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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4月16日，这是中国钟表行
业史上一个值得铭记的日子——中国钟
表协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重庆厅正式对
外宣布，作为国产手表的骄傲，“山城”牌
手表获得德国天文台认证。这相当于

“钟表界奥斯卡”奖。
从破产到复出，从买国外机芯到自

主研发高端机芯，对高质量发展的坚持，
让老国货“山城”牌手表凤凰涅槃，成功
实现逆袭。

多方携手
“山城”牌手表在垫江浴火重生

“山城手表，家喻户晓。”上了年纪的
人一定对这句广告语不陌生。重庆钟表
厂成立于1963年，在上世纪七、八十年
代，作为重庆老字号的“山城”牌手表以
其经久耐用、时尚新颖名噪一时。那时
候，戴上一块“山城”牌手表，绝对算得上
时髦。

然而，从1988年起，盛极而衰的重
庆钟表工业公司首次出现亏损，随后一
发不可收拾。1997年，生产线全面停
产，2002年2月17日，市一中院宣布重
庆钟表公司破产。此后，“山城”牌手表
在市场上逐渐沉寂。

“山城”牌手表消失了，但重庆钟表
产业并没有“停摆”。2012年，我市出台
《消费品工业三年振兴规划》，提出发展
消费品工业一揽子计划，其中钟表产业
作为轻工业重要组成部分，拟通过引进
龙头钟表生产企业入渝，重拾重庆“钟表
梦”。

经过多轮接洽，2011年，市国资委、
垫江县、香港精密钟表厂有限公司三方
携手，在垫江中国西部（重庆）钟表计时
及精密加工产业园内，成立了重庆市钟
表有限公司，重新推出“山城”牌手表。

随后，企业独立设计制作完成的三
款“山城”牌手表正式亮相，引发本地消
费市场上的怀旧购买热潮。尤其是在解
放碑商圈举行的2014中国·重庆香港钟
表展示会上，重出江湖的“山城”牌手表
深受不少“老重庆”青睐，在为期10天的
展销中，“山城”牌手表共售出700多只，
金额150多万元。

“在‘山城’手表还未推出成品甚至
连设计图纸都没出来时，我们就已接到
订单。”重庆市钟表有限公司董事长黎衍
桥表示，随后在多次展会上，“山城”牌手
表均得到市场肯定，这给了企业很大信
心。他们相信，“山城”牌手表一定会再

度家喻户晓。

创新不止
走高质量发展之路

“山城”牌手表承载了许多“老重庆”
的记忆，然而，在竞争如此激烈的当下，
老品牌的复出，主打情怀显然是不够
的。曾经的名牌洗发水“奥妮”也尝试过
复出，但却以失败告终。

因此，黎衍桥一开始就从手表机芯
这一最关键的核心竞争力入手，走上了
一条创新不止的高质量发展之路。

从2011年企业建立之始，黎衍桥就
立项研发生产高质量机械机芯，先后投
入研发经费3亿多元，派出8批次20余
人到瑞士、德国等世界著名制表企业学
习，同时，企业也投资购置了当今世界最
先进的生产设备、检测设备。

“虽然设备先进，但在研发过程中，
我们同样遇到了诸多的困难和挫折。”重
庆市钟表有限公司技术总监郑荣贤说，
影响钟表精确走时的因素很多，并非有
了先进设备就能制造出优质的机芯。

他举例说，为了提高某个自动上条
零部件的工作效率和可靠性，研发团队
反复修改方案、反复试验，在经过上千次
的修改和工艺改进、材料改进后，才最终
达到设计要求；由于国外对相关资料严
格保密，为了弄清控制机芯走时精确度

的游丝几何尺寸及质量的关系，研发团
队自力更生，反复计算、分析影响精确度
的相关参数，通过几百次试验，才最终实
现稳定的精确走时。

这样的事情还有很多，但研发团队
硬是坚持了下来，攻克了一个又一个难
关，最终收获了成功——2015年9月9
日，企业研发的首款高端机械手表机芯
PT5000型问世，机芯满条后可持续走时
38个小时，走时精度为±12秒/天，达到
国际先进水平。

企业没有懈怠，而是经过不断优化
后，于今年进行了两批次的送检，分别
于1月 24日和 3月 26日，收到德国国
家天文台手表检测认证中心的认证报
告，公司送检的“山城”牌手表经过15
天严苛检验测试，以 24 小时走时误
差-3.8～+5.8 秒的优异成绩通过检测
认证。

“山城”牌手表领航
让“中国芯”走向世界

实际上，“山城”牌手表的成功，不仅
对企业意义重大，对于民族手表品牌的
崛起、中国制表业拓展全球市场、实现中
国由钟表生产大国到钟表强国具有深远
的影响。

“中国是一个钟表生产大国，但长期
以来，国产制表业一直落后于世界钟表
强国。”垫江县县长介绍，我国机械手表
机芯市场需求和生产量每年都有数千万
只，但可提供给品牌企业使用的机芯不
到10%，能提供给知名品牌企业使用的
更是寥寥无几。其主要原因，就是国产
机芯品质难以达到高端手表的精准要
求，造成国产手表的机芯，长期被瑞士和
日本垄断。而PT5000的问世，以及“山
城”牌手表获德国天文台认证，将打破这
一格局。

在4月16日当天的发布会上，重庆
市钟表有限公司就与我国知名的海鸥手
表签订技术合作协议，双方将通过技术
合作，实现互补，共同推进我国优质国产
机芯的生产与制造。

同时，与会的20多家行业协会和领
军企业共同发布了“中国钟表业高质量
发展倡议书”，号召钟表企业全面提升发
展质量，与国际先进水平对标并达标；优
先采用国产优质机芯，实现关键零部件、
核心技术的有效突破等等。

“借力‘山城’牌手表获得认证这一
契机，未来，我们的发展路径基本确立。”
黎衍桥表示，“山城”牌手表将从机械手
表和智能手表两个领域同时发力，通过
坚持技术创新，在机械手表领域，利用
PT5000和即将问世的“陀飞轮机芯”，加
强与国内钟表企业的合作，进一步拓展
国内市场，开拓国际市场；在智能手表方
面，则依托自身的研发能力，全面进入大
健康、即时通讯和智能终端等领域。

本报讯 （记者 廖雪梅）没
关系，打通主城向西大动脉的立交
工程一—含谷立交改造工程已于
近日正式开工了。

含谷立交是中梁山隧道扩容
改造系列工程之一，也是高新区新

宏大道与成渝高速的转换节点以及从含谷片区、白市驿北部片区进
入主城的主要入口。该工程起于成渝高速含谷立交西侧，止于中梁
山隧道扩容段，主要工程包括立交1座、桥梁18座、匝道10条，人行
地通道5个、人行天桥2座。改造工程完工后，成渝高速含谷立交段
通行能力将提高一倍，由现有双向4车道变为双向8车道。

据了解，为将工程施工可能造成的交通出行影响降至最低，含
谷立交改造工程施工将采用先打通外围匝道实现交通转换后，再进
行内围匝道建设的方法，预计2018年建好外围匝道，2019年实现交
通转换后进行内围匝道、桥梁、道路等施工，整个立交改造工程计划
2020年全面完工通车，将缓解高新区西区、含谷片区以及白市驿片
区进出主城方向的交通拥堵。

含谷立交改造工程开工
2020年通车后原有双向4车道将变

为双向8车道

本报讯 （记者 李星婷）4月16日，由市委宣传部牵头，会同
市委组织部、市教委、市农委组织的“乡村振兴报告团”走进璧山，开
启在渝西片区为期一周的宣讲。昨日报告团在璧山区的宣讲，深深
打动了现场听众，报告团成员鼓励大家勇当“领头雁”，投身到乡村
振兴的伟大战略中去。

4月16日下午，在璧山区文化艺术中心，来自璧山区各街镇的大
学生村官、第一书记、西部计划志愿者和基层单位青年干部，以及重庆
机电学院部分学生代表等近千名听众，听取了晏洲、彭阳、张雪、简义
相、杨大可、严克美6位报告人在乡村大有作为的故事。

几位报告人的演讲不时被阵阵掌声打断。“我是2001年从四川
农业大学毕业的大学生，这些年也在乡村创业，听完报告后我特别
激动。”重庆康朴农业发展有限公司总经理唐空军深有感触地说，实
施乡村振兴战略是党的十九大做出的重大决策部署，大家赶上了好
时代，有志之士一定要用好好政策，引导乡亲共同致富奔小康。

报告会结束后，几名报告人还与重庆机电学院部分学生代表和璧
山区青年代表进行了座谈。大家就乡村如何开展可持续发展产业、吸
引和留住青年人才、开展环境整治、如何搞好党建工作等进行了交流。

重庆机电学院大二学生王禄茜告诉记者：“几位报告人返乡创
业的故事深深感染了我。作为一名大学生，只有练就真本领，才能
为祖国的繁荣富强作出贡献！”

重庆市农业科学院农业工程研究所所长、重庆凯锐农业发展有
限责任公司董事长高立洪在听完报告后，告诉重庆日报记者，农业
工程研究所2016年在璧山区七塘镇喜观村打造了“喜观昆虫王
国”。如今，昆虫王国里有着上百种、约十万只昆虫。

“让异形瓢虫食用蚜虫，让蚯蚓分解废弃垃圾物……利用生物
食物链，我们打造了健康的循环生态农业，同时发展生态观光农业，
打造科普基地。”高立洪介绍，接下来，昆虫王国将进一步扩大规模，
完善基础设施，也欢迎更多有志于投身乡村振兴战略发展的高校大
学生，加入到团队中来。

“乡村振兴报告团”走进璧山

本报讯 （记者 罗芸）近日，沙坪
坝共享工投与中电光谷共同出资1亿
元，成立重庆大学城科技产业服务平台
公司，借大学城高校资源打造千亿级创
意城市。

中电光谷已在全国20余个城市开

发运营了各类主题产业园30个，在城
市产业转型和创新发展方面积累了丰
富的经验。中电光谷董事长黄立平表
示，该公司将与沙坪坝共享工投共同出
资1亿元，成立重庆大学城科技产业服
务平台公司，以沙坪坝区大学城内的重

庆大学、四川美院等高校资源为发力
点，通过制度创新、政策创新、模式创
新，实现各类创新要素集聚、创新能级
显著提升，努力将大学科技创新城打造
成成渝城市群创新引擎、中国西部“创
新智核”、国家“一带一路”创新合作平

台，建成智慧、生态、人文的科学新城。
“重庆大学城科技园最大的特点

是创意资源丰富，打造创意城市既能
有效利用资源，又能与其他科技园形
成错位发展。”黄立平表示，新成立的
重庆大学城科技产业服务平台公司将
设置独立的创新创业资金，进一步激
发区域内的“双创”潜力，推动区域内
高校实验室资源共享，提高资源利用
率，同时利用重庆大学的科技力量与
四川美院的创意资源打造创新核心平
台，使沙坪坝大学城科技产业园成为
产值千亿级的创意城市。

成立重庆大学城科技产业服务平台公司

沙坪坝大学城科技园将打造千亿级创意城市

打破国外垄断，跻身世界手表精密制造先进行列——

“山城”牌手表崛起记
本报记者 王翔

国际天文台认证，是指天文台认证机构在手表的检测认证中，对每一只
手表连续进行15～16天不同温度及位置的测试，对手表机芯、材质及工艺技
术有着严格的要求。国际上权威的天文台手表检测认证机构分别在瑞士和
德国。

什么是天文台认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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获得德国天文台认证的“山城”牌手表。 （垫江宣传部供图）

本报讯 （记者 夏元 通
讯员 张晓阳）4月 16日，重庆
日报记者从中铝西南铝集团获
悉，4月12日南海大阅兵式上出
现的部分战舰、战机上，有大批
中铝西南铝造提供的高精铝材。

据了解，此次亮相南海阅兵
大型战舰上的挡焰板、升降平台、
拦阻系统、防滑板等部位，以及战
舰上的歼击机、轰炸机、预警机等
装备，都有中铝西南铝提供配套
的型材、板材、锻件等大量关键铝
合金材料。这些铝合金材料都具
有高强、高韧、耐腐蚀等特性，以
前长期大量依赖进口。

为打破国外在高强、高韧、
耐损伤、抗疲劳、低密度等新型
铝合金材料制备的技术封锁，中
铝西南铝坚持创新驱动发展，推
动航空航天、国防军工装备配套
水平，先后为航空航天、国防军
工领域提供了大量高性能、高品
质关键材料。特别是随着国家
海洋发展战略实施，中铝西南铝
还不断加大对船舶用铝材开发
力度，相继获得中国、美国、法
国、英国、挪威和日本共6家船
级社认证，为国家实施海洋发展
战略提供了有力的材料保障。

本报讯 （记者 夏元）重庆日报记者4月16日从市经信委获
悉，今年一季度，全市100个工业重点达产项目合计完成产值221.7
亿元，其中有24个项目按期达产，完成产值148.1亿元。

市经信委介绍，一季度全市重点工业项目主要呈现3个特点：电
子行业项目贡献突出，在24个已达产项目中，有10个都是电子产业
项目，贡献产值120.2亿元；达产的龙头工业项目产值占比多，预计
年产值10亿元以上的11个龙头项目年内将按期达产；主城区重点
项目持续发力，一季度有6个达产项目位于主城区，完成产值99.3亿
元，占已达产项目产值67.4%。

一季度全市重点工业达产项目
完成221.7亿元产值

配套国产战舰战机

西南铝造高精铝材亮相南海大阅兵

▶中铝西南铝高精铝材生
产线。

（中铝西南铝供图）

（上接1版）
森林防护工作压力大、生态修复任务沉重……同样坐拥两山的

北碚区与沙坪坝区面临同样的烦恼。北碚区政协主席周继超说，
“四山”如果保护不好，很容易使主城沦为重污染区，建议建立国家
公园，实行统一规划和管理，“可在北碚先行先试，对缙云山风景区
内居民实施生态搬迁，为国家公园建设探索好的经验。”

同样，坐拥南山的南岸区正着力打造重庆（南山）城市中央山地
公园，目前已启动南山区域提升建设工程，完善南山污水管网体系，
改造南山林相，保护南山生态资源。南岸区政协主席甘联君建议，
南山已成为主城热门旅游目的地之一，当前南山发展面临的主要问
题是交通拥堵，建议高标准规划设计和建设南山交通等基础设施。

协同治理 做好“水文章”

流经沙坪坝、九龙坡、大渡口的跳蹬河，跨区域的缙云山、中梁
山，一度成为九龙坡区在河流治理和山体生态修复上的“心病”，九
龙坡区政协主席郑和平表示，由于河流治理和山体生态保护与修复
往往涉及相邻的多个区，各区之间步调不一致、协调难度大，不利于
整体协同治理，导致治理效果参差不齐。

周继超也认为，目前水环境的治理机制并不顺畅。北碚区嘉陵
江、梁滩河、壁北河、后河、胜天湖水库等重点水域均存在跨区域问
题，跨区域河流的管治容易出现巡查不到位、衔接不充分、问题与整
治脱节等问题，给水环境治理工作带来非常大的困难。比如梁滩
河，这些年北碚区花了不少的人力物力财力进行整治，但水质仍为
五类水体，并且时有反复。

“这个水体的好坏，取决于上游来水的污染程度。”周继超表示，
造成这种困境，主要是因为市里还没有在区县和区县相邻河段设置
应有的监测点，致使监控不得力、责任不明确。

郑和平为此强烈呼吁建立协同治理机制，“建议市级层面建立
相关的区县和市级部门联席会议制度，做到各区县各部门标准统
一、政策协调、同步推进”。

周继超则建议建立健全跨区水域“联防联控”机制，以河长制为龙
头，打破区域界限，以整条河、整个湖库为单位，制定“一河一策”“一湖一
策”，建立干支河流和上下游共治机制，加大全流域水质提升的合力。

“提升综合护水治水能力”，渝北区政协主席彭建康对此深有同
感，他建议综合考虑上下游同步、左右岸协调，实施干流与支流整体
推进、部门与区域间相互协作、水域与陆域共同治理，形成合力。“还
可以探索建立河长制APP，推进系统化、智能化管理。”

主城如何彰显山水之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