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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冬天，对文成明来说，特别的不
一样。

往年这个时候，他或是提心吊胆，生怕
哪天煤不够了机组难以稳定运行；或是往
返奔波于采购煤炭的路上……文成明是华
能珞璜发电公司总经理，他和同行，都把这
段难熬的时间，称作“迎峰度冬”。

2017年入冬以来，文成明终于能够
忙里偷闲，厂里不仅有充足的煤源，价格
还低于周边省市电厂的采购价。

事实上，重庆境内的所有火电厂和
重点用煤工业企业，都过上了这样的好
日子。

一切，源于一纸信守承诺的协议。

一次相助 结下友谊

近年来，随着煤炭去产能大力推进，
重庆电力电煤保障面临十分严峻的考
验。特别是2016年夏季，重庆出现连续
高温天气，统调电网10次刷新电网负荷
新高，最高用电负荷达到1815万千瓦，
同比增长37%，为重庆有用电记录以来
的最高值。特别令人忧虑的是，在当年
冬季用煤高峰即将来临时，重庆电煤库
存跌破最低警戒线。

电煤告急！
情急之下，市经信委带领市内主力电

厂，远赴市外寻找煤源。关键时刻，陕西
煤业化工集团有限公司（下称陕煤集团）
伸出援助之手，帮助重庆缓解燃眉之急。

在与陕煤集团接触过程中，重庆开
始酝酿与陕西省开展长期能源合作，并
试图寻找一种多赢格局，将合作关系稳
固下去。

随着煤炭去产能的推进，国家发改
委推出了产能置换政策。按此政策，各
省市推出的落后产能按规定减量折算后
交易置换。市经信委审时度势，根据重
庆煤炭保障长期缺口较大的局面，向陕
煤集团抛出了“煤源保障+产能置换+储
煤基地”的全面合作方案。

煤源保障，指陕煤集团按照约定每
年向我市供应相应的煤炭量，并锁定销
售权和价格，重庆主力电厂向陕煤集团
购煤均执行长期协议价。

储煤基地指陕煤集团在我市指定单
位承担在渝电煤储备任务，在珞璜、涪
陵、合川、万盛等地常态储煤不低于50
万吨，以保障重庆企业用煤之需。

产能置换则是指重庆作为回报，将
两批煤矿去产能折算指标共计910万
吨/年，分别提供给陕煤集团用于该集团
重点项目建设。

方案一抛出，陕煤集团立即表示，可
以进一步商谈。2016年11月2日，陕煤
集团董事长杨照乾率队来渝考察，与我
市政府相关领导进行了工作会谈。

同年冬季，重庆除了全国存在的煤
炭供应偏紧共性问题外，还存在煤源、运
力、水电、通道短缺“四碰头”的特殊困
难，电力运行保障形势更加严峻！

合作迫在眉睫，协商加紧推进。
2016年 12月 9日，市经信委与陕

煤集团签订战略合作协议，约定双方建
立长期合作关系、锁定供煤数量、开展
产能置换、建设储煤基地等内容，达成

“煤源保障+产能置换+储煤基地”的合
作共识。

手中有“粮” 心中不慌

2017年元旦刚过，重庆市政府向国
家能源局报送了《关于恳请支持将我市
关闭煤矿去产能指标减量置换用于陕西
煤业化工集团有限责任公司重点煤矿项
目核准的函》。

产能置换开始有序推进——
去年3月3日，万盛经开区与澄合矿

业签订战略合作框架协议，正式商谈山
阳煤矿产能置换工作。

6月19日，市经信委、煤管局、陕煤集
团、万盛经开区等有关部门组织召开陕煤
集团山阳煤矿煤炭产能置换座谈会。

6月22日，市政府再次向国家能源
局报送《关于我市关闭煤矿去产能置换
指标用于陕西煤业化工集团有限责任公
司重点煤矿项目核准有关事宜的函》。

6月27日，市经信委与陕煤集团签
订产能指标置换协议，双方省市政府分
别致函国家能源局，对产能指标置换涉
及煤矿去产能后的职工安置及社会稳定

等工作做出承诺。
……
10月18日，国家能源局批复同意重

庆第二批826万吨/年产能指标主要用
于陕煤山阳煤矿等重点项目建设核准。

至此，重庆两批煤矿去产能折算指
标共计910万吨/年产能成功用于支持
陕煤集团重点煤矿项目建设。

另一边，陕煤集团副总经理王增强
先后10余次召开专题协调会，研究出台
6个专项文件，将协议明确事项纳入陕煤
集团内部绩效考核内容，确保了协议全
面兑现。

根据市经信委运行局提供的数据，
2017年以来，陕煤集团已累计向重庆供
煤514万吨，同比增长260%。到2020
年，陕煤入渝量每年将突破1000万吨。

同时，陕煤集团安排3亿元专项资
金在重庆常态储煤不低于50万吨。目前
珞璜、涪陵、合川、万盛4个储煤基地项目
在7月全部启动，去年9月27日，四基地
储煤总量首次达到50.4万吨，提前两个月
完成双方约定的50万吨储煤目标。

2017年入冬以来，重庆重点企业煤
炭供应充足，价格平稳，目前主力电厂均
执行长协价，相比市场价格平均低60
元/吨以上。

国电投重庆电力公司总经理龙泉说，
陕煤入渝为重庆提供了资源保障及价格
优惠，对重庆主力电厂和重点工业企业保
煤保供，为平抑重庆煤炭市场，缓解重庆
用煤需求，真正起到了“压舱石”“稳价器”
的积极作用，其意义长久、巨大、深远。

正是如此，才有了这个冬季文成明
们忙里偷闲的好日子。

开创省际能源战略合作新模式

陕渝两地能源战略合作，开创了省
际“煤源保障+产能置换+煤炭储备”的
合作新模式。

一年来，陕渝能源战略合作，不仅得

到了两省市党委政府相关领导的亲切关
怀，也得到了国家发改委、国家能源局、
中国铁路总公司及西安局集团公司、成
都局集团公司的大力支持和帮助。加上
陕西省发展改革委、重庆市经信委、陕煤
集团等部门和单位积极作为，紧密联系，
合作取得了丰硕的成果。

“产能置换”为陕煤集团新增矿井资
源、构筑全新产业布局创造了条件，“陕
煤入渝”为陕煤集团锁定重庆煤炭销售
市场奠定了基础。

按照双方框架协议，到2020年，陕
煤集团每年向重庆供煤将达到1000万
吨，这相当于重庆在陕西开设了一座年
产1000万吨煤炭的大型煤矿，常年直供
重庆工业企业。

由于陕煤集团对重庆重点用煤企业
价格按照“不高于长协价、不高于市场
价”的原则结算，目前的结算价格与市场
价比，平均每吨低60元。同时，陕煤集
团在渝常态储煤按年周转量150万吨计
算，加上煤炭销量的逐步提升，能够有效
抑制重庆煤炭价格波动。

综合匡算，重庆与陕西的能源战略合
作，每年产生的直接收益不低于3亿元。

作为陕渝能源战略合作的具体经办
人之一，市经信委副主任涂兴永表示，双
方的能源战略合作，是尊重市场规律的合
作，是优势互补的合作，是互利共赢的合
作，是国内跨区域煤炭产供需合作的首
创。一年来的实践表明，双方信守承诺，
务实推进，全面兑现了双方达成的协议。

对此，杨照乾表示，双方能源战略合
作，既是陕煤集团发挥国企责任，保障重
庆煤炭长期稳定供给的需要；也是立足
于陕煤集团长期战略，拓展西南大市场，
布局长江大物流的发展需要；更是落实
国家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提高供给
体系质量，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的创新
实践，“下一步，陕煤集团将全面推动与
重庆多层次的合作，实现双方长期合作
共赢发展，共创新时代美好未来。”

谋双方之需 解燃“煤”之急
——写在陕渝能源战略合作一年间

本报记者 郭晓静

本报讯 （首席记者 张珺）
重庆日报记者1月1日从市公安局
交巡警总队获悉，重庆交巡警日前
已启动我市城市道路“提速”工程，
定下“三步走”策略：第一步，解决
内环等城市快速路限速过低的问
题；第二步，对城市道路立交节点限
速标志进行优化调整；第三步，全面
提升城市路网整体限速值。

总队相关负责人介绍，就全国
而言，城市道路限速一般按照道路
设计速度取值，且所有车型限速
均为同一数值，这种规定主要是
从安全性上考虑。而重庆是山地
城市，由于地貌条件、建设成本等
原因限制，在道路规划建设时往
往取下限值。

近年来，我市城市道路主次干
道基础建设、配套设施、交通设施、
电子设备等均进行了升级改造，整
体通行能力均得到了较大提高。
但道路限速值仍按道路投入使用
时的限速值予以管理，未根据基础
设施的逐年改善予以调整，严重制
约了道路通行效率的提升。

市交巡警总队秩序支队相关
负责人介绍，从2015年开始，总队
就对道路限速值进行研究调整，采
取分车型限速管理，通过对小客车
和其它车型采用不同的限速值，以
此来提升小客车的运行速度，又管
住其它重点车辆的交通安全，取得
了一定的成效。

城市道路限速过低，影响整个
城市的交通运行效率，其中突出表
现在内环等城市快速路部分路
段。重庆交巡警首先解决城市快
速路限速过低问题。

交巡警总队秩序支队相关负
责人介绍，内环快速路石子山立交
至石马河立交段在实施道路拓宽、
降坡等工程改造后，道路线形条件
等技术指标得到提高，经相关部门
共同综合论证，现已将石子山立交

至石马河立交路段双向限速由
60km/h 调 整 为 小 客 车 限 速
100km/h、其它车型限速80km/h；
将高家花园大桥双向由小客车限
速80km/h、其它车型限速60km/h
调整为小客车限速100km/h、其它
车型限速80km/h。

第二步，交巡警将对城市道路
立交节点限速标志进行优化调整。
主要包括三个方面：第一，针对路侧
无临空、临崖等危险，且线形及行
车视距条件较好的立交匝道，对其
限速标志进行拆除；第二，对路侧
无临空、临崖等危险，但视距条件
受弯道影响的，将匝道限速标志改
为警告标志和建议速度标志，以达
到警示和告知的作用；第三，对于临
空、临崖、高架等事故多发的立交匝
道，合理调整限速值及标志设置位
置，如利用LED改变限速标志、在夜
间开启等方式，保障车辆在通过这
些特殊路段时的安全。

第三步，将综合道路交通环
境、车辆实际运行速度监测、安全
事故研判等各种因素，开展我市城
市道路提速相关工作的研究论证，
全面提升城市路网整体限速值。
秩序支队相关负责人介绍，拟将根
据道路等级和设施状况优化道路
限速值。其中，封闭式城市快速路
限速值最高可提升至100km/h；其
它城市快速路和有中央分隔带的
双向六车道（及以上）主干道限速
值最高可提升至80km/h；无中央
分隔带的双向六车道（及以上）主
干道和有中央分隔带的双向四车
道主干道最高提升至70km/h；无
中央分隔带的双向四车道道路限
速值最高提升至60km/h。

目前，交巡警已经对内环快速
路（石马河段）、南岸区海峡路等道
路限速值进行了调整，分别提升了
20km/h，数据监测显示，“提速”后
车辆运行速度提高了12%。

重庆城市道路“提速”工程启动

快速路小汽车最高限速值
将提升至100公里/小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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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 杨永芹）1月
1日起，重庆取消征收主城区路桥
通行费，绕城高速公路及其以内渝
邻、渝涪、渝湘、渝黔、成渝、渝遂射
线高速公路按高速公路收费规定、
标准及方式收取通行费。1月1日，
重庆日报记者从重庆高速集团中渝
公司获悉，元旦假期，市民购买高速
公路通行费套餐的车辆明显增加，
购买套餐车型小车相对较多。

1日，为确保更多市民了解相
关信息，中渝公司在绕城高速32个
收费广场设置便民服务点和展板，
提供收费政策咨询等。

同时，针对市民踊跃购买套餐
增加的现状，中渝公司延长购买时
间：每天8时到17时，暂停周末休
假；通过发号办理、简化流程、引导
用户手机自助购买等方式提高办理
效率等。

重庆高速集团提醒，购买套餐
后，套餐用户在有效期内，通行重庆

高速公路只能使用本车通渝记账卡
（不再领取通行卡），方可免缴套餐
路段的通行费。

另外，用户购买套餐后，以下情
况仍需缴纳套餐路段的通行费：

（1）套餐有效期外。
（2）超限货车的超限部分。
（3）进入高速公路时未使用本

车通渝记账卡。
（4）套餐有效期内，通渝记账

卡因欠费等异常原因被列入黑名
单，在黑名单状态解除前，用户需在
收费站现场以现金方式缴纳高速公
路通行费（包含套餐路段的通行
费）。

因系统故障、卡片自然损坏等非
用户原因导致的用户通渝记账卡无
法使用（包括通渝记账卡黑名单原因
消除24小时后仍无法正常使用），用
户现场缴纳通行费后，可拨打023-
12122或到重庆高速ETC自营网点
申请套餐路段的通行费退费。

即使购买了高速公路通行费套餐
这些情况仍需现场缴费

◀2017年的最后一天，嘉
华轨道专用桥施工现场依然热
火朝天。元旦小长假期间，该
工地上100多工人仍坚守在一
线工作岗位，确保工程进度。

记者 郑宇 通讯员 李云
艳 摄

轨道专用桥
工人坚守岗位

鲜花鲜花扮靓扮靓
新年新年

（上接1版）
下午5时30分，重庆日报记者随铜梁龙舞表演

队进入现场，只见这里不同区域已站满了等待的人
们，现场秩序井然。最引人注目的是，工作人员正在
把印有重庆标志的中国红围巾免费发放给大家，喜
庆、热烈的气氛愈加浓烈起来。

6时正，随着镶嵌有2668片水晶的水晶球缓缓升
起，盛典活动正式开始。

在美中友好协会常务副会长李丽和著名主持人
Allison共同主持下，中国驻纽约总领事章启月、重庆
市旅游局局长刘旗、美中友好协会会长张锦平等来到
舞台中央，章启月和刘旗分别用中英文发表了新年祝
福，并送上了对中国、对重庆的美好祝愿。

据了解，自2011年以来，中国元素便进入纽约时
报广场新年倒计时盛典。今年，作为纽约时报广场新
年倒计时活动官方指定合作城市，重庆将众多旅游形
象推广融入其中，面向活动现场及观看电视转播的全
球观众，展示了“山水之都·美丽重庆”的独特魅力。

紧接着，来自重庆铜梁龙舞表演队的艺术家们
登台，近6分钟的时间里，七男一女通力合作，动作
行云流水，霎时，一条金色、红色和蓝色相间，长15
米的铜梁龙，迅猛、矫健地飞跃在纽约时报广场，熠
熠生辉。

为契合新年氛围，进一步增加表演的观赏性，本
次表演的铜梁龙加装了专门研制的LED重力感应光
源，表演时龙头、龙身、龙尾都会随着玩舞的力度和快
慢而发出耀眼的光芒。经典美观的龙头、浑圆壮实的
龙身、力量感十足的龙尾，配以《川江号子》《太阳出来
喜洋洋》《三峡情》等具有浓厚重庆元素的曲调，以及
《中国范》《龙的传人》等在海外颇具认知度的音乐，彰
显出一种“靠得住、顶得起、过得硬、容得下”的精神面
貌。

当天一大早，铜梁龙舞表演队还登上水晶球现
场，接受了美国四大电视台之一的福克斯电视台以及
纽约电视一台的直播采访。“我主持了6次盛典中的
中国演出活动，今年是第7次了。重庆铜梁龙舞是第

一次登上水晶球并接受美国电视台直播的中国表演
队。”美中友好协会常务副会长李丽说，铜梁龙舞表演
既是一次成功的文化交流，也是一种有益的思想碰
撞，希望能在更多的世界舞台上呈现中国文化的源远
流长和勃勃生机。

“太激动了！”在现场，重庆籍华人容晓梅兴奋地
拉着重庆日报记者的手说，自从听说铜梁龙要来盛典
上表演，自己就专门留出了时间，驱车12个小时，从
北卡罗来纳州赶来，“祖国的强大是所有海外华人的
骄傲，我虽然离开重庆29年了，但乡愁难忘，来自家
乡的信息总是让人魂牵梦绕。我想通过你们，问候我
在重庆的老师同学们，我很想你们，希望大家在新的
一年里身体健康、心想事成！”

“精彩！棒极了！”和容晓梅一同来的还有她的朋
友夏约翰，“我一直十分关注中国，中国文化博大精
深，希望能在美国多看到这样的表演，也希望能早一
天到重庆去看看。”

纽约的午夜，寒风刺骨，仍有不少人在等待见证
那激动人心的时刻。零点，随着新年钟声的响起，大
屏幕上显示出“新年快乐”的字样，水晶球缓缓降落，
新的一年在充满希望中来到了……

铜梁龙舞震撼纽约时报广场
（上接1版）据了解，重庆主力电厂及重点
企业向该集团购煤均执行低于市场价格
60元左右的长期协议价，仅此一项，全年
重庆企业至少可节约成本3亿元。

与此同时，重庆将去除的两批煤炭产
能按照国家标准折算为产能指标共计910
万吨/年，分别置换给陕煤集团用于该集团
小保当二号煤矿、澄合矿业山阳煤矿等重
点项目建设，目前已经国家能源局批复核
准。其中山阳煤矿取得我市产能置换指
标后，预计本月即可正式投产，其年产300
万吨销售权将全部由重庆锁定并将定向
销售给重庆工业企业。

框架协议还约定陕煤集团分别在珞璜、
涪陵、合川、万盛等地常态储煤不低于50万
吨。目前，4个储煤基地项目均已全部启动，
去年9月27日首次达到储煤50.4万吨，提前
两个月达到储煤目标。截至去年11月底，4

个储煤基地滚动储煤已达102万吨。
从双方合作1年的成果来看，陕煤集

团为重庆带来的大量稳定供煤和常态储
煤，起到了“定心丸”和“稳价器”的效果，
保障了重庆电力企业和重点工业企业煤
炭供应充足，运行平稳。

市经信委副主任涂兴永表示，双方合作
以来，陕煤集团新建矿井核准顺利获批，重
庆重点工业企业获得了充足的煤炭供应，区
域煤炭价格长期稳定，且平均价格低于周边
省区市场价，实现了双赢。同时，双方的合
作开创了“保障供给+产能置换+物流投资”
的新模式，受到国家发改委、国家能源局、中
国煤炭工业协会等多方关注与认可。

按照约定，2018年陕煤入渝总量将不
低于750万吨。同时，陕煤集团还将不断
扩大在渝投资，拓宽合作领域，深化合作
成果。

重庆与陕西创新能源战略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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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月 1 日，新年
第一天，市民在南山参
加“巴渝十二峰”越野
挑战赛。
记者 卢越 摄

◀1 月 1 日，
江北观音桥步行
街 ，鲜 花 装 扮 街
头，为节日增添了
几分喜庆，让市民
对新年的美好生
活多了几分期盼。
记者 罗斌 摄

“巴渝十二峰”
越野挑战赛
鸣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