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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 夏元）5 月 30
日，重庆日报记者从中国船舶集团海装
风电股份有限公司（下称中国海装）获
悉，由中国海装牵头自主研发的国内首
台深远海浮式风电机组“扶摇号”浮体
平台，已于5月29日在广东茂名码头
起航，前往平均水深65米的广东湛江
附近深海海域投入示范应用。

“扶摇号”浮体平台长72米、深33
米、宽80米，是目前国内体积最大的浮
式风电机组。去年底，“扶摇号”浮体平

台完成研制并下线。在其研制过程中，
由中国海装牵头20多家联合研制企
业，先后攻克了一揽子技术难题，填补
了我国深远海浮式风电装备空白。

“目前我国海上风电已经从近海走
向深海，发展深海海域的海上风电技术

势在必行。”中国海装负责人表示，作为
我国首台应用于深远海域的浮式风电
装备，“扶摇号”具有环境适应性强、机
组功率大、浮体结构形式简单、系泊锚
固系统可靠性高、一体化设计等多个优
势。同时，作为全球首个由风电整机厂

商直接主导的浮式风电示范工程，中
国海装在“扶摇号”研发过程中掌握了
全流程技术开发能力，将为今后国内
浮式风电大量定制化设计场景提供技
术支撑，带动国内浮式风电新型产业
链发展。

“重庆造”深远海浮式风电装备填补我国空白
在广东湛江附近深海海域投入示范应用

本报讯 （记者 左黎韵）5月30
日，记者从涪陵区获悉，为进一步完善
居家养老服务网络，该区采取“公建民
营、民办公助”等方式，已建立起107个
村（社区）养老服务站点，可为老人提供
日间照料、助餐配餐、短期托养等综合
服务。

30日中午12点，涪陵马鞍街道双
溪社区养老服务站，七八名老人端着餐
盘，正排队在服务站便民食堂打饭。

“8块钱能吃一荤两素，比在家里
做饭方便，比外面餐馆划算。”70多岁
的游古强打了自己爱吃的红烧肉、麻婆
豆腐，找了张靠窗的餐桌坐下，开始享
用午餐。自去年食堂开业以来，他几乎
每天都来这里吃饭。

双溪社区是当地有名的安置房小
区，小区里 60岁以上的老年人就有
2000余名。“白天，年轻人大多在外上
班，没时间照顾老人，做饭难、吃饭难成
为居家养老面临的普遍问题。”双溪社
区书记张强告诉记者。

去年，在区民政局的帮扶下，社区
建立起养老服务站点，并推出了老人助
餐服务。食堂根据老年人的口味偏好

进行营养搭配，平均每天前来就餐的老
人有20多位。

除了加大区级财政投入，在培育居
家养老服务体系过程中，涪陵区还鼓励
社会资本进入，通过资源整合，不断完
善城乡养老设施网络。

譬如，去年，该区便引入重庆夕红
老年公寓管理有限公司，对全区乡镇一
级的敬老院实施“整合托管”，让乡镇敬
老院富余床位以低价向农村留守老人、
生活困难老人开放，满足农村地区养老
需求。

“每天和老朋友们锻炼身体，一日三
餐荤素搭配还有水果，在这里就像自己
家一样。”通过床位出租，入住该区石沱
镇敬老院的88岁老人谭邦兴高兴地说。

据了解，今年底，涪陵区将在27个
乡镇街道实现养老服务中心全覆盖，各
乡镇敬老院还将与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乡镇卫生院等医疗机构签订协议，为
65岁以上老年人建立电子健康档案，
提供免费健康体检、健康教育、慢性病
管理、家医签约服务等，进一步完善“居
家社区机构相协调、医养康养相结合”
的养老服务体系。

涪陵建起107个村（社区）养老服务站点

本报讯 （记者 左黎韵）5月29
日，云阳县红狮镇，芸山农业开发有
限公司菊花加工厂内，一箱箱三峡阳
菊被工人们搬放至集装箱货车上，即
将出口北美市场。这也是云阳三峡
阳菊继实现出口新加坡、日本、马来
西亚等国家和地区后，首次远销北
美。

三峡阳菊是三峡地区巩固拓展脱
贫攻坚成果，全面推进乡村振兴的重要
产业。目前芸山农业已形成中药原料、
菊花饮品、菊花饼为代表的四大系列

10 余款产品，年加工三峡阳菊干花
800多吨。

在此之前，三峡阳菊曾先后获得中
国、欧盟、美国和日本有机食品认证，以
及美国FDA认证，本月初，又获得了加
拿大有机认证。“拿下加拿大有机认证
和美国FDA认证，使三峡阳菊非常顺
利地获得出口北美市场许可。”芸山农
业董事长杨雪梅介绍。

据了解，年内，云阳还将出口20吨
三峡阳菊至北美市场，出口额度预计将
突破400万元人民币。

云阳三峡阳菊出口北美

□新华社记者 李勇 韩振 朱高祥

重庆江北，两江似练环抱，远山如
黛相望。

历史底蕴和地理位置优势，赋能江
北区域发展优势。今年一季度，全区实
现地区生产总值371.8亿元，总量跃居
全市行政区第三位；实现金融业增加值
95.2亿元、同比增长7%……

今年2月，为深入贯彻落实成渝地
区双城经济圈建设、国际消费中心城市
建设要求，江北区紧扣建设高质量发
展、高品质生活“两高”示范区，明确

“‘两副担子’一起担”：一是打造西部金
融中心核心承载区，二是培育建设国际
消费中心城市首选区。

“两副担子”如何担？从西向东望
去，时尚活力的观音桥、青春多元的大
九街、光影交错的江北嘴……一个个城
市地标为江北勇担“两副担子”增添了
生动注脚。

聚要素、强服务
金融“担子”肩上挑

“落户江北嘴，当地从企业税收扶
持、业务开展资源支持、人才引进、党建
工作等各个维度给予了支持。公司开
业前夕，从收到金融许可证到完成工商
注册，用时不到6小时。”重庆小米消费
金融有限公司季春江说。

长江和嘉陵江交汇处的江北嘴，形
似展翅鲲鹏。围绕打造西部金融中心

核心承载区，这里蓄势待发。
据统计，江北区集聚金融机构490

余家，金融资产规模约3.5万亿元、占
全市近二分之一，金融机构数量、金融
资产规模、存贷款余额均居全市第一
位。“江北最大的支柱是金融，要担起建
设西部金融中心核心承载区的担子。”
江北区委书记滕宏伟表示。

3月，国家金融信息平台西部中
心落户江北嘴；4月，西部金融法律服
务中心在江北嘴举行授牌仪式；5月，
江北区委、重庆银保监局党委和江北
嘴37家银行业保险业金融机构党组
织签订协议，共建江北嘴金融党建先
行区……

金融要素逐步集聚、金融生态日趋
完善。

走进西部金融法律服务中心，公共
法律服务区、诉讼服务区、检察服务区、
警务服务区一应俱全。“中心融合了律
师咨询、金融纠纷调解、公证、金融审判
庭等资源，为金融机构提供‘一站式、全
链条’的法律服务。”江北区司法局党委
书记贺子猛介绍。

集业态、促升级
奏响消费新乐章

裸眼 3D 赋能的大型 LED 屏幕
下，三五成群的年轻人驻足观看；重庆
唯一的商圈公园内，树下休憩的白发
老人随处可见——观音桥商圈内，快
节奏与“慢生活”、国际范儿与烟火味

交相辉映。
5家大型百货商场、近10家大型

购物中心、2500 余个国内外知名品
牌……始建于2003年的观音桥商圈，
凭借地理位置优势和丰富业态等，已成
为重庆人气最旺、生态环境最优、业态
最时尚的核心商圈之一。

“商圈日均人流量达50万人次，节
假日期间能达到约80万人次。2021
年，观音桥商圈实现销售总额2845.9
亿元，同比增长22.7%。”观音桥商圈办
主任李秋介绍。

漫步入夜，行至商圈九街，重庆的
夜生活才刚刚开始。火锅的香味、街头
艺人的歌声、酒吧的音乐以及改建后的
老建筑，全方位触动着人们的感官。“不
夜九街”里，2000余家商户、1000余个
知名品牌商家汇聚于此，丰富的业态吸
引着全国各地的年轻人，也造就了重庆

“夜消费”的金名片。
4月8日，江北区建设国际消费中

心城市首选区重大项目集中启动仪式
举行，中環万象城、长安国际商业街、洋
炮局1862文创园等8大重点项目集中
启动，总投资约700亿元。

“中環万象城作为重庆第一个百亿
级商业综合体，意在打造现代化、国际
化、引领城市审美的建筑地标，推动观
音桥商圈扩容提质。”中環万象城项目
负责人赵肇说。

滕宏伟介绍，“十四五”期间，江北
还将实施一批消费载体、消费环境优化

及配套设施项目，总投资约1652亿元。

将“两副担子”安放在生态环
境最优处

勇挑“两副担子”，离不开良好生态
环境的支撑。

“江北区作为重庆‘两江四岸’核心
区之一，不断提升生态环境品质，力争
将‘两副担子’安放在生态环境最优
处。”江北区区长陶世祥说。

西部地区金融机构集聚地，江北嘴
嘉陵江沿岸的江滩公园内，生态带、休
憩带、风貌带、立体城市景观带，一带一
风景；亲水步道、江滩漫步道、半城漫步
道等，一道一风情，吸引了众多游客前
来“打卡”。

观音桥商圈内，一年四季可见蓝花
楹绽放、桂花树飘香，音乐喷泉每到夜
晚都吸引众多市民驻足欣赏。

“如今江北区生态环境不断优
化，建成了10个大型城市公园、90余
个社区游园，100余个‘口袋公园’，
出门见绿、出门见园，成为名副其实
的‘百园之城’。”江北区城管局副局
长曾娜说。

“良好生态环境作为‘两高’的应有
之义，既是‘两副担子’的支撑点，也是
落脚点。”滕宏伟表示，“江北区将持续
找准最有基础优势、最具支撑功能的领
域，紧扣建设‘两高’示范区这‘一大目
标’，切实将‘两副担子’挑稳、挑好。”

(新华网)

江北区：挑稳挑好金融消费“两副担子”

本报讯 （记者 黄乔）5 月 30
日，随着最后一方混凝土浇筑完毕，重
庆江北国际机场T3B航站楼混凝土主
体结构全面封顶，比计划工期提前了一
个月，这标志着T3B航站楼建设取得
阶段性胜利，为下一步屋面网架、幕墙、
机电安装和室内装饰等全面施工奠定
了基础。

“项目建设综合运用BIM、物联网
等信息化技术，以可视化的智慧展厅集
成数据平台，实现全景监控，全过程、全
方位的智慧管理。”中建八局重庆江北

国际机场T3B航站楼项目负责人陈晓
伟透露，全场24台塔吊建立了3D空间
防碰撞系统，实现群塔作业安全零事
故，被评为重庆市首个三星级智慧工地
项目。

值得一提的是，为加强现场质量
控制，落实重庆江北国际机场智慧机
场、人文机场理念，项目首次使用了

地面整平机器人，让工程在主体结构
施工阶段可达到找平要求，实现楼地
面浇筑一次成型，降低了工人劳动强
度。

据介绍，T3B航站楼建筑面积约
36万平方米，由主楼和四条指廊组成，
建成后年旅客吞吐量可达3500万人
次。

重庆机场集团扩建指挥部航站区
项目经理任毅介绍，本次扩建也是重庆
江北国际机场最后一次大规模扩建，
T3B航站楼瞄准世界一流“四型机场”
的建设目标，将打造全球瞩目的“最大
单体卫星厅”。整个扩建工程完成后，
重庆江北国际机场运行保障能力进一
步提升。

江北国际机场T3B航站楼提前一个月封顶

5月7日，永川区棠城公园，环卫工
人驾着小舟在红旗河上清漂。

近年来，重庆坚定不移走“生态优
先、绿色发展之路”，筑牢长江上游重要
生态屏障。2021 年，我市 74 个国控断
面水质优良比例达98.6%，全市森林覆
盖率从2015年的45.4%提高到54.5%。

记者 崔力 摄/视觉重庆

水质更优
森林更多

本 报 讯 原重庆市 文 化 局
副巡视员冯炳臣 同志 ，因病 于

2022 年 5 月 28 日逝世，享年 90
岁。

冯炳臣同志系重庆涪陵人，
1951年7月参加革命工作，1955年
5月加入中国共产党。

冯炳臣同志逝世

本报讯 原四川省重庆市机械
工业管理局副局级离休干部许泽云

同志，因病于 2022 年 5月 28 日逝
世，享年95岁。

许泽云同志系山东昌邑人，
1948年12月参加工作，1950年7月
加入中国共产党。

许泽云同志逝世

黔江将红色基因转化为推动高质量发展的不竭动力
位于武陵山腹地的黔江，是一片红

色热土。这里留下了邓小平、刘伯承、
贺龙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战斗
足迹。红色血脉、红色基因，成为黔江
人宝贵的精神财富，为奋进新征程、建
功新时代，提供了强大的动力之源。

今年4月，黔江充分利用区内革命
历史类纪念设施等红色资源，启动“追
寻革命足迹·传承红色基因——向先烈
报告”主题宣传。该活动将贯穿全年，
以此追寻革命遗迹，赓续红色血脉，传
承红色基因，讲好红色故事，展示发展
成果。

砥砺前行高擎精神火炬

不久前，黔江区烈士英名墙在红军
广场建成开放。长13米、高4.5米的烈
士英名墙肃穆庄严，岿然屹立在红军雕
塑旁。牺牲在土地革命战争、解放战争、

抗美援朝和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的黔江籍
以及牺牲在黔江的185位烈士的英名及
生平简介被整齐镌刻在黑色大理石上，
无声地诉说着那些可歌可泣的历史。

据了解，黔江区现有烈士纪念设施
60余处，它们就像生生不息的红色星
火，激励着人们勇毅前行。

黔江区退役军人事务局副局长徐
刚表示，黔江将深入发掘红色资源的思
想内核和时代价值，持续维护和修缮烈
士纪念设施，确保应修尽修，不漏一
处。努力营造全社会尊崇英烈、捍卫英
烈，学习和弘扬英烈精神的良好社会风
尚。让烈士纪念设施成为永不熄灭的
精神火炬。

传承信仰助力乡村振兴

4月8日，黔江区五里镇五里革命
烈士陵园内，纪念碑巍峨耸立、四周松

柏苍翠。镇机关党支部同区农业综合
执法支队党支部党员一起，向革命烈士
敬献花篮，寄托哀思。

五里革命烈士陵园建成于 2017
年，埋葬着5位在解放后剿匪作战中牺
牲的烈士。作为红色教育传承基地，五
里镇在2021年对烈士陵园进行了修
缮，打造出一处缅怀先烈、接受革命教
育的红色文化阵地。

缅怀，是为了更好地前进。在五里
镇，红色薪火正照耀和激励着党员干部
勇毅前行。他们继承先辈遗志、保持干
事创业热情，不断推动产业发展、助力
乡村振兴。

这段时间，正是高山稻田翻整地
块的好时节。在五里镇甘溪村500亩
优质水稻种植基地，村民们抢抓农时，
忙着给梯田蓄水、翻土。这片水稻基
地，利用原有水田和闲置土地重新整

理而成，采用“村集体+农户”模式运
营。建成后，将与周边的邻鄂、马喇两
镇连接成片，成为“马喇湖”贡米的种
植示范带。

“我们把这些闲置土地整治出来，
既保护耕地稳定了粮食生产，也壮大了
集体经济。”五里镇甘溪村党支部书记
曾垂品说，受此助推，该村今年集体经
济组织纯收入预计可达12万元左右。

当前，五里镇正在大力实施农业
“3+X”发展思路，与周边乡镇协同打造
“马喇湖”贡米种植示范带，核心种植区
域达到4000亩以上。同时，“稳猪兴
牛”大力发展生猪、肉牛养殖，稳定全镇
2200亩蚕桑基地。

接续奋斗成就发展动力

水市镇的水车坪上，一棵枝繁叶茂
的皂角树，因贺龙元帅拴过马享名在

外。90多年前，贺龙元帅率领红军转战
于此，留下了许多动人的革命故事。时
过境迁，红色资源成为当地宝贵的资
源，红色文化亦成为这片热土铸魂育人
的强大动力。

近日，水市镇组织数十名党员干部
来到“红军树”下，围绕“弘扬红色基因、
做好红色传承”开展微党课主题宣讲，
感受革命先驱在血与火的艰难岁月里
铸就的敢为人先、无私奉献的革命精
神，许下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接续
谱华章的远大志向。

红色文化是水市镇宝贵的资源禀
赋。该镇不断发掘红色文化内涵，丰富
红色元素，充分发挥水车坪爱国主义教
育基地的作用，采用“红色革命教育基
地+新时代文明实践”模式，常态化开展

“红色讲堂、红色故事、党史宣讲”新时
代文明实践志愿服务活动。2021年接

待游客15.2万人次，开展红色主题教育
500余批次。

不忘过去，才能更好地走向未
来。在水市这片红色土地上，红色薪
火正激励着党员干部勇毅前行。广大
党员干部继承先辈遗志，以强烈的责
任感、使命感，推动乡村振兴、促进共
同富裕。

乡村振兴，产业兴旺是关键。当前
的水市镇，正坚持守住粮食安全、耕地
保护、不发生规模性返贫“三条底线”，
抓住产业振兴这个关键，紧扣建设烟
叶、肉牛产业强镇目标，坚持“一匹烟、
两片叶、三盘菜”产业布局，全力打造全
国美丽休闲乡村和市级休闲农业乡村
旅游示范镇。从红色文化中汲取的力
量，正推动着水市镇各项工作高质量发
展。

罗晶 唐楸

5月30日，南岸区天台岗万国城小学，
孩子们正在直播义卖自己种的蔬菜。

当日，万国城小学的“天台农场”热
闹非凡，一场特别的直播活动正在上
演。两个多小时的直播带货活动中，参
与活动的11个种植地块超200斤农产品
全部“卖空”，上万人次参与直播互动。

本次庆“六一”校园丰收节劳动成
果分享活动，是万国城小学各个年级的
劳动教学内容，让学生通过“做中学”

“学中做”，提高参与劳动的主动性、积
极性和创造性。

记者 郑宇 见习记者 刘旖
旎 摄/视觉重庆

小学生直播义卖“劳动果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