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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记者 王金涛 周凯

地上的一株草，淹没水中长达半
年，还能存活吗？在长江上游最大的
江心岛——重庆市广阳岛，有一批顽
强的“草坚强”在展示着这样的“生态
奇迹”。

眼下正值三峡水库蓄水期，随着
长江水位上涨，环广阳岛消落带上郁
郁葱葱的草类植物被江水逐渐淹没，
但仍然可见鸟儿们在草丛中、浅水处
飞来飞去觅食，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
美景令人心旷神怡。

“等到明年春末三峡水库进入枯
水期，这些被淹没的草又会露出水面
继续生长，再次像绿色地毯一样环绕
全岛。”重庆广阳岛绿色发展有限责
任公司党委书记王岳说。

这些草为什么会淹不垮、冲不
走？王岳告诉记者，经过两年多的探
索，技术人员在广阳岛消落带上筛选
种植了20种耐淹适生植物，已形成狗
牙根、芦苇、巴茅等10大植物种群。
这些久淹不死的植物，让过去毫无生
机的消落带变成了生态带、风景带、科
普带。目前岛上被淹没或即将被淹没
的草本植物，都经过了连续两年的水
淹考验，每年水淹时间将近半年。

由于三峡水库的秋冬季蓄水要
升至175米水位、春夏季腾库要降至
145米水位，长江干流和部分支流两
岸便形成了40多万亩的消落带。广
阳岛位于重庆中心城区，生物多样性
丰富。其消落带长12千米、面积4平
方公里，是三峡库区消落带水位水文
特征较为典型的区域。广阳岛曾因
大搞房地产开发，破坏了生态系统，

“大开发”被叫停后，其按照“长江风
景眼、重庆生态岛”的定位重新规划，
成为三峡库区生态修复的先行区。

2020年，广阳岛开始重点探索
消落带治理。中国建筑设计研究院
是广阳岛消落带治理的技术合作方，
该院智慧生态研究所所长贺敏说，治
理前广阳岛消落带只剩下淤积的泥
沙、裸露的岩石及零星植物，且这里
的水位水文随季节变化无常，给治理
带来较大难度。

经充分调研、借鉴相关研究成
果，广阳岛公司和技术合作方根据季
节水位、江段特点，确定了固土护岸、
稳定植被、丰富生物多样性的消落带
精准治理方法：在水流平缓的回湾内
构建基塘，撒播狗牙根、牛鞭草等根
茎长的耐淹植物，减少水土流失；从
临岸到淹没区，依次种植耐淹的巴
茅、芦苇等高草和狗牙根、牛鞭草等
矮草，形成疏密有致、高低错落的林
泽湿地生态结构；疏通消落带内的小
水塘，使其与长江连通，在基塘内种
植水草，为鱼类、两栖类动物提供栖
息地；在岸坡稳定、食源充足区域，补
植芦苇、甜根子草等，为鸟类提供驻
足、觅食空间。

据悉，广阳岛按照“多用自然的
方法、少用人工的方法，多用生态的方
法、少用工程的方法，多用柔性的方法、
少用硬性的方法”修复生态，为三峡库
区消落带治理提供了新路径，2021年
入选联合国《生物多样性公约》第十
五次缔约方大会生态修复典型案例。

数据显示，目前广阳岛新增记录
鸟类20种，其中包括中华秋沙鸭等
珍稀鸟类。 （新华社11月22日电）

本报讯 （记者 黄乔）近日，重
庆日报记者从重庆江北国际机场扩建
指挥部获悉，我市机场改扩建工程正
抓紧建设，T3B航站楼钢结构工程已
经完成65%，力争年底实现整体屋盖
结构封顶。同时，黔江机场改扩建工
程也将在年底完工。

作为成渝世界级机场群双核之
一，江北国际机场正在加速建设T3B
航站楼及第四跑道工程。

据了解，江北机场T3B航站楼总
面积达36万平方米，是已投用的T3A
航站楼的卫星厅，也是目前全球最大
的单体卫星厅。该航站楼将通过跨座
式单轨与T3A航站楼无缝衔接，为旅
客提供候机和到达等服务。

今年上半年，江北机场第四跑道全
面启动场道工程，目前，飞行区地基处
理工程已完成80%。根据总体进度安
排，第四跑道预计2023年底基本建成。

“目前，T3B航站楼钢结构工程
已经完成总工程量的65%。”重庆江
北国际机场扩建指挥部相关负责人介
绍，今年年底前将实现航站楼整体屋
盖的结构封顶。届时，整个航站楼的
形态就可以完整呈现。

而在黔江机场方面，改扩建工程
已进入扫尾施工阶段，有望在今年底
建成投用。据介绍，新建的黔江机场
T2航站楼，总面积为12000平方米，
主要设施包括3座登机桥、7条安检通
道、10个值机柜台等。目前航站楼已
完成安检、行李、离港系统的安装及调
试，正在进行第三方检测。

除T2航站楼外，黔江机场改扩建
工程还包括新建7个C类停机位及配
套设施设备。预计到2025年，黔江机

场年旅客保障能力可达70万人次。
项目建成投用后，将进一步奠定

黔江作为渝东南及武陵山区综合交通

枢纽的地位，全面提升黔江机场综合
保障能力，真正建成武陵山区重要航
空门户和旅游中转港。

江北机场T3B航站楼力争年底结构封顶
黔江机场改扩建工程有望在今年底建成投用

□本报记者 黄光红 白麟
夏元 杨永芹

连日来，重庆交通开投轨道集团、
重庆市地产集团等单位和企业，科学
谋划、统筹安排、精准施策，实现重点
项目建设与疫情防控两手抓、两不误，
物资保障不断链，建设不停摆。

轨道在建项目实行全
封闭管理

“请大家戴好口罩，保持1米间
隔，提前打开渝康码。”11月17日上
午9时，在24号线一期工程商贸城站
施工现场，施工人员正在排队扫码测
温、通过实名制认证通道。

重庆交通开投轨道集团相关负责
人表示，目前，轨道交通项目工程全部
实施全封闭管理。每个工点原则上只
保留一个出入口，并对所有进出施工、
生活办公场地的人员、车辆查验“三
码”（场所码、行程码、健康码）和24小
时核酸结果。

中国铁建重庆轨道24号线一期

总包部负责人介绍，施工现场严格实
施闭环管理，定时对公共场所进行消
杀，常态化统计报告人员“双码”情
况；为职工量身定制“专属二维码”，
粘贴在安全帽后方，只需用手机扫码
就能实时显示人员信息；关键岗位人
员分片进驻，吃住在工点、工区或项
目部。

目前，重庆交通开投轨道集团在
建的4号线西延伸段、5号线北延伸
段、9号线二期、10号线二期等10个
项目工程正有序推进，59个工点正抢
抓进度加快建设。

重庆东站首段梁已经
完成浇筑

11月18日上午8时，一辆满载着
钢筋的货车，缓缓地停在南岸茶园重
庆东站钢筋加工厂，卸货、搬运，各个
工序井然有序。

“若不是项目部积极协调，工地可
能因物资供应断链而停工了。”中铁建
设重庆东站项目相关负责人表示，自
11月10日以来，中铁建设紧急从四

川达州等地协调调运来了急需的钢
筋。

物资到位，确保了中铁建设集团
重庆东站项目部2400多人、250多台
施工机械有序施工。重庆东站列车行
驶的地面层（高铁站承轨层）首段梁已
经完成浇筑，正朝着出站层结构施工
目标迈进。

重庆东站是我市新建的最大铁路
综合交通枢纽、重要门户枢纽，建筑规
模122万平方米，所需钢筋总量多达
36.6万吨、混凝土203万m3。其中中
铁建设所在标段负责重庆东站站房及
相关工程约56万平方米的工程建设。

“项目物资供应点分布在四川、河
南、河北、北京等地。受各地疫情影
响，部分道路限行，物资运输困难，现
场原材料紧缺。”该负责人介绍。

为确保项目如期推进，中铁建设
重庆东站项目部坚持防疫、施工“两手
抓”，抢抓储备建筑材料，积极协调紧
缺的混凝土、钢筋、周转料等工程物资
进场。自11月10日到16日，项目部
共协调钢筋2690吨、混凝土13000m3；
储备了15万个口罩、500升酒精，可满

足项目部1个月以上的用量。

“云巡查”由一周一查
改为两天一巡查

“只要点开App，就可查看所有
材料的入库量和库存量，了解工程建
设进度和施工质量。”11月 17日下
午，重庆市地产集团城发公司渝黔复
线高速公路连接道、新燕尾山隧道项
目相关负责人介绍。

针对疫情导致部分管理人员不能
到岗、各项目封闭作业困难等问题，重
庆市地产集团各项目部运用智慧工
地，加大“云巡查”力度。

该集团负责人告诉记者，集团在
建项目91个，其中市级重大项目21
个，6000多人奋战在施工一线。为确
保施工安全和质量，该集团各项目部
采取线上线下联动机制，加大网上审
批流程和线上会议，将云巡查频率由
一周一查改为两天一巡查，并24小时
实时监控值班值守和项目进展情况，
确保项目施工正常进行、管护工作正
常开展。

防控不放松 保障不断链 建设不停摆

重庆重点项目建设有序推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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淹不垮、冲不走——

重庆广阳岛有一批“草坚强”

10月21日，广阳岛，巴茅、粉黛乱子草等郁郁葱葱，游人正在拍照打卡、享
受美景。 记者 齐岚森 摄/视觉重庆

（上接1版）
为了提高工作效率，他们进行了

比以前还要细化的分工。“以前我们
有6个人，2个人负责一个板块的工
作。现在只有3个人了，就要每人负
责一个板块。”刘怡良说，虽然工作量
比以前更大，但为了班列的稳定运
行，大家辛苦一点也是值得的。

在鱼嘴站，办公室员工邹沅东
17日就进驻现场办公了。“原本我们
是两个人搭档工作，一个在办公楼
里，一个在铁路现场，两边有7公里
的距离，工作时需要经常往返。”邹沅
东笑着说，现在他一个人实现了办公
楼和铁路现场的“融合”办公。

他们的辛勤换来了成果。本月
截至20日，西部陆海新通道开行国
际铁路班列 40 列、铁海联运班列
169列、跨境公路班车306次。

各种应急预案保障通关顺利

11月15日，位于江津综保区的
重庆木买买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有
8票报关单申报错误，需要马上办理
更改备案和修撤单手续，否则将影响
企业报关。但受疫情影响，企业人员
无法到现场办理相关业务。

西永海关立即以视频会议形式与
企业开展“云交流”，线上核实情况、先

行处置异常、后续补交资料，当日即
确定了处置方案。通过启用“容缺办
理”应急措施，该关实现了疫情期间
24小时线上快速处置通关异常。

重庆铁路口岸也发生了类似情
况。

“几天前我们接到一家企业的电
话，说一批跨境电商出口货物已运抵
铁路口岸，但负责现场业务的工作人
员因为疫情防控原因无法到场配合
查验。”渝州海关监管科科长周柯说，
渝州海关为此第一时间开启应急通
道，指导企业远程开展“免到场”查
验，确保货物及时发运。

综保区、口岸是重庆重要的开放
平台，疫情期间它们都在保持稳定运
行，其背后的“法宝”，就是各类应急
预案。

比如，两路寸滩海关启用疫情期
间业务有条件“容缺办理”，确保了综
保区通关零延误。再如，重庆港海关
建立“日清”工作机制，专人督导每天
需要办理的货物查验、通关放行等业
务办结情况。

重庆海关相关负责人表示，疫情
之下，重庆海关正精准调整业务模式，
通过“线上前台”24小时通、及时发布
业务办理指南和紧急通关求助方式
等，全力以赴保运转、保生产、保主体。

本报讯 （首席记者 张亦筑）重
庆日报记者近日从西部（重庆）科学城
获悉，《重庆高新区 成都高新区“双
区联动”推动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
设行动方案（2022—2025）》（以下简
称《行动方案》）已正式出台，双方将联
合实施一批重大项目，在高质量现代
产业体系、西部科学城、高水平开放平
台、公共服务等方面实现共建共享，到
2025年，一体化发展水平明显提高，
支撑成渝双核联动战略的引领带动作
用进一步增强，成为助推成渝地区高
质量发展的强大引擎。

据介绍，在共建高质量现代产业
体系方面，双方将联手打造电子信息
世界级产业集群，共建西部大健康产
业基地、数字经济与新一代人工智能
创新发展示范基地，并协同推进金融、
人力资源等现代服务业高质量发展。

其中，在电子信息产业领域，支
持两地企业交互投资，推动一批重大
产业项目在两地协同布局，强化产业
要素集聚，推动产业特色化、高端化；
促进龙头企业在成渝地区扩大研发
生产布局，重点在智能终端领域实现
优势叠加、突破发展；推动重庆硅基
混合集成创新中心、华为成都研究所
等电子信息领域产业科技创新平台
建设。

在大健康产业领域，构建全产业
链产业谱系，突出错位协同发展，推动
成都天府国际生物城在创业孵化及技
术转移、医疗器械、合成生物学等领域
突破示范，打造世界级生命科学创新
家园；加快建设中国平安重庆高新区
大健康科技园、思拓凡西部科学城生
物药高端制造基地等重点项目，推动
重庆国家生物产业基地高质量发展，

打造专业化、高端化、制造与服务为一
体的“西部生命芯谷”。

在共建西部科学城方面，双方将
共建一批科学设施和研发机构，联合
争取国家重大科技计划项目，融入成
渝科技创新走廊建设，推动两地科技
成果双向转移转化，打造两地创新创
业共同体。

比如，共同争取国家重大科技基
础设施、科技创新基地等落地，整合两
地科研力量共建一批交叉前沿研究平
台，突破人工智能、基因治疗、脑科学、
纳米材料等关键领域核心技术。推动
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高新区协同创新
战略联盟建设，携手成渝地区高新区
共同打造成渝科创走廊，构建“成渝总
部研发+周边成果转化”协同创新及
成果转化模式。探索组建成渝产业技
术研究院，支持成渝地区高新区相关

机构与产研院合作共建异地研发中
心，依托产研院集聚科研人才、共用研
发平台，开展协同创新。

此外，双方还将共建川渝自由贸
易试验区协同开放示范区，打造内陆
开放门户。共享两地优质教育资源、
共建医疗卫生专家库，推动医疗服务
区域合作，提升医疗服务能力等。

据了解，重庆高新区、成都高新区
今年将推进实施首批14个重大项目，
包括华润微电子12吋功率半导体晶圆
生产线、中国科学院重庆科学中心、成
都广安生物医药协作研发产业基地
等。明年还将实施共建电子信息产业
科技创新平台、助力成渝工业互联网一
体化发展示范区建设、共建成渝地区国
家高新区一体化技术交易市场等22个
合作项目，加快提升产业竞争力、创新
带动力、开放影响力。

重庆高新区和成都高新区联合出台行动方案

今年实施“双区联动”首批14个重大项目

本报讯 （首席记者 龙丹梅）
近日，渝西水资源配置工程（下称渝
西工程）同心桥泵站泵房主体结构工
程全面完工，为明年具备向铜梁供水
条件打下坚实基础。据了解，今年
1-10月，渝西工程已累计完成投资
26 亿元，占年度投资目标任务的
89.6%。累计完成投资78亿元，占
工程总投资143亿元的54.5%。

重庆市西部水资源开发有限公
司相关负责人介绍，同心桥泵站投用
后，可将金刚沱泵站抽取的长江水加
压至铜梁同心桥水厂，并可从新建的

同心桥中型水库补充取水，保障铜梁
区南部片区生产生活供水。泵站设
计流量为3.3m3/s，设计扬程68.7m，
泵房内安装水泵机组3台套（两用一
备），每日可向铜梁供水28.5万m3。
自今年1月20日开始基础浇筑到完
成全部浇筑任务，总历时286天，比
计划提前14天。下一步，同心桥泵
站将开展水泵机组和电气设备安装。

同心桥泵站也是渝西工程继德
感泵站、渭沱泵站主体工程完工的第
三个泵站。目前，其余17个泵站正
同步有序推进。

渝西工程同心桥泵站泵房主体工程完工
今年1—10月已完成投资26亿元

本报讯 （记者 杨铌紫）11月
23 日 8 点 08 分，随着最后一次爆
破，重庆至昆明高速铁路川渝段（以
下简称“渝昆高铁川渝段”）首座瓦
斯隧道云雾山隧道顺利贯通，为实
现渝昆高铁川渝段早日建成通车奠
定了基础。

云雾山隧道位于江津区与永川区
交界地带，是渝昆高铁川渝段贯通的
首座瓦斯隧道，隧道全长2238米，由
中铁二院设计、中铁二局承建。

中铁二院渝昆项目隧道设计负责
人介绍，隧道主要风险有洞身穿越三叠

系须家河组煤系地层，为煤与天然气双
重瓦斯的低瓦斯隧道，隧道围岩软弱，
围岩级别以Ⅳ、Ⅴ级为主；同时，隧道
下穿马堰崖水库，施工作业风险高。

为克服不良地质影响并高效施
工，中铁二局一方面提高机械化工装
配套使用率，采用超前地质预报钻机、
湿喷机械手等工装，积极开展小改小革
工艺创新，应用隧道三维扫描技术等先

进手段，通过工装工艺保安全、保质量。
另一方面，制定瓦斯隧道专项施

工方案，加强瓦斯监测、检测，配置瓦
斯气体检测、人脸识别门禁、视频监控
等系统，实现全方位监控预警。此外，
还建立了瓦斯隧道管理培训中心，对
参建人员进行培训演练，确保瓦斯隧
道安全生产。

渝昆高铁项目建成后，重庆至

昆明将新增一条高铁大通道，极大
改善沿线居民的出行条件，构筑起沿
线地区经济生活“新版图”，对推动西
部大开发形成新格局，加强成渝地区
双城经济圈与滇中城市群之间的紧
密联系起到重要的促进作用，为长江
经济带区域融通联动提供强力支撑，
有力促进区域经济社会协调可持续
发展。

渝昆高铁川渝段首座瓦斯隧道顺利贯通

疫情要防住 经济要稳住 发展要安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