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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着丰富的冷水资源，想养冷水鱼
却缺资金、缺技术、缺思路——8月16
日，本报“跟着党报去扶贫——重庆日报
新闻扶贫大型公益活动”第七站关注了
彭水苗族土家族自治县润溪乡的现实困
境。稿件见报后，我市水产专家积极为
润溪乡冷水鱼养殖支招，建议当地因地
制宜选好品种，未雨绸缪拓展销路。

品种要根据流水情况确定

润溪乡地处摩围山下。从海拔1500米
的高山到海拔600米的河谷，摩围山整
个坡地的地面水、地下水最终都流到了
山下的莲花、麻池、凉水、岩角、肖家等5
个村，而这5个村都是贫困村。

去年，凉水村成立专业合作社，尝试
冷水养鱼，因为口感好，1万多斤鱼被一
抢而空。村民们备受鼓舞，准备大展身
手。可是，村民只会养“四大家鱼”（青
鱼、草鱼、鲢鱼、鳙鱼）和鲤鱼、鲫鱼等常
规鱼种。冷水中究竟养什么鱼效益更
大，村民发了愁。

“常规鱼种在冷水中不易生长，水温
要在20℃以上才行。而冷水鱼怕高温，清
冷、洁净、无污染的水环境最适宜它们生
长，尤其喜高山活水。”市水产技术推广总
站推广科科长、高级工程师翟旭亮说，目

前，我市主要的冷水鱼养殖品种有四类，
鲑鳟鱼、鲟鱼、大鲵和土著冷水鱼类。

其中，鲑鳟鱼是当前我市冷水养殖
的最主要对象，占全市冷水鱼养殖产量
的2/3以上，主要品种包括虹鳟和金鳟
等，以三倍体虹鳟为主；鲟鱼养殖品种主
要是施氏鲟、小体鲟、中华鲟和达氏鳇；
土著鱼养殖品种主要为“巫溪洋鱼”（裂
腹鱼）、城口鱄鱼（多鳞铲颌鱼）、云南光
唇鱼、裸鲤、棘腹蛙等。

据介绍，鲑鳟鱼生长水温要求不高
于20℃，称为冷水性鱼类；而鲟鱼、裂腹
鱼生长水温要求不高于27℃，称为亚冷
水鱼。

“润溪乡想发展冷水鱼，具体选择什
么样的品种，要根据当地流水情况来确
定，如水温、山泉流水量等。比如莲花村
的水温在10℃左右，凉水村的水温接近
于常温，可供选择的优质鱼种就不一
样。”翟旭亮表示会找机会对当地的水资
源进行实地考察，再对症开方。

养殖基地建设管理要规范

市农委渔业处调研员吴中华则建
议，当地应制定推行冷水鱼养殖基地建
设管理规范：设施标准要达到流水池建
设标准化、进排水设施优化，有可靠的枯

水期水循环利用设施、防洪安全设施以
及除沙设施、增氧设施、养殖废水处理设
施；养殖技术标准要达到养殖品种良种
化、饲料标准化、饲养技术标准化、环境友
好标准化；产品质量标准要有质量安全控
制点和控制措施，特别是要有产品质量分
级标准，实现质量不同分级产品价位不同
和优质优价，促进分销的针对性和有效
性，满足不同层次的消费需求。

翟旭亮也表示，要想养好冷水鱼，除
了优选鱼种，在鱼塘设计、鱼苗放养密度
等方面都有讲究，尤其要注意水质控制
以及溶氧。

以养殖虹鳟鱼为例，一般的虹鳟鱼
养殖场应建稚鱼池和成鱼池。稚鱼池一
般为圆形，面积 10-30 平方米，水深
20-40厘米；成鱼池一般100-200平方
米，水深70-90厘米，要有一定的坡度，
以利用水的自然落差来增氧。鱼池均应
统一标准，长方形、水泥结构，有利于饲
养、管理和控制鱼病，并符合虹鳟鱼喜逆
流的特性。鱼池依山而建较为理想，进
出水口处要安置拦鱼栅。

多种经营发展冷水鱼产业

发展渔业有风险，不仅是技术上的
问题，还有市场风险。

“光是闭着眼睛养，不注意看销路也
不行。”吴中华说，不仅要养得出来，还要
卖个好价格。

据了解，养冷水鱼比常规养鱼的收
益要高出很多。目前我市彭水、秀山、城
口等16个区县都有冷水鱼养殖，其中，
城口、彭水、丰都、巫溪鲑鳟鱼和裂腹鱼
养殖规模较大，武隆和奉节县主要进行
鲟鱼养殖。我市生产的冷水鱼产品主要
是以活鱼销售为主，而且主要面向餐馆
供应，产品的深加工能力不高。目前冷
水鱼加工品种主要以冷冻品、干制品、腌
熏制品为主。

“产业链条短，终端产品单一，这是
目前全市冷水渔业资源开发的通病。润
溪乡要发展冷水鱼产业，最好摆脱浅层
次、低水平状态，多种经营发展产业。”吴
中华说，比如，让冷水鱼与旅游休闲有机
结合，发展休闲渔业就是一条好路子，由
单一的冷水鱼养殖向设施渔业、游钓综
合渔业、景观渔业发展。

吴中华表示，山区流水养殖的方式，
注定不可能将规模做大，但分散经营，农
户往往难以承受风险。在发展冷水鱼产
业过程中，应鼓励龙头企业带领农户，或
成立协会、合作社提供帮助，将分散的农
户拧成一股绳，这样才能壮大冷水养鱼
这一特色产业。

我市渔业专家为彭水县润溪乡冷水鱼养殖支招——

因地制宜选品种 未雨绸缪拓销路
本报记者 向婧

8 月 14 日 ，石 柱 黄
水，雨过天晴，夕阳下的
月亮湖格外美丽。近年
来，当地持续推进生态
文明建设，生态环境越
来越好。

记者 卢越 摄

夕阳下的
月亮湖

本报讯 （记者 杨永芹）8月16日，来自市交委
和重庆交通开投集团消息称，根据主城区解决交通拥
堵三年行动方案，主城区将按照“抽密、填疏、补空”的
思路，分区域、功能完善公交线网结构，逐步调整现有
地面公交线网。2017-2019年，主城区将优化调整
120条公交线路，其中2017年优化调整线路40条。

目前，主城区公交开行线路600余条，投入运力
8000多辆。所谓抽密，即以轨道交通为主导，削减与
轨道交通走廊重复的公交线路，减少或缩短穿越性
长线路，将富余运力向公交覆盖薄弱区域和新建区
转移。

抽密公交高密度重复的区域和通道，如在主城
五大商圈、长江路、红石路通道等区域和通道，降低
线路重复系数，优化运力，提高公交通行效率。

对轨道交通未覆盖区域，主城区将设置公交骨
干线路，依托公交优先道提高骨干线的运行效率。

对于公交覆盖较薄弱的李家沱、西永、西彭、茶
园、水土、界石、鱼洞、礼嘉等区域，则根据客流增加
情况，适时增加公交线路和运力。

同时，针对部分轨道交通线路运能不足问题，将

灵活设置公交大站快车，疏解、分担轨道交通的客流
压力。

推广社区巴士模式，发展居民聚集区与轨道交
通站点间的支线公交，构建“最后一公里”出行网络。

例如，礼嘉、江北嘴、龙头寺、冉家坝、茶园、长生
桥等已开通轨道交通的区域，将加强公交覆盖，开通
接驳巴士，将轨道交通与沿线居民区联系起来。今
年底，轨道交通五号线一期北段、十号线一期将开
通，中央公园、园博园、照母山等区域将增加公交覆
盖面和接驳力度。

据统计，今年主城区将新增穿梭巴士及轨道接
驳线路不少于20条。

今年，主城区将全面推进线网优化工作。重庆
交通开投集团将对主城主要商圈、长江大桥、长江
路、嘉陵江大桥等区域和通道调整优化线网，并对重
庆北站、商圈、轨道沿线等线路进行运营时间优化。

根据规划，到2019年，主城区将建立“多层级、一
体化、多元化”的公共交通系统，实现居民出行更便捷，
乘坐更舒适，换乘更方便的目标。凡主城区具备公交
开行条件的区域，到2020年将实现公交全覆盖。

三年内我市将优化调整120条公交线路

本报讯 （记者 杨铌紫）8月
16日，梦想课堂第九届“爱心助飞梦
想 高考圆梦行动”结营仪式在江北
区行政会议中心举行。51名梦想学
子不仅收获了梦想伙伴，还获得共计
67.75万元的爱心资助。

梦想课堂“爱心助飞梦想 高考
圆梦行动”由市委宣传部、市教委等
部门指导，以贫困学子的实际需求为
主线，在帮助他们获得大学入学学费
的同时，还开设主题成长课程，通过
梦想课堂、志愿服务、拓展训练等活
动，促进学子们的综合能力，支持他
们顺利进入大学。该活动已连续开
展9年，募集善款430多万元，共计
资助贫困高考生390名。

7月13日，来自黔江、酉阳、秀山等
地的51名梦想学子开启了今年的梦想
之旅。他们为了自己的大学梦，到主城

参与暑期实践活动，在成长课程、城市
体验、公益体验、义卖报纸等活动中学
习知识、提升能力。最终，51名梦想学
子获得了67.75万元的爱心资助。

“我也是两个孩子的妈妈，当得
知这些梦想学子来自山区的贫困家
庭时，我觉得一定要为他们做些什
么。”朱渝兰是培训学校的一名老师，
从2009年加入高考圆梦行动，连续
几届都是孩子们的梦想伙伴。

潘倩是本届高考圆梦行动的领
队之一，也是第七届活动的梦想学
子，目前就读于上海海事大学。两年
前，朱渝兰成为了她的梦想伙伴，受
到朱渝兰的鼓励和启发，潘倩也加入
到各项公益活动中。

去年暑假，潘倩组织学校同学到
云南腾冲开展支教公益活动，今年，
她又换了一种身份回到高考圆梦行
动，带领学弟学妹们体验梦想课堂。
潘倩感触颇深：“我在这里度过了美
好时光，收获了知识和伙伴，现在回
来帮助其他学子圆梦，让我对感恩又
有了更深刻的领悟。”

本报讯 （通讯员 熊巍）国航
将于8月20日新开重庆—连云港—
大连航线，此举将进一步扩大三地间
的经济文化交流，为公商务和旅游旅
客提供了一条新的便捷通道。

该航线为国航独家执飞，航班号
CA4269/70，机型为新型波音 737
飞机，班期为每周一、四、七。航班时

刻为09∶30从重庆江北机场起飞，
11∶50降落连云港白塔埠机场，13∶05
从连云港白塔埠机场起飞，14∶20降
落大连周水子国际机场。15∶10从
大连周水子国际机场起飞，16∶30降
落连云港白塔埠机场，17∶15从连云
港白塔埠机场起飞，19∶45降落重庆
江北机场。

国航将新开
重庆—连云港—大连航线

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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堂

POVA是一个市场占有率很高的知
名电工品牌，其秉承的“12年质保免费上
门服务”理念深受消费者的好评。眼下
正值装修旺季，消费者对开关、插座产品
的需求激增。为避免选购到劣质开关、
插座情况出现，POVA为消费者选择开
关、插座提供了以下建议：

看外壳材料。以POVA为例，开关、
插座选用的都是PC料，正面面板和背面
底座都采用PC料。PC料又叫防弹胶，
抗冲击、耐高温、不易变色。质量差的开
关、插座，为降低材料成本，会将底座上
的PC料换成黑色尼龙料，产品性能当然
就大打折扣，肯定不宜选购。

看触点。触点就是开关过程中导电

零件的接触点，POVA触点偏大，并以银
镍合金作触点材料，导电性能好、硬度
好、不容易氧化。

看结构。以POVA开关插座为例，
其下壳体空间大易于散热，能减少电弧、
降低温度、延长使用寿命；其插座产品带
保护门，能保护孩童误接触安全。

看认证，选购时请确认产品上的
“3C”标志和标志下的企业代码，再看产
品是否通过了 ISO9001：2000 体系认
证。

更简单的办法，就是选购品牌知名
度高的开关插座产品，并尽可能到正规
厂家指定的经销商或销售点购买。

潘子奇

POVA普洛瓦教您选开关、插座
中国太平洋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丰都支公司成立公告
机构名称：中国太平洋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丰都支公司

机构负责人：雷晓峰 机构编码：000014500230
机构住所：重庆市丰都县三合街道南天湖西路名山大道80号5幢1-2、1-3

发证日期：2017年08月07日

邮政编码：408922 联系电话：17783627800
业务范围：在重庆市行政辖区内开办以下业务：财产损失保险、责任保险、法定责任保险、信用保险

和保证保险、农业保险、其它财产保险业务、短期健康险和意外伤害保险，上述保险的再

保险业务（按行政许可核定内容和期限从事经营）。

成立日期：2017年08月07日 发证机关：中国保监会重庆监管局

中国太平洋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武隆支公司成立公告
机构名称：中国太平洋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武隆支公司

机构负责人：于永康

机构编码：000014500232
机构住所：重庆市武隆区巷口镇长滨路318号6幢2-2号

发证日期：2017年08月07日 邮政编码：408500 联系电话：023-7778820
业务范围：在重庆市行政辖区内开办以下业务：财产损失保险、责任保险、法定责任保险、信用保险

和保证保险、农业保险、其它财产保险业务、短期健康险和意外伤害保险，上述保险的再

保险业务（按行政许可核定内容和期限从事经营）。

成立日期：2017年08月07日

本报讯 （记者 杨永芹）8月15日，记者从重庆
高速集团获悉，2017年重庆市高速公路星级收费站评
定结果出炉：目前我市高速公路星级收费站达到46
个，其中五星级收费站3个，四星级收费站14个，三星
级收费站29个，星级覆盖率19.4%。

收费站作为高速公路上的“窗口”，是高速公路管理
水平与服务能力的综合体现。目前，重庆高速公路通车
里程已达2818公里（含内环74公里），共有收费站237
个，收费车道1748条，日均服务70余万辆次。

市交委经过检查、评定、公示，最终G65巴南站、
G93沙坪坝站、G85九龙坡站3个收费站被评定为五
星级收费站，G75北碚站、潼南站、大足东站、永川站
等14个收费站评定为四星级收费站，璧山站、永川南
站、松溉站、G50s南岸站等29个收费站被评定为星级
收费站。

五星级收费站有何特点？以五星级G65巴南收费
站为例，该站通过安装二代ETC系统和增加自助收费设
备，车辆通行效率提高约七成。

我市评出
三个五星级收费站

梦想课堂第九届“爱心助飞梦想
高考圆梦行动”结营

51名梦想学子获近68万元资助

本报讯 （记者 李珩）8月15
日，记者从市卫计委获悉，根据《重
庆 市 残 疾 预 防 行 动 实 施 方 案
（2016―2020年）》，我市将把免费
孕前优生健康检查与婚前医学检查
相衔接，到2020年，全市目标人群
免费孕前健康检查率将达 80%以
上，产前筛查率达60%以上。

据了解，目前我市有 169.4 万
残疾人，如果采取适当措施，是可
以有效预防多数残疾的发生。“比
如唐氏综合征筛查，可以减少唐氏
综合征患儿的出生。”市卫计委有
关负责人介绍，我市将落实《产前

诊断技术管理办法》，资助开展唐
氏综合症、严重体表畸形重大出生
缺陷等产前筛查和诊断，逐步实现
全市怀孕妇女孕28周前在自愿情
况下至少接受1次出生缺陷产前筛
查。到 2020 年，产前筛查率达
60%以上。

同时，普遍开展新生儿疾病筛
查，逐步扩大疾病筛查病种和范围，
完善残疾儿童筛查制度，对0―6岁
儿童残疾初筛给予免费，建立贫困家
庭疑似残疾儿童诊断补贴制度。
0―6岁儿童残疾筛查率达 85%以
上，干预率达80%以上。

全市目标人群免费孕前健康检查率
2020年将达80%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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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接1版）
“这是用清水型生态系统构建起

来的‘水下森林’。”仲丽萍说，其基本
原理，就是以生态系统中完整的食物
链为基础，即从初级生产者到水体最
高消费者，充分利用食物链摄取原理
和生物间的相生相克关系，利用沉水
植物群落、鱼类群落、底栖动物群落、
微生物群落及岸带植物群落，构建完
善健康的生态群落结构，从而维持生
态平衡，达到水体中营养盐的转移及
削减，改善及提升水质。

正因如此，这片“水下森林”的构
成非常复杂，共有数十种水生动植
物。水生植物有苦草、黑藻、伊乐藻、
水毛莨、竹叶眼子菜等15种；水生动
物有乌鱼、鲶鱼、鲢鱼、无齿蚌、褶纹
冠蚌、铜锈环棱螺等30多种。

在水下种植这些水生植物的目
的是吸收水中的氨、氮、磷，净化水
质。但水生植物繁殖过多，又造成水
体的富营养化，因此，还得投放水生
动物，用来吃掉部分水生植物，使其
保持平衡。在这些水生动物之间，还
得投放不同种类的鱼类和底栖动物，
形成生态平衡。

而这些水生动植物大多是从外
地引进来的，所以还得经过较长时间
的调试，使整个水生态系统向本地转
化，使其趋于稳定。仲丽萍预计，观
音塘公园的这个清水型生态系统预
计可在今年底全面构建完成，实现稳
定运行。

建“水下森林”目的何在？

“这是我们突破水资源限制、打
造‘活力水城’的重要一招。”罗俊说，
璧山无大江大河过境，人均水资源量
仅为重庆的1/3，全国的1/4，属缺水
地区。穿城而过的璧南河是该区境
内最大河流，也只是发源于本地的一
条小河，来水少，河水自净能力差。

过去，璧山的小制鞋、小摩配、小
养殖遍地“开花”，使璧南河受到严重
污染，成为一条臭水沟。

从2010年开始，璧山采取“河外
截污、河内清淤、外域调水、生态修
复”的方式，大力治理璧南河，仅关停
的污染工业企业和养殖场，就分别达
到590多家和1100多个。在生态修
复措施上，该区先后建成了秀湖公
园、观音塘公园等18座湿地公园，作
为璧南河的清水补给源。

多年的“治河战争”，使璧南河的
水质由劣Ⅴ类提升为Ⅲ类，城市面貌
更是焕然一新。

但即便如此，璧南河在水质上与
该区提出的“水清、水畅、岸绿、景美”
目标仍有差距。其主要原因有二：一
是总长74公里的璧南河有30公里在
城区范围内，这部分河段基本上都是
硬化了河堤的“三面光”河段，使其自
我修复、自净能力差；二是作为清水补
给源的18座湿地公园，收集的主要水
源是地表水，本身水质也不够清。

罗俊表示，“水下森林”在观音塘
公园建设成功后，他们将迅速推广至
其它湿地公园，从而为璧南河提供源
源不断的清水来源。

有水的地方才有灵气。
作为一个缺水地区，这些年来，

璧山“无中生有”地建成了环境优美
的秀湖公园、观音塘公园等湿地公
园。它们成了璧山城区最为核心的
配套景观、最拿得出手的“城市名
片”，每年吸引数以百万计的区内外游
客前往休闲观光，这足以令人惊叹。

而通过建设“水下森林”，将这些
湿地公园的湖水变成清水、洁水，是
一项更为长远的打算。“这是要以水
的灵气带出城市的‘神’气。”分析人
士指出。

以水的灵气带出城巿“神”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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