模
型横贯展厅，显得气势磅礴。

据了解，展馆主要有实体展示和专题

展览两个部分。实体展示共有5家企业，
分别是梦语者VR穿戴式设备、重庆单轨
技术模型、澳龙生物药品、龙文化产品、美
艾会议平板。

专题展览以“重庆服务”为主题，分为
投资环境、国际物流、数字贸易、文化旅游、
工程技术、生物医药六个板块。两江新区、
高新区、江津综保区、国际物流枢纽园区等
区县和企业将以文字和图片形式展示相应

内容。
除了展示外，重庆金算盘有限公司、猪

八戒网、重庆建峰工业服务有限公司还参与
了2021年服务示范案例评选。最终评选结
果将在大会期间揭晓。

服贸会是中国对外开放三大展会平台
之一，是全球首个服务贸易领域综合型展
会。大会期间，将围绕服务贸易十二大领域
的前沿趋势，聚焦数字经济和数字贸易发展

等热点话题，举办5场高峰论坛，119场专
题论坛及行业会议。186位境内外重要嘉
宾将线上或线下参会。

截至目前，共有153个国家和地区的1
万余家企业注册线上线下参展参会。其中，
2400家企业线下参展，世界500强、行业龙
头企业占比18%。此外，服贸会数字平台
搭建线上展台4863个，各交易团共组织
5929家企业参展参会，洽商合作。

重庆组织代表团参加2021服贸会
线上+线下形式展示“重庆服务”

本报讯 （记者 白麟）9月1日，重庆
白居寺长江大桥正式合龙，该桥创下了世
界公轨两用钢桁梁斜拉桥跨度纪录。据
悉，该桥预计于今年年底建成通车，届时市
民驾车从大渡口到巴南南泉，仅需10多分
钟时间。

市住房城乡建委相关负责人介绍，作为
重庆市七横线跨越长江的控制性节点工程，
白居寺长江大桥全长1384米，主跨660米，
是直接连接巴南龙洲湾片区和长江文化艺
术湾区的重要通道。

水滴桥塔
展现重庆人“水滴石穿”奋斗精神

白居寺长江大桥在设计、施工等方面拥
有许多亮点。从远处看，该桥的钢桁梁采用
倒梯形布置，上宽下窄，特别是桥塔采用了水
滴造型，十分新颖。负责设计该桥的林同棪
国际工程咨询(中国)有限公司桥梁专业副总
工程师邓宇介绍，一般斜拉桥的桥塔是三角
形或门形，而重庆最大的特点是山水之城，因
此设计白居寺长江大桥时，就选择了“水”的
概念。桥塔呈现水滴形状，一方面满足支撑
功能，另一方面表达“一滴水融入长江”的概
念，展现重庆人“水滴石穿”的奋斗精神。

邓宇还透露，白居寺长江大桥未来将
“桥如其名”，采用具备自洁净功能的白色涂
装，与“水滴”概念匹配。此外，大桥还融入
了智能化检测技术，将感知元件与桥梁结
合，在今后维护中，可通过健康监测系统，随
时了解桥梁状态。

邓宇表示，在白居寺长江大桥这种跨度
上，可以选择的桥型包括斜拉桥或悬索桥。
在前期设计中，考虑到如果选择悬索桥，桥
塔两侧的岸上就需要设置锚碇，将大桥的主
缆牢牢地拴住，但大桥桥位处并没有足够的
空间来布置锚碇，因此最终确定采用钢桁梁
斜拉桥的形式。这样的桁架结构与汽车、轨
道上下分层的功能布置更加匹配，结构性能
以及桥梁整体景观也更具优势。

4.43万吨
用钢总量超过“鸟巢”

除了整体造型，白居寺大桥在其他方面

也颇有亮点。例如，主桥钢桁梁共划分为
93个节间，每个标准节间长15米、重约500
吨，由16个构件、1.1万套高强螺栓栓接而
成。全桥钢桁梁共使用约110万套高强螺
栓，钢桁梁总重约4.43万吨，超过“鸟巢”的
用钢总量。

0.1毫米
建造精度行业领先

这座桥梁的建造精度也堪称行业领
先。城投建设公司人士介绍，钢桁梁的架
设，是通过4台全回转桥面吊机进行吊装，

大渡口侧和巴南侧各布置两台，以两个主塔
为支点，同步向两侧对称悬拼。合龙时，先
将两端各重2万多吨的钢梁向岸侧顶开约
10厘米，然后按照下弦杆、上弦杆、腹杆、边
纵梁的顺序连接，其螺栓孔误差控制在0.1
毫米内。

0.1毫米是什么概念？普通人一根头发
的直径是0.05毫米到0.08毫米，也就是误
差最多不能超过两根头发丝。据了解，由于
在工厂制作的钢桁梁是不受力的，但在安装
时，会因为斜拉索、风、温度等因素产生的力
而变形。要保证最终的精度，就需要“打提
前量”进行精密计算，并做出相应的调整。

防止落物
研发的防护平台获国家专利

施工中，钢桁梁需横跨茄子溪火车站、
茄子溪码头以及大滨路和巴滨路，施工安全
防护要求高。为此，大桥项目部建立了全桥
模拟计算体系及全过程监控监测体系，并在
跨铁路施工中，研发了自行式一体化防护平
台，挂在钢桁梁下方，与钢桁梁同步推进，防
止落物，确保跨线施工安全。目前该平台已
获得国家专利授权，并在钢桁梁横跨大滨
路、茄子溪码头过程中得到了检验。

0.1毫米！白居寺长江大桥精准合龙
●创世界公轨两用钢桁梁斜拉桥跨度纪录，用钢总量超“鸟巢”
●预计今年底建成通车，届时大渡口到南泉仅需10多分钟

9月1日，世界最大跨度公轨两用钢桁梁斜拉桥——重庆白居寺长江大桥成功合龙，标志大桥距离年底通车目标又迈进了一步。
首席记者 龙帆 摄/重庆视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