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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市城市管理局供水水质情况简报

2022年9月，重庆市城市管理局对我市4家供水企业的5个水厂

开展了水质抽样监测工作，抽检结果公布如下：

抽查单位

重庆水资源产业
股份有限公司西
城自来水分公司

西彭水厂

重庆市自来水有限
公司沙坪坝水厂

重庆市自来水有限
公司和尚山水厂

重庆市渝南自来水
有限公司江南水厂
（黄桷渡车间）

重庆铜梁区龙泽
水务有限责任公
司小北海水厂

《生活饮用水卫生
标准》GB5749-
2006（限值）

备注

发布单位：重庆市城市供节水事务中心 咨询电话：630616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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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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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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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本月抽检单位的出厂水、管网水各项检测指标均达标。 2、重庆
水资源产业股份有限公司西城自来水分公司西彭水厂、重庆市自来
水有限公司沙坪坝水厂、重庆市自来水有限公司和尚山水厂、重庆
市渝南自来水有限公司江南水厂（黄桷渡车间）、重庆铜梁区龙泽水
务有限责任公司小北海水厂均按出厂水106项、管网水42项指标进
行检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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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新华视点”记者
戴小河 张辛欣

“无人工厂”24小时不间断生产、
“机器人同事”包揽重活累活、“透明化
生产线”监测全流程作业数据，坐在办
公室盯着大屏幕点击鼠标，便可指挥千
里之外的工厂生产……越来越多的工
业企业呈现如此场景。

这是工业互联网赋能中国制造的
缩影。我国正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推
进新型工业化。当前，工业互联网平台
体系加快构建，已延伸至45个国民经
济大类，产业规模突破万亿元。

工业互联网让工厂成为脑子
聪明、眼疾手快的工程师

3年前，如果进入三一重工北京桩
机工厂4万平方米的厂房，人们会发
现，这里充斥着机器的轰鸣、刺鼻的电
焊气味。800多个工人爬上爬下、油污
满身。这个厂房一个月的产能为150
台桩机，生产周期为30天。

如今，工人只需轻点屏幕，就可指
挥机器人包揽大部分的脏活、累活、重
活。小到一块钢板的分拣，大到10多
吨桅杆的装配，全部由机器人自动完
成。“脱胎换骨”的工厂生产节奏大幅加
快，月产能达到300台桩机。

这些工厂场景的变化，都是工业互
联网赋能制造业的体现。

工信部信息通信管理局专门就当
前工业互联网的概念作出权威解释：即
利用以5G为代表的新一代信息通信
技术，构建与工业经济深度融合的新型
基础设施、应用模式和工业生态。通过
5G技术对人、机、物、系统等的全面连
接，构建起覆盖全产业链、全价值链的
全新制造和服务体系。

工业互联网正成为我国制造业从
“中国制造”向“中国智造”转型的关键

支撑。让工业设备“连得上”、让生产流
程“看得清”、让安全管理“控得精”。

“工业互联网产业规模突破万亿
元。”工信部信息技术发展司副司长王
建伟说。

工信部数据显示，目前，我国累计
建成开通5G基站196.8万个，工业互
联网高质量外网覆盖全国300多个城
市，国家工业互联网大数据中心体系建
设稳步推进。

工业互联网平台企业——树根互
联股份有限公司首席执行官贺东东表
示：“工业互联网并不是让工业‘上网’
这么简单。”

“依靠工业互联网，工厂内8个柔
性工作中心、16条智能化产线、375台
生产设备、上千台水电油气仪表全流程
互联互通。”北京三一智造科技有限公
司制造总监吴志杰说，通过与树根互联
的合作，现在的工厂更像个脑子聪明、
眼疾手快的工程师，将经验参数化，体

现现代工匠精神。
他说，工业互联网将工业生产与计

算机技术、通信技术相融合，最终促成原
材料、设备、生产线以及工人、供应商、用
户的紧密连接，优化效率、降低成本。

产业链分上中下游三个环节

目前，我国已建成具有一定区域和
行业影响力的工业互联网平台超过
150家，工业设备连接数量超过7900
万台套，服务工业企业超过160万家。

多位业内人士介绍，工业互联网产
业链主要分为上中下游三个环节：产业
链上游包括网络层和设备层，中游包括
平台层和软件层，下游主要为应用层。

近5年来，我国工业互联网从无到
有，关键技术短板攻关陆续取得突破，
产业化进程不断加速。

党中央、国务院高度重视工业互联
网发展，2017年提出深入实施工业互

联网创新发展战略。2019年11月，工
信部印发《“5G+工业互联网”512工程
推进方案》，提出打造5个产业公共服
务平台，加快垂直领域“5G+工业互联
网”的先导应用，内网建设改造覆盖10
个重点行业，形成至少20大典型工业
应用场景等。

“十四五”规划进一步对工业互联
网作出明确部署，政府工作报告多次要
求发展工业互联网。工信部会同相关
部门印发《工业互联网创新发展行动计
划（2021-2023年）》，明确工业互联网
的发展目标和重点任务。

工业互联网产业联盟调查数据显
示，工业互联网在中小企业应用普及率
近年来持续走高，近两年提升近5个百
分点，83%的企业表示应用工业互联网
后生产经营效率明显提升。

转向规模发展关键期

“当前，我国工业互联网发展正处
于起步探索转向规模发展关键期。”工
信部信息通信管理局一级巡视员王鹏
表示，目前，工业互联网已经全面融入
45个国民经济大类，助力制造业、能
源、矿业、电力等各大支柱产业数字化
转型升级。

多位业内人士表示，工业互联网建
设成本较高，在中小企业中普及还面临
企业数字化转型意识不够强，人才、技
术、资金欠缺等问题。贺东东说，最大
的挑战是如何处理巨量复杂的数据。
这要求团队深谙云计算、人工智能等技
术，需要高端人才。而人才成本是第一
道门槛。

下一步一个重要工作，就是将制造
业的数字化建设转变成高效接入的公
共能力——把包括云计算、大数据、人
工智能等技术沉淀下来，集成为简单易
行的具体应用，从而赋能企业。

（据新华社北京10月25日电）

从“中国制造”走向“中国智造”：

我国工业互联网产业规模破万亿元

10 月 25 日，巴南区惠民街道，建
设中的渝湘高铁箭杆湾双线特大桥。

该大桥全长2364.85米，共设墩台
71个。目前上跨G5001绕城高速的连
续梁正进行挂篮悬臂施工，预计年底
合龙。

渝湘高铁重庆至黔江段是国家中
长期铁路网规划和“八纵八横”高铁网
厦门至重庆高铁主通道重要组成部
分，建成通车后，从重庆中心城区到黔
江的车程缩短为 1 小时，将大大缩短
中心城区与渝东南的距离。

记者 谢智强 摄/视觉重庆

新华社北京 10 月 25 日电 （记
者 申铖）记者 25 日从财政部了解
到，财政部、海关总署、国家税务总局
日前联合发布公告称，为完善消费税
制度，维护税制公平统一，更好发挥
消费税引导健康消费的作用，自2022
年11月1日起，将电子烟纳入消费税
征收范围，在烟税目下增设电子烟子
目。

公告明确，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
生产（进口）、批发电子烟的单位和个人
为消费税纳税人。电子烟实行从价定
率的办法计算纳税。生产（进口）环节

的税率为 36%，批发环节的税率为
11%。

公告称，纳税人生产、批发电子烟
的，按照生产、批发电子烟的销售额计
算纳税。电子烟生产环节纳税人采用
代销方式销售电子烟的，按照经销商
（代理商）销售给电子烟批发企业的销
售额计算纳税。纳税人进口电子烟的，
按照组成计税价格计算纳税。电子烟
生产环节纳税人从事电子烟代加工业
务的，应当分开核算持有商标电子烟的
销售额和代加工电子烟的销售额；未分
开核算的，一并缴纳消费税。

引导健康消费

11月起我国将对电子烟征收消费税

新华社海南文昌10月25日电 （李
国利 邓孟）记者从中国载人航天工程
办公室了解到，10月25日，梦天实验舱
与长征五号B遥四运载火箭组合体已
转运至发射区。后续将按计划开展发

射前各项功能检查和联合测试等工作，
计划于近日择机实施发射。目前，文昌
航天发射场设施设备状态良好，参试各
单位正在加紧开展任务准备，全力以赴
确保空间站建造任务决战决胜。

空间站梦天实验舱近日择机发射
舱箭组合体转运至发射区

本报讯 （记者 赵迎昭）10月25
日，记者在邱少云烈士纪念馆看到，以
邱少云烈士成长历程、烈士事迹等为主
题创作的55件书画作品正在这里展出。

当日是中国人民志愿军抗美援朝

出国作战72周年纪念日。这些作品是
由四川美术学院中国画与书法艺术学
院58名学生历时5个月创作完成，并
于9月30日开始在邱少云烈士纪念馆
展出。

川美学子书画作品缅怀邱少云烈士

渝湘高铁箭杆湾
双线特大桥年内合龙

据新华社伦敦10月25日电 （记
者 杜鹃 许凤）英国执政党保守党新
党首里希·苏纳克25日正式就任英国
首相。

当天在位于伦敦的白金汉宫，伊丽
莎白·特拉斯向英国国王查尔斯三世递
交辞呈并获得批准，卸任英国首相。随
后，苏纳克接受国王授权组建新内阁，
正式就任首相。

苏纳克随后在伦敦唐宁街10号首
相府发表讲话说，英国正面临“巨大经济

危机”，新政府的工作重心是稳定经济、
恢复信心，“这意味着即将作出艰难决
定”。他在讲话中还提及新冠疫情等英
国面临的国内外挑战，承诺将团结国家。

本月20日，特拉斯宣布辞去首相
职务和保守党党首职务。保守党随后
进入选举新党首的流程。苏纳克24日
当选保守党新党首。根据规定，执政党
新领袖接任首相职位，任期至下次议会
选举。本届议会的任期至2024年12
月结束。

苏纳克就任英国首相
上任后面临多重挑战

据新华社东京10月25日电 （记
者 钱铮）日本千叶大学教授鲁云领衔
的团队日前宣布，该团队与总部位于东
京的SNS soft公司合作开发的新型
二氧化钛光催化薄膜小球能高效灭活
新冠病毒，有助开发消毒杀菌的环境净
化新产品。

该团队提供的新闻公报说，研究证

明，二氧化钛在光照射下吸收光能可分
解有机污染物，杀灭细菌和病毒等。相
关论文近期已发表在英国《科学报告》杂
志上。

委托第三方研究机构的测试结
果表明，这种小球对新冠病毒灭活率
达 99.99%，对流感病毒灭活率达
99.96%。

新技术可高效灭活新冠病毒

新华社发

本报讯 （记者 赵伟平 实习
生 吴金锴）10月25日，记者从市农
业农村委获悉，今年我市37.8万亩再
生稻陆续进入收割期，由于田管及时、
病虫害防治技术推广到位，不少区县再
生稻平均单产突破300公斤，迎来丰
收。

再生稻是头季中稻收割后，利用
稻桩上存活的休眠芽，在适宜的水
分、养分和温度、光照等环境条件下，
再长一茬水稻，从而实现一季两收，

不仅能增加单位面积产量和收入，还
能提高粮食产能、保障国家粮食安
全。

这几天天刚亮，开州区中和镇白
水村的田野里便机器轰鸣，农民正忙
着抢收再生稻。经过农技人员实地测
产，当地再生稻平均亩产达400公斤，

加上今年8月中旬收获的中稻，两季
水稻亩产超过1100公斤，实现了“吨
粮梦”。

“再生稻有生育期短、日产量高、米
质优良、省种节水、省工增效等优
点。”市农技推广总站相关负责人方立
魁说，得益于今年实施的粮油单产攻关

计划、高标准农田建设、部级绿色高质
高效、市科技创新专项《再生稻减灾关
键技术集成与应用》等项目的实施，今
年，我市再生稻长势良好，不少区县平
均单产从200多公斤提升到300公斤
左右。

方立魁介绍，预计11月上旬我市
再生稻将全部完成收割。接下来，全市
还将全面推广水稻适度密植、追施粒芽
肥、病虫害绿色综合防控等高产集成技
术，进一步提升再生稻产量。

重庆37.8万亩再生稻开镰

本报讯 （记者 申晓佳）10月25
日，市发展改革委发布消息称，今年前
三季度，我市各区县深入实施“抓项目
稳投资”专项行动，区县牵头实施的
735 个市级重大项目共完成投资
1562.9亿元，投资进度达85.2%，快于
时序进度10.2个百分点。其中，九龙
坡、高新区等6个区县已提前完成年度
计划投资。

据统计，2022年市级重大项目中，
由各区县负责牵头实施的项目有735
个，总投资达1.4万亿元，年度计划投
资1834.4亿元。

从项目进度来看，目前，重庆港主
城港区寸滩国际邮轮母港、铜梁凯盛君
恒药玻5.0中性硼硅药玻产业园等164
个项目新开工建设，重庆中医药学院一
期等68个项目已主体完工。

从投资进度来看，前三季度，九龙
坡、高新区等6个区县已超额完成年度
计划投资。长寿、铜梁等5个区县投资
进度均超过90%，即将完成年度计划，
重大项目推进成效明显。

市发展改革委相关负责人介绍，以

上区县投资进度快，主要在于其负责推
进的多个市级重大项目大幅超额完成
年度投资计划，形成了较好的投资拉动
效应。

例如，重庆高新区持续做好疫情防
控、项目建设“两手抓”，以项目建设“专
班制”为抓手，建立全域重大项目推进
台账。前三季度，重庆高新区牵头实施
的市级重大项目，投资进度已达
102.1% ，项目完成投资同比增长
47.7%，助推高新区固定资产投资同比
增长29.6%。

其中，科学大道二期项目完成投资
18.9亿元，超年度投资计划近4倍，已
完成总工程量的63%；华润微电子12
英寸功率半导体晶圆生产项目，厂房及
生产线已初步搭建完成，正在筹备试生

产，该项目完成投资7.9亿元，超年度
投资计划2.6倍。

此外，前三季度，长寿、涪陵等区
县，重大项目完成投资已率先突破百亿
大关。这得益于今年以来我市进一步
加大对市级重大项目要素保障力度，同
时各区县加快完善资金要素保障机制，
用好地方政府专项债券资金和政策性
开发性金融工具，从而促进市级重大项
目加速投资放量。

例如，长寿区按照设立重大项目前
期工作统筹经费2亿元，支持项目可研、
初设、概算等前期工作事项，推动重庆
钢铁高质量绿色发展项目等7个项目全
部按计划开工。并建立62个协调专班
推进重大项目建设，促进前三季度完成
投资112.1亿元，同比增长120.4%，成

绩亮眼。其中，长寿高性能锂离子电池
微孔隔膜项目完成投资达30.2亿元。

“项目启动建设以来，市、区两级在
行政审批等方面开辟绿色通道，项目得
以签约后3个月开工、9个月一期达产。”
长寿高性能锂离子电池微孔隔膜项目
（法人）单位重庆恩捷新材料科技有限公
司总经理助理靖辉介绍，项目一期现已
全面建成投产，二期6条生产线预计明
年初将全面投产。届时该项目将成为西
部地区最大的锂电池隔膜生产基地。

市发展改革委相关负责人表示，四
季度全市上下将进一步做深做细市级
重大项目统筹调度工作，扎实开展好项
目前期工作，推进项目加快落地开工。
同时，加强在建项目跟踪监测，推动形
成更多实物量、投资量。

前三季度区县牵头市级重大项目投资进度达85.2%
九龙坡、高新区等6个区县提前完成年度计划投资

新华社北京10月25日电 中共中
央对外联络部发言人胡兆明10月25
日宣布：应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

习近平邀请，越共中央总书记阮富仲将
于10月30日至11月2日对中国进行
正式访问。

越共中央总书记阮富仲将访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