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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首席记者 张亦筑
实习生 冉罗楠）4月19日，以“科技
创新 赋能高质量发展”为主题的

“2022十大重庆科技创新年度人物
评选”活动正式启动。重庆日报记
者从活动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本
次活动将评选出“2022十大重庆科
技创新年度人物”“2022十大重庆科
技创新年度企业家”“2022西部（重
庆）科学城十大科技创新事件”，报名
即日起启动。

据悉，本次活动由市委宣传部指
导，市科协、西部科学城重庆高新区管
委会联合支持，重庆日报报业集团主
办。活动将分为启动报名、审查走访、
初筛入围、网络投票、综合评审、名单
公示、榜单发布七个阶段，预计7月在
西部（重庆）科学城举行榜单发布典
礼。

组委会相关负责人介绍，凡是为
我市科技创新和经济社会发展作出
突出贡献的专业技术人才、高技能人
才、企业经营管理人才等均可参评

“2022十大重庆科技创新年度人物”

及“2022十大重庆科技创新年度企
业家”。凡是所属地在西部（重庆）科
学城辖区内，通过科技研发、技术创
新对科学城在科技创新、经济社会发
展中起到突出支撑和引领作用，在全
市、全国乃至国际上产生重要影响力
的科技项目、科技成果、科技活动、前
沿技术和创新产品等，均可参评

“2022西部（重庆）科学城十大科技
创新事件”。

另据了解，为加快建设“科学家的
家、创业者的城”，西部（重庆）科学城
为包括参评企业在内的科技创新企业
提供了一揽子的优惠政策。比如，在
创新平台建设方面，对获得国家重点
实验室、国家工程研究中心、国家技术
创新中心等国家级平台的最高给予
3000万元经费支持；在企业主体培
育方面，对专业孵化器每培育1家规
模以上高新技术企业、独角兽企业，
分别给予 50 万元、1000 万元奖励
等；在人才招引培育方面，对博士后
科研工作站、优秀创新团队分别给予
60万元、500万元经费支持。

2022十大重庆科技创新
年度人物评选启动

□本报记者 黄光红 实习生 陈星

4月19日，“2022重庆地标菜评选
评审活动”正式启动。

重庆市商务委相关负责人表示，建
设国际美食名城是重庆培育建设国际
消费中心城市的一项重要举措。开展
地标菜评选评审活动，标志着重庆吹响
了建设国际美食名城的“集结号”。

重庆建设国际美食名城有何优势
与不足？如何推进国际美食名城建
设？4月19日，重庆日报记者采访了业
内专家。

优势
美食种类繁多，各区县都有特色美食

美食文化，是一座城市文化的重要
组成部分。

“毫不夸张地说，重庆38个区县，
每个区县都有自己的特色美食。如万
州烤鱼、璧山兔、荣昌卤鹅、黔江鸡杂、
南山泉水鸡、武隆碗碗羊肉、垫江石磨
豆花、忠县石宝蒸豆腐等，无不勾人味
蕾。”知名餐饮策划人、中国管理科学研
究院终身研究员刘可说。

近年来，依托种类繁多的美食，重
庆通过加强主体培育、支持餐饮企业连
锁化发展及开展小面文化节、火锅美食
文化节等促消费活动，进一步提升了重
庆美食知名度。

据重庆市小面协会粗略统计，目前
全国共计有超过38万家重庆小面店。
其中，仅重庆就有约8.4万家小面店，每
天卖出约1260万碗面。

此外，重庆市商务委和餐饮大数
据研究与测评机构NCBD（餐宝典）的
数据显示，重庆火锅门店数量超过3万

家，位居全国第一，是火锅店最密集的
城市。同时，重庆火锅企业门店遍布
全国各地，底料出口20余个国家和地
区。

重庆市商务委相关负责人介绍，
2021年，重庆实现餐饮收入1953.3亿
元，同比增长 28.5%，两年平均增长
13.2%；餐饮收入对社会消费品零售总
额的贡献率达到14%，比全国高9.9%。

“事实和数据表明，种类繁多的美
食，是重庆建设国际美食名城的最大优
势，也是最大的底气所在。”刘可认为。

不足
本土餐饮头部企业少，缺乏有影响

力的美食品牌

尽管如此，重庆要想建成国际美食
名城，还有较长的路要走。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对“世界美食之
都”的评选标准十分严格——一座城市
要想成为世界美食之都，首先得拥有发
达的具有城市中心或地域特征的美食。

对标这样的标准，重庆地方特色美
食还显得不够发达，重庆在建设国际美
食名城方面还存在明显不足。

“具体来看，不足主要体现在三个
方面。”重庆工商大学成渝地区双城经
济圈协同发展中心研究员莫远明认为。

其一，是行业集中度不高。目前，
重庆的商圈、商务区和景区景点，普遍
存在地方特色美食集聚效应不够突出
的现象，尚未形成布局合理、突出地方
特色的国际消费特色美食文化名城、名
街、名镇。

其二，在于重庆餐饮企业单体规模
普遍较小、头部餐饮企业少。在中国烹
饪协会2021年6月发布的“2020年中

国餐饮企业百强名单”中，重庆虽然有
11家餐饮企业上榜，但没有一家企业进
入前五。进入前十的，仅有重庆朝天门
餐饮控股集团有限公司1家，进入前20
的仅2家。

不仅如此，重庆至今未出现一家年
营业收入超过100亿元的餐饮企业。
相比之下，国内多家排名靠前的餐饮头
部企业，“个头”就大多了。如海底捞、
河北千喜鹤饮食股份有限公司2021年
营业收入分别超过411亿元、387亿元。

其三，从品牌来看，尽管重庆火锅、
小面等美食知名度近年来得到进一步
提升，但全市仍缺少像海底捞这样有影
响力的知名餐饮品牌。

对策
培育美食品牌，重视文化包装

下一步，重庆应该如何推进国际美
食名城建设？

莫远明建议，重庆可在市政府层面
出台美食振兴行动计划，加强产业集
聚，做好相关制度设计，重点打造重庆
火锅、重庆小面两张响亮的美食名片。
例如，可借鉴酒店管理经验，在全市火
锅、小面等行业实行挂牌分级管理，打
造精品品牌。

同时，重庆可突出产业导向，支持
各区县培育发展美食工业品牌，并将重
点培育的美食工业品牌产品纳入《重庆
市重点鼓励采购产品指导目录》；可突
出科技、文化元素，营造沉浸式、体验
式、互动式消费场景，打造更多的主题
餐厅、时尚浪漫餐厅等新业态，增强餐
饮消费的吸引力。

此外，还要加强知识产权保护，保
护发展餐饮老字号，进一步提升重庆传

统美食的知名度和影响力。
刘可则认为，除了政府努力外，重

庆餐饮企业也要在品牌营销、文化包装
等方面下功夫，做出自己的特色，增强
核心竞争力。

“仔细研究多年来重庆餐饮业的发
展情况，不难发现，大多数重庆餐饮企
业都追求在短期内快速扩张、赚钱，而
忽视了餐饮文化及品牌的营销及维
护。”刘可说，越来越多的国内外美食入
渝使得行业竞争愈发激烈，导致很多重
庆餐饮企业难以发展壮大甚至出现经
营业绩下滑，不少特色美食仅仅流行一
时、不能持续繁荣。

刘可记忆中的一个明显例子是：多
年前，歌乐山辣子鸡、南山泉水鸡、翠云
水煮鱼、啤酒鸭、美蛙鱼头等重庆美食，
都曾经红极一时。如今，这些美食虽然
还在，但昔日风光早已不在，部分已消
失在很多重庆人的记忆中。

来自重庆市商务委的消息称，根据
今年2月市政府办公厅印发的《重庆市
培育建设国际消费中心城市若干政
策》，下一步，重庆将通过政策激励，加
快推进国际美食名城建设。

例如，将支持各区县开展国际美食
集聚区、夜间经济示范区创建活动，对
获评市级国际美食集聚区、夜间经济示
范区的，给予最高不超过50万元的资
金奖励。并将着眼提高重庆美食影响
力，支持餐饮企业升级发展——鼓励餐
饮企业按照《主食加工配送中心建设规
范》（SB/T 10559-2010）要求，建立
中央厨房或食品加工配送中心，在餐饮
食品生产加工、采购、仓储、品控、包装、
配送等环节，实行统一标准、统一配送、
统一管理，提高产品标准和安全保障，
并择优按照投资额大小最高给予50万
元的资金奖励。

另外，重庆还将积极推动餐饮品牌
企业对标国际与世界美食融合发展，并
鼓励其申报米其林星级餐厅，提高重庆
美食国际知名度。

建设国际美食名城重庆该如何发力？

本报讯 （记者 黄光红 实习
生 陈星）4月19日，以“弘扬重庆传统
美食文化、建设国际消费中心城市”为
主题的“2022重庆地标菜评选评审活
动启动大会”在江北区观音桥商圈举
行。主办方将评选出100多道菜品作
为首批“重庆地标菜”，助力重庆加快建
设国际美食名城。

重庆地标菜是指重庆地理标志性
菜品。通俗来说，在国家地名规范制度
和国家地名文化保护的前提下，利用当
地食材、当地独特的技艺打造而成的具
有原创菜品起源地地域特色、文化内
涵、独特风味、风土民情，有着广泛地域
美誉度、社会知名度和综合影响力的典
型原创地方特色菜品。其包括名菜、名

点、名宴、名小吃、重庆火锅、重庆小面，
以及特色卤制品、酱制品、豆制品、腊味
等特色食品。

地标菜是一个地方的城市美食名
片和饮食文化代表。评选地标菜，有助
于把重庆地标菜打造成世界美食名片，
提升重庆美食在国内外的知名度和影
响力，助推重庆建设国际美食名城，为
重庆培育建设国际消费中心城市提供
重要动力。

据悉，2021年下半年，在重庆市商
务委指导支持下，重庆美食文化发展
研究会、重庆市食品批发业协会、重庆
地标菜专业委员会和38个区县的餐
饮、烹饪协会开始在各区县筛选特色
菜品，目前已初步筛选出近400道具有

地方特色和文化渊源的代表菜品。后
续，主办方组建的重庆地标菜评审专
家委员会将根据《重庆地标菜质量技
术规范》团体标准，从这些菜品中优选
出100多道菜品作为首批“重庆地标
菜”。

之后，主办方将编撰出版《重庆地
标菜》一书，并将评选出来的地标菜收
录其中，详细记载每道菜的创作故事、
制作方法、选用原料等内容。

此外，重庆还将通过上线“重庆地
标菜专用小程序”、组织开展重庆地标
菜厨艺大赛、积极参加国际国内展会
等举措，大力推广重庆地标菜，培养一
批具有国际国内影响力的地标菜知名
品牌。

本报讯 （记者 王天翊）4 月
19日，重庆日报记者从两江新区管
委会获悉，重庆首个综合性体育与教
育 相 融 合 的 创 新 型 项 目 YUE
Sports重庆国博青少年体育中心，将
于年底建成投用，包含室外足球场、
室外田径训练场、室内击剑等8个项
目，可满足举办市级和全国级青少年
赛事的条件。

重庆国际博览中心（以下简称“国
博 中 心 ”）相关负责人介绍，YUE
Sports项目将使用国博中心南室外
广场、S7展厅、南登陆厅及相关连廊
区域进行建设。

建成后的YUE Sports重庆国
博青少年体育中心，面积约6万平方
米，包含室外足球场、室外田径训练
场、室内击剑、篮球、羽毛球、乒乓球、
排球、游泳等8个项目，配套幼儿体
适能中心、健身中心、运动康复中心，

以及餐厅、咖啡厅、展示馆等多项服
务设施。

该负责人表示，不同于传统体育
中心，YUE Sports重庆国博青少年
体育中心将专注于体教融合的实践，
利用智慧化方式，打造以重点中小学
为服务目标的俱乐部制运动基地，成
为青少年的“第二课堂”。

据了解，聚焦体教融合发展，国
博中心还将在今年举办 2022 中国
（悦来）体教融合大会，以“少壮国强、
年少有成”为主题，围绕体教融合及

“双减”大背景下的诸多社会热点话
题，从学校教育与升学、体育教育与
商机、学生的成长与成绩、子女的健
康与教育等多方面出发，邀请体育明
星、奥运冠军等为大家做线上分享，
为家长、学校及体培机构指明产业方
向，推动青少年文化学习与体育锻炼
的协调发展。

重庆首个综合性
体教融合中心年底建成投用

本报讯 （记者 赵伟平）4月17
日，重庆日报记者从市农业农村委获
悉，日前，该委根据我市水资源分布、
水域滩涂开发利用和渔业资源养护实
际，结合水产养殖产业发展需求，印发
了《重 庆 市 养 殖 水 域 滩 涂 规 划
（2022—2030 年）》（以 下 简 称《规
划》），将全市的养殖水域滩涂划定为
禁止养殖区、限制养殖区、养殖区三个
功能区。

据介绍，滩涂是海滩、河滩和湖
滩的总称。养殖水域则是适宜水生
动植物人工养殖的水域。目前全市
总体水面为401.66万亩，可供养殖鱼
类等水产品的水面仅为264万亩，其
中已经开展养殖的水面为 124.5 万
亩。“虽然可供养殖的面积不少，但生
态养殖压力剧增，渔业资源高质量发
展面临挑战，为此，就不得不向水域
滩涂要养殖空间。”市农业农村委相
关负责人说。

根据《规划》，水域滩涂将划分为
三个功能区。其中，禁止养殖区包含
三类。一是禁止在饮用水水源地一
级保护区、自然保护区核心区和缓冲
区、国家级水产种质资源保护区核心
区等重点生态功能区开展水产养殖；
禁止在港口、航道、行洪区、河道堤防
安全保护区等公共设施安全区域开
展水产养殖；禁止在有毒有害物质超
过规定标准的水体开展水产养殖；法

律法规规定的其他禁止从事水产养殖
的区域。

限制养殖区是指限制在饮用水水
源二级保护区、自然保护区实验区和
外围保护地带、风景名胜区等生态功
能区开展水产养殖，若是在以上区域
内进行水产养殖的应采取污染防治措
施，污染物排放不得超过国家和地方
规定的污染物排放标准；限制在重点
湖泊水库等公共自然水域开展网箱围
栏养殖；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限制养
殖区。

养殖区是指除禁止养殖区、限制
养殖区以外的水域滩涂养殖区域。在
养殖区，我市将指导对现有池塘的基
础设施进行生态化改造，以生态养殖
为主要模式，逐步实现水产养殖尾水
达标排放；在一些特定区域，适度新建
一些工程化养殖设施（如池塘内循环
微流水养殖、集装箱养殖、工厂化养殖
等）；对宜渔稻田进行稻渔综合种养开
发；利用现有的鱼类繁育设施，完善水
产苗种繁育生产布局。

该负责人表示，《规划》的出台将
有利于合理布局全市的水产养殖生
产，稳定基本养殖水域，保障渔民合法
权益。同时更好保护水域生态环境，
确保有效供给安全、环境生态安全和
产品质量安全，促进渔业转型升级，实
现渔业提质增效、绿色发展、富裕渔民
目标。

重庆养殖水域滩涂实行分区管理
分别划定为禁止养殖区、限制养殖区、养殖区三类

本报讯 （记者 崔曜）4月14日，
重庆日报记者从市城市管理局获悉，
2021年中心城区完成26个坡坎崖绿化
美化项目，超额完成年度目标。

进入4月以来，气温逐渐回暖，不
少市民来到人和街道万年路附近的两
江新区山地运动公园晒太阳、放风筝、
散步，周末还有不少年轻人过来尝试骑
山地车、滑滑板等运动。

“大家都很难相信，以前这里是一
座最大高差达70米左右的荒坡。”两江
新区城市管理局相关负责人介绍，“我
们对堡坎、边坡全面进行立体绿化美化
处理，为市民提供休闲场地。”

过去一年，两江新区山地运动公园
持续推动坡坎崖改造，利用坡地空间，
沿山体构建以桃花、李花、玉兰等开花
植物为主的漫山花廊景观。在今年举
行的2021发现重庆之美颁奖典礼上，
两江新区山地运动公园被评为2021年

“重庆市最美坡坎崖”。
毗邻洪崖洞，背靠城墙旧址，脚下

的嘉陵江奔流而去。在渝中区临江门
魁星楼和洪崖洞之间的崖壁上，不少
市民漫步连接其中的步道。这条藏身
于城市繁华之中的渝中区戴家巷崖壁
步道也被评为2021年“重庆市最美坡
坎崖”。

“戴家巷崖壁步道地理位置特殊，
整体为典型的崖壁坡地，上下高差较
大、坡度较陡。”渝中区城市管理局相
关负责人介绍，这里原有植被长势不
好，几乎全被杂草覆盖，缺乏美感。

2021年，渝中区通过实施环境综
合整治工程，对戴家巷实施坡坎崖绿
化美化，打造出以三角梅等花卉为特
色的“打卡”地。除巧用三角梅等花卉
植物造景外，戴家巷崖壁步道整体景
观打造时，还引进了大量特色桩头用
于点缀重要节点。例如，利用置石、片
石打造“旱溪”景观，利用鹅卵石及花
卉美化墙体……

随着坡坎崖绿化美化工作大力推
进，中心城区城市绿量大幅增加，城市

“秃斑”逐步消除。据统计，截至2021
年底，全市共完成坡坎崖绿化美化项目
1348个，面积2990万平方米。其中，
中心城区完成项目309个，面积1410
万平方米；其他区县完成项目1039个，
面积1580万平方米。

“小切口”惠及“大民生”

去年中心城区完成26个坡坎崖绿化美化项目

短评

□赵杰昌

日前，重庆市城市管理局发布
“2021 重庆市百佳招牌”名单，“山
城巷”“重庆1949大剧院”“蒲公英”

“秉栖人文艺术空间”“大乐透茶火
锅”“昌州印象”等榜上有名。

一块小小店招，能体现城市美
学，展现城市形象，是城市景观的重
要组成部分。此次出炉的“百佳”招
牌，可以说“有颜有范”，大多设计新
颖、样式独特、工艺精湛，极具地域
文化特色。“山城巷”保留了明清以
来的院落、吊脚楼等历史建筑，是重
庆母城的重要记忆；“重庆 1949 大

剧院”不仅有历史的标记，也有时尚
的标签……各色招牌最有烟火气，
在展示城市形象的同时，也彰显着
一个城市的文化和气质。

店家在设置招牌时，巧妙构思，
突出特色，才能避免千店一面，给顾
客美的享受。有些地方的店招店牌
缺乏个性，而且设置不规范，不但让
人压抑，还与城市更新的步调格格
不入。城市管理部门对“劣质”店招
店牌进行清理整治，并通过百佳招
牌评选引导店招店牌突出地域文化
特色，无疑有利于进一步提升城市
品质，扮靓城市形象，营造干净、整
洁、清爽的城市环境。

让特色招牌成为城市风景

助力建设国际美食名城

重庆启动地标菜评选

渝中区戴家巷崖壁步道，市民正在步道上游玩，观嘉陵江景。（资料图片）
首席记者 龙帆 摄/视觉重庆

渝中区临江路渝中区临江路，，吃火锅的人们吃火锅的人们。。 记者记者 刘嵩刘嵩 摄摄//视觉重庆视觉重庆

▲重庆大渡口区井谷元公司生产
车间，工人们正在加紧制作订单小面。

记者 郑宇 摄/视觉重庆

▲垫江县，师傅正在制作石磨豆花。
记者 齐岚森 摄/视觉重庆

▲环湖游轮上直播万州烤鱼。
特约摄影 冉孟军/视觉重庆

纵深>>>

（本栏图片均为本报资料图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