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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 陈维灯）7月17
日，重庆日报记者从市环保局获悉，重
庆正式印发《重庆市餐饮油烟污染整治
工作方案（2018-2020）》，3年内将完
成8600家餐饮业、企业食堂及公共机
构食堂的餐饮油烟治理。同时，在居民
住宅楼内的餐饮服务项目，将被清理整
治。

市环保局总工程师向霆介绍，餐饮
油烟是大家最常见，最容易接触的大气
污染物之一，油烟中包含了PM2.5、挥
发性有机物等污染物，不仅影响人体健
康，还会造成空气质量下降，是夏季臭
氧超标的重要来源。

统计数据显示，2017年，全市工商
注册登记餐饮单位达到15万余家，近
90%的餐饮单位没有安装符合规范要
求的油烟净化设施。2017年全市餐饮
油烟扰民投诉达4997件次，较2013年
上升了50%，对餐饮油烟污染的治理，
显得尤为迫切和紧要。

向霆介绍，《重庆市餐饮油烟污染
整治工作方案（2018-2020）》是全市
污染防治攻坚战启动以来，大气污染防
治方面出台的首个专项工作方案。

“餐饮油烟的整治将分阶段、分区
域、分类型推进，用3年时间整治达标
完成8600余家。”向霆告诉重庆日报记
者，餐饮油烟整治的范围包括了全市行
政辖区内餐饮业（包含餐饮服务单位和
排放油烟的食品生产、加工企业），企业
食堂及公共机构食堂等，但不包括居民
家庭烹饪。今年内，重庆将率先完成
1500家规模以上餐饮业、企业食堂和

700家公共机构食堂油烟治理或提标
改造工作。

该方案要求，全市餐饮业、企业食
堂和公共机构食堂都需要办理完备的
手续，安装油烟净化设施或者采取其
他污染防治措施，处理后的油烟全部
接入专用烟道，厨房内无其他散排口，
专用烟道要经现场检查无“跑冒滴漏”
现象。同时，油烟净化设施须正常运

行，其他污染防治措施必须落实到位，
经处理后烟气中油烟、非甲烷总烃等
指标应达到规定放标准，油烟净化设
施需定期清洗和维护，其他污染防治
措施也需要定期维护。此外，在居民
住宅楼、未配套设立专用烟道的商住
综合楼，以及商住综合楼内与居住层
相邻的商业楼层内，将禁止新建、改建
或扩建产生油烟、异味、废气的餐饮服

务项目。如有违法违规现象，将依照
相关法律法规进行处理。

“现在我们看到很多小餐馆就只有
一个排风机，没有任何净化设施。”向霆
介绍，这些餐馆可以通过加装静电式油
烟净化器、紫外线灯管和活性炭吸附等
方式进行油烟处理。一般的小餐馆，加
装一个静电式净化器大概需要3000
元-5000元。

全市污染防治攻坚战启动以来首个大气污染防治专项工作方案出台

3年内完成8600家餐馆食堂油烟治理 本报讯 （记者 廖雪梅 实
习生 杨千帆）市城管委7月17日
公布了6月主城“扬尘整治”巡查通
报情况，大渡口区中国华冶科工集
团有限公司建桥C区华冶科创中
心工程等12个项目因为扬尘控制
不力受到通报批评。

按照相关规定，被通报的施工
企业应在公告之日起5日内整改。
整改不到位的企业可能被纳入“施
工企业不良信息”黑名单。这些被

“拉黑”的企业，不仅参加招投标活动
会受到限制，自公布之日起1年内，
银行将对其不予发放、新增贷款。

6月主城“扬尘整治”巡查通报公布

12个工地控尘不力被通报批评

本报讯 （记者 杨永芹）7月
17日，重庆联合产权交易所集团发
布消息称，重庆市公共资源交易平
台积极做好“加减乘除”，进一步巩
固了改革效果——2018年上半年，
平台实现交易额1648.7亿元，同比
增长21.6%。

做“加法”，提高了平台辐射
力，激发了市场活力。目前，重庆
市公共资源交易平台已建立了超
过5000个经常性投资机构和投资
人信息库，重庆市公共资源交易网
每周访问量达15.9万人次。上半
年，平台为依法必进场项目增值
（溢价）和节约资金约104.2亿元。
同时，平台承接了世行贷款项目在
重庆的电子招投标试点工作和西
南片区铁路建设工程招投标业务，
还开发了中西部唯一一家加工贸
易废料交易平台。

做“减法”，大幅降费减负。平

台整合后，积极降低服务收费。数
据显示，2018年上半年，收费降幅
达18%，每年减少收费近3亿元。
同时，取消软件开发商向招标投标
市场主体收取软件使用费，每年可
为企业节省成本超3000万元。

做“乘法”，提升服务质效。目
前，平台已经形成“云＋网＋端”运
行模式，正在推动全流程电子招投
标“一张交易网”。电子化后，开评
标环节可节时50%以上，每年可为
企业节约人工、交通等成本2亿元
以上。

做“除法”，打破利益捆绑，全
面排查公共资源交易全过程的廉
政风险点，平台保持了违法违纪违
规行为“零”发生，确保了交易更透
明。平台通过推进“互联网+公共
资源交易”，及时发现串标线索并
向监管部门报告。上半年，12家企
业因串标受到监管部门处理。

重庆市公共资源交易平台交易额
上半年同比增长21.6%

本报讯 （首席记者 陈钧 实习
生 陈俊玲 唐璨）7月17日，重庆日
报记者从中新示范项目管理局了解到，
近日，两台从迪拜进口的中东版帕杰罗
汽车在西部物流园重庆铁路口岸掏箱，
这是通过中新互联互通项目“南向通
道”，首笔以信用证结算的平行车进口
贸易，也是内陆第一单以信用证结算的
平行进口车贸易，这标志着多式联运平
行车进口信用证业务在“南向通道”探
路成功。

据介绍，信用证是一种银行根据进
口人（买方）的请求，开给出口人（卖方）
的一种在一定条件下保证付款的银行
保汇文件。而中东地区的汽车市场是

卖方市场，此前当地还没有通过“信用
证结算+海铁多式联运”进行整车出口
的先例，供应商均不接受海铁多式联运
的信用证。在此背景下，供应商仅将汽
车发往天津港、青岛港、大连港、上海港
等沿海港口，但中国内地没有海铁联运
提单信用证用于整车进口的先例。

“南向通道”的开启推动了“信用证
结算+海铁多式联运”汽车进口业务。
而重庆自贸区整车进口企业和银行的
对接，推动了重庆农村商业银行与迪拜
MAS银行的沟通协调，铁海联运信用
证得以开立，企业通过“南向通道”顺利
完成进口运输和结算。这不仅解决进口
商海外采购融资问题，也规避了境内预

付款境外不发货的风险，保障了进口商
资金安全。

这两台迪拜进口车此前经海运抵
达新加坡，再从新加坡转运至广西钦州
港，最后经铁路运往重庆。铁海联运将
传统方式从沿海口岸订车到提车的等
候时间缩短了2/3以上，大大提高了进
口商资金回流速度。同时，也大为降低
了传统方式从沿海口岸转运的运输成本
和财务成本，增强了进口商市场竞争力。

中新示范管理局有关负责人表示，
此条整车进口通道将有力促进来自中
东等地的进口汽车更快速地进入内地
消费市场。下一步，“南向通道”将加大
进口整车保障力度，实现众多高端品牌

整车和零配件从世界各地进口直达重
庆并分拨至内陆市场，满足市场对进口
汽车的消费需求。

据悉，相比海上贸易规则，陆上贸
易规则因为涉及各个国家铁路的物权
问题，因此规则的制定和探索更为复
杂，今年3月 23日，首批批量化以信
用证结算方式进口的12台平行进口
车，通过中欧班列（重庆）从欧洲运抵
重庆铁路口岸，为陆上国际贸易结算
和融资扫除了障碍，开启了铁路运输
的信用证结算批量化之路。重庆探索
出的铁路信用证结算方式，也为全国
铁路国际贸易结算提供了可借鉴可复
制的蓝本。

内陆第一单铁海联运信用证进口整车抵渝
标志多式联运平行车进口信用证业务在“南向通道”探路成功

重 庆 环 保 督 察

在 行 动

7月17日，渝州路某餐饮企业，环保工作人员和部分餐饮企业代表在查看厨房的排烟系统。
首席记者 崔力 摄

主城因控尘不力被通报批评的12个工地

城区

渝中区

大渡口区

江北区

沙坪坝区

九龙坡区

南岸区

北碚区

渝北区

巴南区

两江新区

违法单位

重庆城鹏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中国华冶科工集团有限公司

重庆市第六建设有限责任公
司

重庆中鹏建设有限公司

山河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山东省水利工程局有限公司

四川永存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重庆嘉逊建筑营造工程有限
公司

重庆迎龙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四川中鸿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中国建筑新疆建工集团

重庆中环建设有限公司

违法地点

化龙桥“重庆天地”项目

大渡口区建桥C区华冶科创中心
工程

大渡口区“融创春晖十里”项目

“欧鹏·央著天成二期”项目

海尔路“中亿阳明山水1号楼及
车库工程”

大学城“重庆商务职业学院旁河
道整治工程”项目

大杨石组团远基项目C地块14、
15楼及地下车库项目

茶园“荣盛华府三期”项目

蔡家“碧桂园长桥江山”项目

“重庆松芝汽车空调有限公司厂
区工程”项目

协信星澜汇住房和三期集中商
业项目

“礼悦路道路及配套工程”项目

让优秀传统文化在校园“圈粉”
沙坪坝区采取名师引领、课程植入、实践体验等方式激发学生学习兴趣

师资培育
人人都是学习者、传播者

“这样的培训让我们明确了在教
育教学中还缺少什么，增加了对优秀
传统文化的热爱。”

“我们愿意学习优秀传统文化，传
播优秀传统文化，让师生都能从中受
益。”

……
沙坪坝区从2014年开始，连续在

全区开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培训，把
加强教师队伍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培
训作为一项系统工程来整体规划、精
心设计、分步实施、持续推进。“我们与
重庆华夏国学研究院合作，开展中华
优秀传统文化教育的通识培训、骨干
提高培训和高端研修，从不同层次提
升教师优秀传统文化修养。”沙坪坝区
教师进修学院相关负责人说。培训
中，沙坪坝区根据不同层次教师特点，
突出“博、专、深”，最后落脚在引领学
生发展中的“用”，让传统文化教育从
书本走向学生生活。在目前举办的4
期培训班中，有500多名教师受益。

中华传统文化源远流长，既有书
本中的“文化味”，又有实践中的各项
传统技艺。为让学生更深入走进优秀
传统文化，沙坪坝区在“传统文化进校
园”开展中，各校根据实际，开设了不

同传统文化项目，邀请非遗传人进校
园担任指导，并培训学校教师。

大学城树人思贤小学的舞龙开展
得有声有色，学校专门聘请了龙文化
传人陈道全担任教练，学校还成立了

“师贤龙舞队”，几乎每位老师都能懂
舞龙、会舞龙。在沙坪坝区儿童艺校，
学校的艺术专业“四川清音”特地邀请

“四川清音传承人”刘靓靓执教，不少
老师也跟着当起了“徒弟”，以便更好
的指导学生。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为民族发展、
壮大提供了丰厚滋养，无论哪种形式，
每一位教师在培训、学习中都担任了
优秀传统文化的学习者、传播者，也促
使了优秀传统文化在沙坪坝区每一所
校园持续深入的推进。

课程植入
让优秀传统文化“活”起来

一把小圆刀，在手上左右“扭腰”，
虽然动作算不上灵巧，也还像模像样，
再用磨砂纸在木块上摩擦，原先粗糙
的木块变得光滑……这幅“小徒弟”初
学雕刻的模样正是沙坪坝区二塘小学
黄杨木雕课上的生动画面。据悉，学
校结合地域特色，让学生学习、了解黄
杨木雕的制作和相关知识，培养学生
的专注精神和坚持不懈的意志力，并

在其中感受优秀传统文化的魅力。
今年儿童节，沙坪坝区儿童艺校

举行的“儿艺诗词大会”精彩纷呈。这
样的活动在学校并不是一时兴起。学
校专门设置了阅读课程和诗词课程，
让学生在字里行间感受传统文化的魅
力。不仅如此，该校在2012年被评为
全国第一批中小学中华优秀文化艺术
传承学校，学校已开发多类艺术校本
课程，其中就包括了非物质文化遗产
磨漆画和四川清音。其中，“玩艺”磨
漆画以油画颜料为主，通过课程学习，
让学生表达情绪情感和愿望、反映社
会生活、体验快乐。四川清音最早传
唱于民间，为让其更加符合儿童特性，
学校为老曲填词，赋予其更多儿童气
息和时代感。几年来的探索让学校取
得不俗成绩，在全市、全国多次获奖。

做中学、学中做，在学与做中将优
秀传统文化精髓自然融入孩子心田，
让优秀传统文化在校园里“活”起来。
据悉，该区不少学校结合实际，引进具
有地域特色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开发
新颖的优秀传统艺术课程，学校形成
了自己的校本教材。双碑小学以背靠
歌乐山的地理环境为优势，开设了研
究歌乐山黄泥的泥塑课程；大学城人
民小学引进景德镇陶瓷的专业技术和
专业人才，搭建专业烧瓷场地，陶瓷课
程日渐成熟；七十一中将川剧和蜀绣

纳入教学大纲，形成特色课程……沙
坪坝区正以其独有的形式让优秀传统
文化在校园发光。

实践体验
学生变身传统文化“小粉丝”

“没想到川剧表演的唱腔、表演和
服装灯光都这么引人入胜。”

“演出非常精彩，让我感受到了革
命者顽强不屈的精神。”

……
不少学生第一次近距离观看川剧

《江姐》这一传统戏曲后，纷纷变身“小
粉丝”。

据悉，这是沙坪坝区教委与区文
化委联合开展的“戏曲进校园”系列活
动之一，除了川剧，还有京剧折子戏也
给不少学生带来极佳的视听体验。仅
在2017年，沙坪坝区引进重庆市京剧
院的优秀折子戏到大学城一小、青木
关中学等 10 所中小学进行现场演

出。区教委相关负责人介绍：“我们注
重优秀传统文化理念与实践的结合，
以中华传统的手工项目为主，开展中
小学艺术实践工作坊展示活动，把优
秀传统文化的精华寓进学生生活。”

阳光家园小学的“阳光小染”工作
坊就有着生动的实践。学生在工作坊
亲手制作的古香古色的抱枕、团扇、手
帕等，既美观又实用，让扎染这一民间
印染形式深受学生喜爱。“看似简单的
扎染背后，是严格的工艺流程，一步没
做好就会影响整个效果。要想染成什
么花色，学生都要动脑筋思考、动手实
践。”该校负责扎染的老师介绍。

随着沙坪坝区“传统文化进校园”
的深入，几乎每一个学校都形成了自
己的传统文化特色。凤鸣山小学的国
画手绘工作坊、64中的青峰沙画坊、实
验一小永祥小学的木头艺术工作坊、
树人思贤小学的师生舞龙队……这些
学校在区内外的大小活动中大放异
彩，也让优秀传统文化的种子在学生
心中深深扎根。

学校是进行优
秀传统文化教育的
重要阵地，如何让
优秀传统文化精髓
如细雨润物般流淌
进学生心田，让学
生形成正确的世界
观 、人 生 观 、价 值
观？

舞龙、扎染、四
川清音……沙坪坝
区中小学校深入开
展中华传统文化教
育，积极培训师资，
充分挖掘本地传统
文化教育资源，开
发 校 本 课 程 和 教
材，开设选修课和
学生社团活动，带
领全区中小学生领
悟中华传统文化之
美，传承中华优秀
传统文化之精髓。

周珣 余麗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