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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 陈维灯）
10月17日，巫山集中开工38个
重点项目，总投资103亿元，涉
及基础设施、工业商贸、城市建
设、社会民生、文化旅游、休闲地
产六大领域。

巫山县相关负责人介绍，在
基础设施领域，最重要的是双龙
大桥的建设。双龙大桥全长
1381米，其中路基长1040米，
含特大桥一座341米，设计标准
为四级公路，双向两车道。该大
桥建成后，将连接巴雾村、金花
村、水田村、高羊村、金坪乡与双
龙镇，为区域城乡统筹发展，经
济社会进步起到重要的推动作
用。

在文化旅游领域，巫山开
工建设“三峡记忆·南陵古道”
项目。该项目位于巫山县城南
岸的南陵居委，与县城隔江相
望。巫山县旅发集团与深圳前
海中承文旅联合斥资20亿元，
在这里倾力打造集山地运动、
休闲度假、文化体验于一体的

新型三峡生态旅游标志性景
区。该项目的实施，对丰富巫
山县旅游产品，促进全域旅游
创建，提升城市品位，有着重要
的意义。

同时开工建设的三峡·云
嶺江山项目位于曲尺乡哨路村
摩天岭森林小镇，是巫山县与
重庆日报报业集团在摩天岭的
又一重大招商合作项目，将重
点围绕森林度假地产和特色商
业街，把摩天岭规划建设成为
一个高品质的，集休闲、康养、
度假中心于一体的文化康养森
林度假胜地。

该项目位于曲尺乡哨路村
摩天岭核心区域，距神女峰机场
5公里、距巫山县城20公里，距
在建早阳高铁换乘中心25公
里，机场、高铁、高速、长江黄金
水道立体交通网络四通八达，四
周风景名胜区环绕，北有大昌古
镇、小三峡，西有白帝城、瞿塘
峡，东有巫山神女峰等，区位优
势明显，发展前景广阔。

巫山集中开工38个重点项目
总投资103亿元

两江新区将建内陆贸易创新发展
中心——重庆日报记者从两江新区了
解到，《重庆两江新区深化服务贸易创
新发展试点实施方案》（以下简称《方
案》）已于近日正式出台。

该《方案》提出，两江新区要以深
化试点为契机，带动全市服务贸易创
新发展，构建内陆地区服务贸易创新
发展中心、“一带一路”与长江经济带
服务贸易开放发展重要枢纽。这些目
标将如何实现？

17日，重庆日报采访了两江新区
有关负责人，对此进行了解读。

重点培育“重庆服务”品牌优势
2017年两江全域服务贸易达100亿美元

两江新区有关负责人介绍，今年
6月1日，国务院批复同意在包括两江
新区在内的17个试点地区深化服务贸
易创新发展试点，试点期限为两年。
此次深化试点是在之前两年的服务贸
易创新发展试点（2016年2月—2018
年2月）实践基础上的“试点升级版”。

“为此，两江新区党工委管委会开
展了多次试点深化专题研究，编制完
成了《方案》，并于近期由市政府发布
实施。”该负责人说。

《方案》指出，两江新区充分发挥
中国（重庆）自由贸易试验区政策创新
优势、中新（重庆）战略性互联互通示
范项目平台功能，坚持现代服务业与
先进制造业融合发展，推动体制机制
和商业模式创新，培育“重庆服务”品
牌核心优势，全面构建内陆开放新格
局。

据了解，近年来，在一系列创新举

措的推动下，两江新区服务业呈现发
展快速、结构优化、整体向好的基本态
势。第三产业增加值从 2010 年的
455.91 亿 元 ，增 加 到 2017 年 的
1285.24亿元，占比达到50.7%。服务
贸易规模也随之不断提升，2017年，
两江新区全域服务贸易实现100亿美
元。

明确八项主要任务
提升“制造+服务”“贸易+服务”

“贸易数字化”水平

《方案》明确了八项主要任务，共
25条具体工作，涵盖进一步完善管理
体制、进一步扩大对外开放、进一步培
育市场主体，进一步创新发展模式，进
一步提升便利化水平、进一步完善政
策体系，进一步健全统计体系，进一步
创新监管模式等。

据了解，在进一步扩大对外开放
方面，两江新区将集成自贸试验区、中
新互联互通项目的政策优势，在金融
服务、信息通信、专业服务、文化服务、
医疗、教育等领域先行先试开放范围、
开放力度。

在进一步培育市场主体方面，两
江新区将建立服务贸易新旧动能转换
创新研发基地，推动产学研一体化的
科技、知识成果转化交易；建设两江新
区“政府主导搭建、企业为主体、市场
为导向”的公共服务平台，构建以平台
为支撑的知识密集型服务体系。

在进一步创新发展模式方面，两
江新区将探索“一带一路”和长江经济
带联结点的“贸易+服务”特色出口，
创新跨境《（区域）全程供应链物流及

综合管理服务、国际铁路联运运单项
下信用证的国际贸易结算、“一带一
路”跨境贸易展示交易、自贸试验区框
架下期货保税交割。

“今年上半年，两江新区数字经济
营业收入642亿元，增长24.7%。”两
江新区有关负责人表示，《方案》还提
出，将加快建设两江新区数字经济产
业园，积极争取中央网信办、国家发展
改革委、工业和信息化部、科技部等部
委支持，在数字经济产业发展的体制
机制、标准规范、应用场景、生态建设
等方面先行先试。围绕产业链、打造
创新链、配置资源链，充分利用区块链
技术驱动经济发展，打造以区块链为
基础的国家级“数字经济试验区”。

从八个重点领域发力
打造产贸协同的开放型服务经济体系

《方案》明确了八个重点领域，包
括金融服务、国际物流、大数据及信息
服务等，共27项重点举措，从优化贸
易结构、推动服务贸易技术创新、业态
创新和模式创新等方面发力，提高两
江新区服务业开放质量和水平。

在金融服务领域，两江新区将叠
加多项开放政策深化金融改革，重点
创新跨境金融结算便利化，中新互联
互通项目框架下在股权投资基金、外
资银行人民币业务、证券债券发行等
方面跨境资金多渠道，自贸试验区框
架下境内外双向人民币融资。

在国际物流领域，将建设两江多
式联运物流分拨基地和果园港国际多
式联运信息平台，推进内陆重要物流
节点的场站设施联通、信息平台联通

以及监管作业联动等体系。依托三大
国际贸易通道建设“一带一路”进口商
品分销体系，培育和壮大国际物流分
拨中心市场主体。

在大数据及信息服务领域，两江
新区将探索“科技创新+服务”深度融
合，重点创新依托两江新区数字经济
产业园打造数字产品和服务的大数据
全产业链，在中新互联互通项目框架
下先期建设重庆至新加坡数据传输通
道和信息服务枢纽，提升VR/AI技术
及移动终端应用的智能化引领下服务
外包高端产业价值链。

在保税+贸易领域，两江新区将
推动特色的“保税+服务”新业态新模
式，重点创新保税+商品展示交易、保
税+笔电维修、保税+飞机融资租赁、
保税+跨境电商。

在国际会展领域，两江新区将引
进国际知名展会成为国际常设性品牌
展会，聚集会展关联资源，完善会展服
务功能，实现会展产业集群发展。

在跨境旅游领域，两江新区将坚
持现代化国际化发展方向，对标国际
知名旅游城市，提升“大都市”旅游品
牌国际影响力和核心吸引力。

在文化贸易领域，两江新区将重点
创新面向全球的文化艺术品展示、拍
卖、交易等功能拓展，巴渝特色的文化
产业和新兴电影产业“服务+”特色出
口，建设国家级对外文化贸易基地，文
化创意示范项目和入境旅游融合发展。

在专业服务领域，两江新区将重
点创新涉外商务、公共检验检测认证、
高端工业设计、会展旅游经济的企业
机构聚集和产业集群打造。

为“一带一路”与长江经济带服务贸易开放发展打造重要枢纽

两江新区将建内陆贸易创新发展中心
本报首席记者 陈钧 实习生 唐璨

本报讯 （记者 廖雪梅）
市城市管理综合行政执法总队
10月17日发布消息称，即日起
至2019年2月15日，在全市开
展“蓝天行动”秋冬季监管执法
专项行动。

专项行动分为重点控制区
和一般区域。重点控制区包括
主城九区、两江新区及渝西片区
（涪陵区、长寿区、江津区、合川
区、永川区、南川区、綦江区、大
足区、铜梁区、璧山区、潼南区、
荣昌区、万盛经开区），一般区域
为其他区县（自治县）。

据悉，此次行动将依法查
处未密闭车辆运输建筑垃圾、
密闭建筑垃圾运输车辆未规范
运输的违法行为；依法查处市
政设施工程、市政管网工程、园
林绿化工程等控尘强制规定
（包括施工进出口硬化、设置
沉沙井、排水沟、车辆冲洗、渣
车密闭运输等）未落实的违法
行为；依法查处建筑垃圾消纳
场控尘设施及措施未落实的
违法行为；依法查处脏车入城
的违法行为；依法查处露天焚
烧、露天烧烤烟尘污染的违法

行为等。
与此同时，为推动各区县

（自治县）秋冬季蓝天目标任务
顺利实现，专项行动还将加强重
污染天气、不利气象条件空气污
染的监管执法，按照Ⅳ（蓝色预
警）、Ⅲ（黄色预警）、Ⅱ（橙色预
警）、Ⅰ（红色预警）四级预警强
化“蓝天行动”秋冬季监管执法
工作。

此次执法行动中，对防
尘、控尘不力，问题整改不及
时，管理不到位并受到行政处
罚的施工单位，将一律纳入

“重庆市企业联合征信系统”，
实施“黑名单”管理措施，届时
其招投标活动及申请贷款将
受到限制。

另据重庆日报记者从市城
管综合执法总队了解到，为管控
扬尘污染，重庆2011年5月建
立了月度“主城区扬尘整治巡查
通报”制度。该制度实施以来
至上月，总队共通报扬尘污染
违法施工企业993个（次）。仅
今年1月至9月，总队就直接查
处或交办、督办扬尘污染案件
190多件。

即日起至2019年2月15日

重庆开展“蓝天行动”秋冬季监管执法

本报讯 （记者 王翔）
10 月 17 日，记者在重庆日报
报业集团举行的三易食品新
闻发布会上获悉，今年5月，重
庆三易食品获得了牛油制品出
口资质备案证明，成为我市首
家获得这一资质的企业。目
前，该企业生产的首批重庆牛
油火锅底料已出口英国、意大
利、马来西亚等地。今后，在国
外想吃到正宗重庆牛油火锅将
更容易。

“火锅是重庆的一张名
片，重庆本土火锅企业非常
多，但具有牛油制品出口资质
备案证明的少之又少。”重庆
市农产品加工协会秘书长曾
令涛介绍，火锅底料出口主要
受制于其中牛油安全标准的

限制，使得现今我市火锅企业
出口的大多数火锅底料为“清
油”制作（类似色拉油），也有
部分牛油火锅底料出口，却是
由外省具有相关资质的企业
代加工，严重制约了我市火锅
企业“走出去”的步伐，也使得
吃惯了牛油火锅的市民，在国
外很难吃到正宗口味的重庆
牛油火锅。

随着重庆三易食品获得牛
油制品出口资质备案证明，重
庆的牛油火锅底料加工企业也
具备了“走出去”的能力，拿到
了进入国际市场的入场券，经
其代加工的各种重庆牛油火锅
底料，将有望快速进入国际市
场，推动重庆火锅产业发展更
上一层楼。

我市企业首获牛油制品出口资质
在国外吃到正宗重庆牛油火锅将更容易

10月17日，50辆五十铃VC61重
型商用车驶离庆铃汽车生产基地，开
启东盟之旅。据悉，这批重型车的出
口目的地是菲律宾，而缅甸、老挝等东
盟国家也已被列为这款车待拓展的海
外市场。

VC61 是庆铃与五十铃以日本
GIGA 为基础，结合中国市场需求改
良且仅在中国生产的一款重型商用
车，去年上市以来已销售 1400 余辆。
庆铃人士介绍，从今年起实施的中
国-东盟自贸协定，为中国汽车出口
菲律宾等东盟国家市场创造了良机。
明年，预计 VC61 对菲出口量将至少
翻倍，庆铃产商用车整车出口从此或
将成为常态。

记者 罗斌 摄

庆铃产重型车
首次出口东盟

本报讯 （记者 黄光红）
发展数字经济，离不开网络安
全的保障。重庆日报记者从重
庆移动获悉，该公司今年积极
推进网络安全防御体系变革，
构建以数据关联、全面感知、实
时分析、联动处置、态势全局、
精确追溯为核心的网络安全核
心平台，打造积极式安全防御
体系，有效解决了已知的安全
风险。

据统计，今年以来，重庆移

动通过其网络安全核心平台，已
累计拦截诈骗电话呼叫980万
次，处置号码16.4万个，拦截垃
圾短彩信2084万条，监测处置
手机恶意软件110万余次；配合
公安机关成功打击伪基站 11
个，协助抓捕犯罪分子15人；累
计监测处置疑似钓鱼网站1.2
余个，封堵色情赌博类网站超过
4000个，并为数据中心上百家
企业级客户拦截处置恶意攻击
IP超过1600个。

今年以来拦截诈骗电话呼叫980万次

重庆移动构建网络安全核心平台

智汇八方 博采众长
以大数据智能化为引领推动创新驱动发展

5月8日至15日期间，生态环境
部“清废行动2018”督查组对重庆20
个区县开展了督查，共移交问题33
个。

重庆高度重视督查组移交问题的
整改落实，对督查组提出的“长寿区凤
城街道复元村四组水口地段沟谷鑫远
货场，堆场有脱硫石膏约22.1万吨，长
寿区应规范开展封场工作，并加快封
场进度，消除环境隐患”等6个突出问
题实施市级挂牌督办。

如今，长寿区对问题的整改进度
如何？近日，重庆日报记者来到长寿
区凤城街道复元村四组水口地段沟谷
鑫远货场现场走访。

22.1万吨脱硫石膏堆场
存在环境及安全隐患

鑫远货场负责人但远峰介绍，鑫
远货场占地21677平方米，于2010年
开工建设，2016年停运。鑫远货场的
主要功能是填埋废渣，处理工艺为卫
生填埋。由于鑫远货场容量大、填埋
便利，附近许多企业选择在此处理废
渣。

目前，鑫远货场总填埋灰渣量约
22.1 万吨，主要灰渣类型为脱硫石
膏。记者在现场看到，部分脱硫石膏
已用填土和碎石覆盖，填土覆盖区域

中填土的厚度约为1.4米，碎石厚度约
为0.8米。

堆渣区南侧与底部高度差约13.5
米，底部废渣量较少，最底部的垃圾渗
滤液调节池积有雨水。

长寿区经信委、长寿区环境行
政执法支队现场检查后发现，该脱
硫石膏堆场存在如下问题：随着堆
渣量的增加及长久的风雨侵蚀，填
埋场内原有拦渣坝修建位置已不能
满足库容要求，拦坝稳定性变差，存
在安全隐患。场内的雨水和脱硫石
膏渗滤液下渗进入渗滤液调节池，
而场区内渗滤液导排系统尚未完
善，渗滤液并不能保证全部进入调
节池，存在一定的渗漏风险。货场
部分场地的堆渣底部缺少防渗措
施，急需补修货场底部防渗系统。
脱硫石膏堆场坡度较陡，堆体已出
现较大裂缝，存在垮塌、滑坡等安全
隐患。

24小时监控
采用塑料薄膜简易覆盖

“鑫远货场所处沟谷的下方有一
条小河沟，流入长江支流龙溪河，一旦
堆场出现垮坝或渗滤液渗漏，会给周
边环境造成严重影响。”长寿区环境行
政执法支队支队长王世平介绍，长寿
区委、区政府第一时间启动了脱硫石
膏堆场整改工作，邀请相关专家对现

场进行了勘验，并委托重庆大学建筑
规划设计研究总院编制鑫远货场封场
方案。

目前，鑫远货场封场方案已由重
庆市环境工程评估中心评估通过并
正在逐项实施。王世平说，在此之
前，长寿区相关部门已采取了一系列
应急措施来防患脱硫石膏堆场可能
产生的环境、安全风险。

“我们在鑫远货场内安装了视频
监控系统，并将其接入区政府应急管
理监控系统，实施24小时监控。”王世
平介绍，根据专家建议，长寿区环保部
门还对鑫远货场四周的地下水和地表
水进行定期采样监测，“通过多次采样
监测并对比货场上下游水样，暂时未
发现脱硫石膏堆场对水质有明显影
响。”

此外，为了防止雨水对脱硫石膏
堆场的冲刷，长寿区相关部门采用塑
料薄膜对脱硫石膏异常裸露部分进行
了简易覆盖，并对货场边沟进行了清
理，防止积涝导致脱硫石膏堆场垮
塌。“调节池里的渗滤液也正在抓紧处
理。”

王世平介绍，鑫远货场渗滤液自
2012年开始，就由重庆长寿化工有
限责任公司污水处理厂处理。目前，
虽然重庆长寿化工有限责任公司已
关停搬迁，但污水处理厂仍能正常运
转。

将货场封场
进行植被恢复

长寿区经信委副主任徐宗诚介
绍，虽然采取了一些应急措施，但并不
能从根本上消除鑫远货场停运后存在
的环境和安全隐患，再加上这22.1万
吨脱硫石膏利用价值不大，因此急需
对货场进行封场，以彻底消除货场的
环境和安全隐患。

“根据目前编制的方案来看，封场
施工分为整改和封场两个阶段进行。”
徐宗诚说，整改过程中，要根据脱硫石
膏体积和货场容积现状以及目前拦渣
坝的结构稳定性状况，进行拦渣坝重
建。

同时对填埋区域进行平整推坡和
补修货场底部防渗系统，为后续防渗
系统的覆盖及渗滤液截留导排等做好
前期准备，并重新修建调节池。在完
成货场整改后，将进行封场施工，主要
内容包括表面防渗系统设计施工、地
表水导排设计施工、绿化与植被恢复
等。

在封场施工过程中，表面防渗系
统设计施工尤其重要。根据货场填埋
成分的情况，表面防渗系统设计为三
层，将在脱硫石膏表层覆盖约30厘米
的黏土，再覆盖土工膜、HDPE膜。

徐宗诚介绍，预计需要土工膜和
HDPE膜面积均为 20030 平方米左
右，膜覆盖主要采用机械结合人工作
业的方式进行。膜覆盖完成后，在其
表面覆盖种植土，为后续绿化和植被
恢复做准备。在封场完成后，长寿区
环保部门将持续对货场周边进行水
质、土壤等采样监测，确保不留环境及
安全隐患。

长寿启动22万吨脱硫石膏堆场整改
系生态环境部“清废行动2018”6个市级挂牌督办问题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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