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讯 （记者 陈维灯）5月9日、10
日、12日，国家生态环境部分三批次对各地
环境违法案件进行挂牌督办，其中涉及重庆
的有7起。对此，市委、市政府高度重视，立
即责成相关区县整改到位。市环境监察办
于10日、11日、12日致函相关区县政府，督
促加快问题整改，相关区县党委政府高度重
视，立即行动，积极推动问题整改。

5月9日，生态环境部对中办督查反馈
的7起长江生态环境问题进行挂牌督办。

我市涉及3起，分别为万州区新田集镇码头
堆积大量砂石侵占岸线，合川区海常关造船
厂将修船打磨的铁锈和油漆散落在江滩上，
合川区盐井华新水泥有限公司生产过程中
产生巨大矿坑。

5月 10日，生态环境部在“清废行动
2018”专项督察行动中对我市2起案件进行
挂牌督办。分别是：南川区东城街道龙岩河
居委工业园区原双赢集团公司北固磷铵厂
生产磷铵过程中，产生大量磷石膏堆存于河
岸两侧，渗滤液处理站虽正常运行，但是防
渗措施不完善，堆场未见覆盖；丰都龙河镇
观音寺二组石庙梁子堆存生活垃圾约8000
吨，有焚烧痕迹。

5月12日，生态环境部公布“清废行动
2018”第二批25个挂牌督办问题，涉及我市
的有2起。其中秀山宋农锰业有限公司已
停产，生产设备已拆除，但其尾矿库位距离
梅江河岸100米，现有锰渣约20万吨，7万
余吨已经封场，尚有12万余吨未封场。秀
山阳雀湾矿业有限公司厂区南侧夹山中约

有3万吨工业固体废物随意堆放。
市委、市政府第一时间责成相关区县政

府和市级部门对生态环境部挂牌督办案件
和督查组交办的问题尽快落实整改，并做好
信息公开，对突出环境问题，要采取约谈、挂
牌督办、区域限批等措施，确保整改到位。
区县党委、政府也立即行动，积极推动问题
整治。

万州区环保局会同公、检、法对相关责
任单位主要负责人开展了环保约谈，要求在
5月15日前将堆积砂石全部搬离（目前，已
搬离7万吨，余下5万吨），对发现的环境违
法行为依法处罚，对涉嫌污染环境罪的依法
移交司法机关处置。同时，对全区沿岸集镇
码头进行集中清理，严格按照绿色胶网覆
盖，喷淋措施到位的要求整改。

合川区有2起挂牌督办案件需要依法
彻底整改，该区将对相关责任人依法依规
进行处理，依法取缔三江六岸挖沙采石并
做好复绿复耕，及时做好关闭煤矿的生态
修复。

南川区成立了由区委、区政府主要领导
任组长的领导小组，将通过专题研究推动整
改工作。要求立即形成整改方案，采取强力
措施，一个月内整改到位，同时，举一反三，
强化监管，规范处置固废危废。

丰都县也成立了由县委、县政府主要领
导任组长的领导小组，将立即形成整改方
案，在7月内整改到位。

此外，对于督查组交办的“小壁虎再生
资源有限公司在李家沱码头进行废料转运
回收，存在严重环境安全隐患情况”问题，
巴南区李家沱街道，李家沱码头等单位负
责人召开了专题工作会，要求各部门务必
高度重视，各司其职，对此加工点开展联合
执法，责令李家沱码头作为责任主体立即
对该加工点进行取缔，对相关生产设备和
违规搭建的厂房进行拆除，并将相关情况
函告李家沱码头上属公司重庆公运集团，
要求其在5月12日前全面拆除该加工点。
截至5月12日，该加工点的所有机器设备
厂房等已全部拆除。

重庆积极整改生态环境部督办交办案件
市委、市政府第一时间责成相关区县和市级部门落实整改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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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 杨永芹）5月8日，来自市交委和中铁建重庆
投资集团有限公司的消息称，渝黔高速扩能工程重庆段有望2020
年建成通车，届时从重庆到贵阳车程将节约1小时左右。

渝黔扩能工程全线（重庆到贵阳）全长约367公里，其中，重庆
段全长99.95公里，设计时速100公里，这也是继渝蓉高速之后，重
庆第二条全线设计六车道的高速公路。扩能工程重庆段平均每9
公里设置一处互通，每33公里就配备一个服务区，共设有3个服
务区。

目前，从重庆到贵阳走老渝黔需要4个多小时。渝黔扩能项目
通车后，从重庆到贵阳车程不到4小时，预计比老路节约近1个小
时。“渝黔高速扩能项目的建设，也将极大改善渝黔高速的拥堵状
况，缓解渝黔高速车行压力。”市交委称。

扩能工程重庆段建成后，市民驾车经绕城高速可在忠兴互通上
道。工程全线起于绕城高速忠兴，经巴南、万盛和綦江，止于綦江安稳
镇小张坝附近省界，并与兰海高速G75（兰州—海口）的崇溪河至遵义
段崇遵高速扩能工程相接。同时，设安稳互通与老渝黔相连。

“扩能工程重庆段已于去年开工建设，目前整个项目推进顺
利。”项目建设方中铁十四局相关负责人称，项目有望2020年建成
通车，工期较原计划有所提前。

渝黔扩能重庆段2020年通车
届时从重庆到贵阳车程节约1小时左右

据新华社成都5月12日电 汶川地震十周年国际研讨
会暨第四届大陆地震国际研讨会12日在四川省成都市开
幕，国家主席习近平向会议致信。

习近平指出，今年是汶川地震十周年。在中国共产
党坚强领导下，汶川地震灾区恢复重建工作取得举世瞩
目成就，为国际社会开展灾后恢复重建提供了有益经验
和启示。

习近平强调，人类对自然规律的认知没有止境，防灾减
灾、抗灾救灾是人类生存发展的永恒课题。科学认识致灾

规律，有效减轻灾害风险，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处，需要国
际社会共同努力。中国将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
坚持以防为主、防灾抗灾救灾相结合，全面提升综合防灾能
力，为人民生命财产安全提供坚实保障。希望各位代表围
绕本次研讨会“与地震风险共处”的主题，踊跃参与，集思广
益，为促进减灾国际合作、降低自然灾害风险、构建人类命
运共同体作出积极贡献。

国务委员王勇出席会议，宣读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的
致信并致辞。

习近平向汶川地震十周年国际研讨会
暨第四届大陆地震国际研讨会致信

重 庆 环 保 督 察 在 行 动

38岁的杨斌是黔江区金洞乡
大垭村村民。1999 年 11 月的一
天，在外打工的他被一辆大货车撞
倒，随即被送进医院。住院半年期
间，杨斌始终没有苏醒成了植物
人，医生让其家人准备后事。面对
突如其来的灾难，杨斌的母亲何争
鸣悲痛不已，却不甘心儿子就这样
离开自己。

何争鸣将杨斌接回家，每天用
鸡肉、大骨、蔬菜熬成汤，用纱布过
滤成汁后，再通过针管注射进杨斌
的胃里，日复一日延续着儿子的生
命。同时，她整天坐在床边为儿子
进行按摩，每天按摩 1000 次左
右。手按肿了又酸又痛，就用热水
敷一下再接着按摩，累了就趴在床
边睡一会儿。3个多月后，杨斌竟
然苏醒过来了。

19年过去了，在母亲的悉心
照顾和呵护下，如今的杨斌不仅能
站起来扶着墙壁走路，还能洗衣、
看书和下棋。何争鸣用母爱让儿
子开始了新的生活，感动了无数
人，2006年被授予“重庆市优秀母
亲”称号。

特约摄影 杨敏

车祸中成了植物人

母爱让他

站起来

鹅岭二厂、洪崖洞、湖广会馆……今年
五一期间，这些景点成为游客们来重庆的

“打卡”必到之地。可是，如果你只是来这些
地方走一圈、拍张照就离开，就有点遗憾了，
因为这些网红景点都有着很深的文化内
涵。今天，重庆日报记者就带你走近这些景
点，更深入地了解它们。

鹅岭二厂 打造印刷博物馆

5月10日，尽管已经过了五一假期，仍
有不少游客在鹅岭二厂文创公园游玩。他
们三五成群，要么在那些别具特色的工业建
筑和文创商店前“凹造型”，要么在咖啡馆门
口举着自拍杆“咔嚓”一下。

印制二厂的前身，是民国时期的中央银
行印钞厂，游客大多并不了解，这里曾是重
庆的彩印中心和西南印刷工业的彩印巨
头。1950至1970年代，在重庆，凡是带色
的纸片儿，差不多都是在这里印的。

随着时代发展，曾经轰鸣的机器渐渐停
歇，二厂逐渐淡出人们的视线。2014年初，

岭空间当代艺术中心创始人周迓昕拿到了
印制二厂工业遗产改造项目，计划将其打造
成二厂文创公园。

去年6月，不动二厂外部的一砖一瓦，
在自带怀旧风格的厂房基础之上，经过改造
的二厂文创公园正式开园，这座差点荒废的
老厂以最文艺的方式“活”了过来。

周迓昕告诉重庆日报记者，为了更好地
体现二厂的文化内涵，展现印刷的历史，目
前，他们正着手在园区内打造一家小型的印
刷博物馆，馆内将会陈设二厂过去的印刷设
备，展示印刷制版的工艺，揭秘造币技术中
水印的制作工艺。同时还会邀请游客展开

互动，让他们自己体验水印制作等。印刷博
物馆预计在今年10月之前开馆。

“除了展示印刷文化，还有一种文化是
重庆建筑中特有的文化，可能也是此前大家
忽略了的，我们正准备把它推出来。” 周迓
昕所说的，就是“天台文化”。

周迓昕称：“天台是重庆建筑的一大特
色，它是我们的生活场所，小时候，妈妈会在
天台上晒被子；它也是我们的社交空间，小伙
伴们喜欢在天台上聊天、玩游戏。现在，天台
成了观景平台，成了户外休闲空间。从小的
视角来看，天台是我们自己家的天台，从大的
方面来看，天台也是城市景观的一部分。”

因为得天独厚的地理位置，二厂的天台也
是观赏城市山水的绝佳地方。据悉，今年6
月-10月，二厂将会在它的7个天台上开展与
重庆年轻人相关的文化活动，包括展览、音乐
会等，“让外地人逐渐关注重庆的天台文化。”

洪崖洞 苏轼、黄庭坚曾在此题刻

五一假期，洪崖洞景区“热”得发烫，接
待游客达14.2万人次，同比增长120%。由
于形似宫崎骏动画《千与千寻》里的场景，洪
崖洞近几年已成为重庆的人气地标之一。

（下转2版）

鹅岭二厂、洪崖洞、湖广会馆……不要“打个卡”就走

这些网红景点的文化值得品味
本报记者 兰世秋

何争鸣最高兴的事就是和儿子交流，教儿子说话。

何争鸣和丈夫跟儿子一起吃饭。 在母亲的照顾下，杨斌已经能站起来扶着围栏走路。

本报讯 （首席记者 陈钧）5月11
日下午4时，一票企业提前申报的泰国
虾无纸化报关单直接进入海关申报，海
关关员快速接单、审核，10分钟就完成
通关准备。而这时，这批泰国虾还在飞
机上，晚上7点抵达江北机场即可实现
电子放行。这些生鲜产品最快将于次日
凌晨摆上柜台。

快捷的背后，得益于重庆海关实行
的“一次申报、一次查验、一次放行”。重
庆安捷国际运输代理有限公司关务经理
郑影告诉记者，以前，海关查验和检验
检疫是“串联式”，分开作业需要两头
跑；现在是融为一体，一次查验，只需凭
海关放行指令就能提货，确实省事了不
少。

随着出入境检验检疫管理职责和
队伍划入海关，重庆海关通过对海关旅
检监管、货物通关作业、运输工具登临
检查、报关报检企业资质注册等7个业
务领域进行整合优化，让重庆口岸通关
效率大幅提升。重庆海关相关负责人
介绍，机构改革后，货物通关通检由原
有的7个环节缩减为4个环节；碰到要
查验的货物，由江北机场海关通关科负
责对随机查验指令进行快速对碰，通常
在一分钟内即可确定货物是否需要查
验或检疫，现场海关可以在一次查验中
同时实现对货物的查验和检验检疫，进
而实现“一次放行”。

除了通关效率的提高，共用查验场
地也为企业带来不少便利。重庆通达
报关服务有限公司关务经理董骏翔告
诉记者，公司经常为其他公司代理报关
三文鱼，这些冰鲜货物需要冻库保温，
以前江北机场的冻库设置在航空隔离
区内的出境仓库，我们不仅需要办理隔
离区临时通行证，时间还耗在货物的转
场和接驳上。现在航空隔离区外的进
境仓库内分别设立了移动冷藏、冷冻库
和抽样检疫检验室，为我们节省了办理
相关证件和转场的时间，“改革才半个
多月的时间，企业就节省了经费近万
元。”

近日，重庆辉丰至远进出口贸易有
限公司关务专员杨丹切实体会到了改
革带来的便利——她在两路寸滩海关
业务窗口只用不到半小时，就成功办理
了报关、报检两种资质的备案；而在过
去，需要跑对应的海关和原出入境检验检疫局两处，提交两份备案
材料。“以前办理报关报检资质，跑两趟不说，算上路上的时间得花
一两个工作日，现在半小时就办妥了。”杨丹高兴地告诉记者。

据介绍，作为出入境检验检疫管理职责和队伍划入海关总署后
的一项业务优化整合，4月20日起，企业只需通过“单一窗口”网上
申请后，向所在地海关任一企业管理业务窗口递交申请材料，即可
同时获得报关报检资质，实现了“一次登记，一次备案”，对于企业来
说，关检“两头跑”的时代落幕。截至5月11日，重庆已有103家新
增注册企业通过这种方式快速办理了备案。对改革前已在海关和
原检验检疫部门办理了报关和报检注册登记或者备案的企业，原报
关和报检资质继续有效。仅办理了其中一种资质的企业，6月1日
起，可以通过“单一窗口”补录相关信息、资料，补录信息后将同时获
得双重资质。

重庆海关关长刘魏巍表示，目前海关正以全国通关一体化改
革为抓手，把握转变优化职能这一关键，加快推进关检全面融合，
重点打造江北机场关检全面融合“样板间”和西永海关“查检合一”
试验田，进一步促进通关便利化。以重庆江北机场海关为例，改革
后，货物申报时间缩短约50%，生鲜查验时间缩短约60%，快件通
关时间节省一半；旅客行李物品查验通道增开一倍。同时，非工作
时间7×24小时通关人力资源节省30%，“一次查验”人力资源节
省50%，旅检现场关员从每班组9人增加至14人，人力资源不足
问题得到一定程度缓解。监管设备场地实现整合共享，监管合力
进一步增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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