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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国内大多城市自来水厂仍然
是采用传统工艺，在改善水质、提高饮
用水安全方面，存在诸多发展路径，而
机器人在监测、管控、勘察等方面，具
有操作方便、精准、机动、快速等优势，
是未来水安全保障的主要的技术手段
之一。未来机器人技术将参与从源头
到龙头的全过程控制和管理。比如，
利用遥感、智能传感技术，研发水系统
全过程监控机器人、样品采集机器人、

多功能水质监测机器人、水设施巡检
机器人等，可以实现污染源排查、快速
识别和水质预警预报等功能，特别是
能够实现应急预警，从而全面提高水
安全的监控能力。

在水厂智能化建设方面，机器人可
以代替工人进行高危场合的监控，监测

“跑冒滴漏”。净水机器人可以针对性
地去除现有常规水处理工艺无法处理
的污染物，还能保障管网输配水安全。

中国工程院院士侯立安：

发挥机器人在保障水安全方面的优势

本报讯 （记者 吴刚）通过大数
据智能化手段，可解决高层建筑供水的

“老大难”问题。11月29日，记者从第
十三届中国城镇水务发展国际研讨会
与新技术设备博览会上了解到，在忠
县、铜梁等区县，已有部分居民小区试
用这种“智慧供水”。

目前通行的高层建筑供水方式，是
在楼下建水泵房，用抽水机把水往上
抽。但不同的时段，大楼里到底有多少
人在用水，需要多大的水量，应该启动
几台水泵，加多大的水压？这些问题，
都让物管公司莫衷一是。他们甚至需
要安排专人24小时轮换守在水泵房，
随时监测并调节供水压力。尽管如此
仍然无法完全解决问题。

而“智慧供水”则可有效解决这一
难题。水务公司在管道中和闸阀上安
装水压检测装置，可随时采集数据并回
传到后台，物管人员通过手机接入后
台，可随时随监测并远程调节水压。如
出现异常，手机还会自动报警。这样，

以前需要几个人苦守水泵房轮番管理，
现在一人就能完成，大大节省了管理成
本。

负责推广这种技术的相关负责人
介绍，未来随着应用量的扩大，将会积
累起足够多的大数据，以此建立模型，
从而实现对水压的智能调节，将不再需
要人为操作，进一步解放人力。

事实上，这项新技术还有更大的
应用前景。重庆日报记者了解到，目
前城市供水主要面临两大难题，一是
难以实现区域供水的动态平衡；二是
难以掌握地下水管破损导致的漏损情
况。“智慧供水”大面积推广后，所有居
民小区的动态水压及用水量，都会汇
集到城市供水数据平台，谁在某个时
段的用水量大，该供多少，水务公司一
目了然，后台可自动调节对各个区域
的供水量。就漏损而言，由于管网中
普遍安装水压监测装置，根据不同位
置的水压差，水务公司很轻松就能发
现可能漏水的地方。

“智慧供水”解决高楼水压难题

本报讯 （记者 白麟）11月 29
日，第十三届中国城镇水务发展国际研
讨会与新技术设备博览会在渝举行。
来自全球近十个国家和地区的300多
位权威专家、300多家知名企业、3000
多专业参会人员齐聚重庆，聚焦水处理
行业发展现状，把脉未来城镇水务发展
趋势，共同探讨水生态文明建设。

本届研讨会以“水污染防治攻坚与
城镇供水安全保障”为主题。与会专家
研讨的内容包括海绵城市规划建设与

管理、城市智慧水务建设与运行、城市
黑臭水体综合治理、长江经济带水务发
展论坛等当前城镇水务发展前沿话
题。同期召开的新技术设备博览会则
集中展示了国内外水行业发展新成果，
涵盖智慧水务、海绵城市相关技术与设
备、给排水管网系统技术设备、膜与膜
分离技术设备、污泥处理新技术等。同
时还展示了国内外先进适用的供水、节
水和污水处理技术、设备、典型工艺及
工程实例。

第十三届中国城镇水务发展国际研讨会与新技术设备博览会在渝举行

专家把脉城镇水务未来发展趋势

本报讯 （记者 李星婷）11月29
日，由市教委、市国资委联合主办的重庆
市2019届普通高校毕业生首场市级就业
双选活动（大中型企业专场），在陈家坪展
览中心举行。2019年，重庆市将有普通
高校毕业生22.6万人。从现场招聘情况
看，大数据、智能化、电子、IT信息类产业
和现代服务业人才需求有明显增长。

来自市教委的数据显示，我市2019
年将有普通高校毕业生22.6万人，比去
年增加5000人。29日的双选会现场，
共有300家用人单位提供了1.97余万个

岗位。其中，重庆市内用人单位占比约
95％，国有企业、大型民营企业是招聘的
主力军。

“重庆良好的发展态势，对高校毕业
生很有吸引力。”中国四联仪器仪表集团
有限公司招聘负责人表示，公司围绕重
庆以大数据智能化为引领的创新驱动发
展战略行动计划，以高端智能制造和现
代信息技术为方向，不断研发新产品，因
此人才需求量较大。今年，集团共抛出
了179个岗位，“现场收到不少外地在渝
读书的硕士、博士简历，他们都很愿意留

在重庆工作。”
“重庆整体人才需求量比较大。”市

大学中专毕业生就业指导服务中心主任
余跃表示，本次参会单位中共有国有企
事业单位144家，比去年增加了70余
家；岗位总数也较去年增加了8000余
个，其中机械制造、智能电气化、物流、现
代服务业等方面的人才需求都比较大。

重庆日报记者注意到，今年大数据、
智能化、IT信息类产业人才需求有明显
增长，这方面的岗位共有约2000个，占
到本次招聘会总岗位数的约1/10。一

些电子商务、科技、互联网、旅游产业公
司，纷纷抛出计算机、软件、网络营销、
大数据分析方面的岗位。“一方面我们
需要运用新媒体进行营销；另一方面公
司需要运用大数据进行行业分析、客户
需求匹配等工作。”一旅游公司招聘负
责人表示。

重庆日报记者了解到，重庆市针对
贫困大学生就业出台了不少帮扶政策，
如提供求职就业补助、提供专项技能培
训等。“近两年贫困毕业生约占高校毕业
生总人数的约1/10。”余跃说，市里也鼓
励用人单位在同等条件下优先录用贫困
毕业生。

据悉，本场市级双选活动后，市教委
还将陆续开展医药卫生类、美术设计类、
法律类等专场双选活动，以更好地帮助
高校毕业生求职。

重庆启动2019届首场高校毕业生市级双选活动

大数据、智能化人才需求明显增长

本报讯 （首席记者 李
珩）11月29日，市医疗保障局发
布消息称，2019年城乡居民医
保集中缴费已经开始。2018年
12月底前缴费，2019年才能享
受全年医保待遇；2019年6月底
前缴费，才有国家财政补助。

据了解，城乡居民医保一档
个人缴费标准为220元/人/年，
二档为550元/人/年。就普通门
诊报销来说，2019年门诊统筹
报销限额140元/人/年，定额报
销80元/人/年。住院方面，二档
参保住院报销比例比一档参保
高5%，年最高报销限额比一档
高4万元，即一档最多能报28万
元，二档最多能报32万元。

据介绍，缴费时间为2018
年9月至12月的，享受待遇时
间为 2019 年 1月 1日至 12月
31日；缴费时间为2019年1月
至2月的，享受待遇时间为缴费
后的次月1日至2019年 12月

31日；缴费时间为2019年3月
1日以后的，享受待遇时间为缴
费后90日起至2019年12月31
日。此外，2018年秋季开学已
办理参保缴费的大学生，享受待
遇时间为 2018 年 9 月 1 日至
2019年8月31日。

如果是新参保的，在乡镇
（街道）或村（社区）公共服务中
心参保。学生根据当地政府的
安排可以在就读学校参保缴
费。已参保的缴费，可关注“重
庆社保”微信公众号，按提示缴
费。值得注意的是，全市绝大多
数区县的参保人都可以通过微
信缴费（万州区除外）；第一次参
加居民医保的（比如新生儿）先
到户籍所在地进行参保登记
后，也可用微信缴费；在渝高校
大学生、享受民政、计生、残联、
扶贫等政府参保资助的人员，
目前不能用微信缴费，仍按原
有方式缴费。

2019年城乡居民医保集中缴费开始
已参保的可在微信公众号缴费

本报讯 （记者 龙丹梅）重庆日报
记者11月28日从市政府新闻发布会上
了解到，自新一轮脱贫攻坚开展以来，巫
溪县累计投入财政资金6.8亿元，探索实
施了7大产业扶贫方式，实施产业扶贫
项目1387个，带动5万余人实现了脱贫
销号。

巫溪县委常委、常务副县长李先斌
介绍，近年来，巫溪县通过实施资产收益
扶贫、就业扶贫、小额信贷扶贫、乡村旅
游扶贫、构树扶贫、光伏扶贫以及特色效
益农业扶贫等7大产业扶贫方式，积极
为贫困户寻求致富门路，不但有效地将
扶贫从“输血”转为“造血”，也增强了贫
困群众的内生动力。

“一人就业，全家脱贫。”在7大产业
扶贫方式中，就业扶贫是最为直接有效

的方式。近年来，巫溪县通过引导和支
持县内企业、农民合作社等在贫困乡村
建立扶贫车间、扶贫超市、扶贫工程队等
方式，吸纳当地贫困群众就地就近就
业。目前，该县已就近建立就业基地
195个，带动5100多名贫困群众在家门
口挣钱。

在带动贫困户脱贫增收的同时，更
要因地制宜结合实际发展壮大农村集体
经济。李先斌介绍，巫溪县日照资源丰
富，是全市光伏扶贫模式试点县。近年
来，该县利用整村扶贫村建设资金，在具
备条件的贫困村分别建设一座35kW分

布式光伏发电站，其电站权属、发电收益
均归集体所有，所得发电收入除用于光
伏管护外，主要用于该村公共服务及贫
困户临时救助等。通过这样的方式，该
县目前已在150个贫困村中建成35kW
光伏发电站125座，平均每个村每年稳
定收益约3万元，有效破解了农村集体
经济“空壳村”现象。

李先斌称，2014年底，巫溪共识别
出150个贫困村，贫困人口达到8.6万
人，贫困发生率达18%，是重庆最贫困
的区县之一。截至2017年底，该县尚
有 21 个贫困村、2.54 万贫困人口，贫

困发生率降至 6.2%。今年巫溪县拟
销号贫困村13个，减贫1.1万人；2019
年拟销号贫困村8个，减贫1.1万人并
实现全县脱贫摘帽；到 2020年，该县
将努力实现现行标准下农村贫困人口
全部脱贫。

巫溪探索7大产业扶贫方式带动5万人脱贫

全高扎的门禁系统、玻璃幕
墙拼装的大楼、鲜花林木铺成的
林荫小道……这些原本出现在
高端小区或商圈的场景，却出现
在了建筑工地上。近日，重庆日
报记者来到位于沙坪坝三峡广
场附近的中国建筑第八工程局
（以下简称中建八局）龙湖沙坪
坝枢纽项目施工现场，这些新的
元素让这座建筑工地焕然一新。

“只要佩戴装有芯片的安全
帽，工地上有多少工人都能一目
了然。”中建八局项目负责人曾
度钢告诉重庆日报记者，今年6
月，龙湖沙坪坝枢纽项目入场
后，对门禁系统进行了升级更
新，引进全高扎门禁系统。该系
统利用物联网技术将工人的身
份证、姓名、工种等基本信息录
入电脑，并将这些数据信息植入
到安全帽的芯片中，让每个工人
拥有一个属于自己的IP。

“这样不仅能提高进出效
率，还保障了工地人员管理的精
细化规范化和建材的用料安全，
真正让建筑工地变得‘智慧’起
来。”沙区建委相关负责人说。

而在工地1号进出口，一座

玻璃幕墙拼接的两层大楼格外
醒目，这是工地的办公区。这座
占地200平方米的办公区全部
采用箱式板房拼装而成，并配套
修建有花园以及篮球场。不仅
如此，工地四周的围挡也一改过
去钢管+铁皮+草皮的形式，采
用铝塑板+钢巨型管的材料，修
筑起整齐统一的棕色围挡。

龙湖沙坪坝枢纽项目智能
化、绿色化的高标准建设只是沙
坪坝区建委推进建筑工地形象
品质提升的一个缩影。沙坪坝
区建委有关负责人介绍，今年3
月，该区按照“十天内有明显改
观、一个月有大变化、年底脱胎
换骨”的整治目标，对全区189
个建筑工地建立整治台账，目前
52个工地完成整治任务，先后
建成龙湖沙坪坝枢纽项目等10
个高标准样板工地。

截至目前，该区已累计整治、
提升施工围墙、围挡2万余米，整
治施工大门89处，增收冲洗设施
65台，更换密目安全网20余万平
方米，钢管重新刷漆4万余米，更
换临边防护栏杆1万余米，重新
涂装起重设备116台。

智能化让管理更高效 绿色化让工地更美观

沙坪坝建筑工地形象品质提升成效明显
本报记者 赵伟平

本报讯 （记者 王丽）11
月29日，2018“欢跃四季·舞动
巴渝”全国广场舞展演活动重
庆市集中展演在南岸区举行，
24支队伍带来风格各异的广场
舞，在弹子石广场一较高下。
而随着此次重庆集中展演的结
束，2018全国广场舞展演也落
下帷幕。

据悉，本次活动由重庆市委
宣传部、重庆市文旅委、重庆市

体育局主办。活动历时5个月，
经过基层海选、区县选拔、片区
联动以及复活投票，最终24支
队伍晋级集中展演。中国舞蹈
家协会民族民间舞蹈专业委员
会副主任阮兰玉表示，重庆的广
场舞编舞很有特色。

据了解，获得本次集中展演
分数前三名的队伍，将代表重庆
赴上海参加全国有线电视广场
舞大赛总决赛。

2018全国广场舞展演在重庆落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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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0多位专家聚渝
共商水污染问题破解之道

本报记者 白麟

11月29日，来自全球近十个国家
和地区的300多位权威专家齐聚重庆，

共商水污染问题破解之道，为城镇水
务发展建言献策。

重庆跳蹬河，整治之前违建严重，
垃圾堆积，如今通过截污纳管、清淤疏
浚，生态得到很好的修复。目前国内
一些地区在黑臭水体的治理上，只注
重调水冲污，污染转移到下游，并没有
解决实际问题。一些地方投洒药剂，
药剂沉淀造成严重的二次污染，把原
有的水生植物、动物以及生态系统破
坏，造成了下一步治理的难点。还有
的地方将黑臭水体直接填埋，这是种
非常糟糕的模式，把将来的美景变成
了地下沟。另外，山上下来的水、地下
水、原有的河水跟污水不分，使得这些

本来不花钱就能够冲淡污水、恢复水
生态的资源被浪费。

问题还有很多，如城中村、城乡接
合部没有纳污渠道，小、散、乱偷排污
屡禁不止，雨水污水混接错接，污染通
过雨水篦子进入管网，等等。

河长制的出台，就是要解决造成
上述问题背后的机制问题。工矿企
业和生活两个污染源必须持之以恒
地进行治理，年降雨量大于600毫米
的城市还必须实行雨污分流，分期
实施。此外，一定要注重三分治，七
分管。

国务院参事、国际水协中国委员会主席仇保兴：

为重庆水污染治理案例点赞

近年来，国内越来越多的城市在
水污染治理方面贯彻了海绵城市的理
念。在我看来，未来海绵城市要形成
一个自然净化与人工强化功能结合的
系统，也就是灰绿要结合，而目前国内
还是以灰为主，绿比较少，这是下一步
需要注意的。

我们还要考虑到，污水也是重要
的水资源。在海绵城市理念中，如何
使得面源污染雨水能够得到充分的
利用，最后发展成灰绿结合系统，从

而实现城市排涝和环境宜居，是许多
城市面临的重要课题。目前，各地水
务集团都在推进厂、网一体化。我建
议，在机制体制创新方面，未来须发
展成为厂、网、河一体化。因为厂网
一体化只解决了污水处理问题和污
水收集问题，但没有解决面源污染、
自然生态系统和城市水体的整体问
题。一个城市需要将不同功能的部
门整合在一起，才能实现科学的决策
和系统的控制。

中国工程院院士任南琪：

污水也是重要的水资源

碚都佳园公租房项目28个商铺、学府悦园公租房项目11个商铺招商公告碚都佳园
公租房项目位于
重庆市北碚区蔡家南，总建筑面积
约89万平方米，其中住宅建筑面积
约66万平方米，总套数约为1.35
万套，规划入住人口约为近3万人，
商业建筑面积约8万平方米。本
次推出A区同康一路1、3、5、7、9、
11、13、15、17、19、21、23、25、27号；
同汇路353、355、357、359、361、
363、365、367、373、375、377、379、
381、383号商业用房，共计28个商
铺，正在进行公开招商。

学府悦园项目位于重庆市沙
坪坝区陈家桥，总建筑面积约

187.8万平方米，分为A、B、C、D、
E、F六个居住区，其中住宅建筑面
积约138万平方米，总套数约为
2.7万套，规划入住人口约5.6万
人；商业建筑面积约18.54万平方
米。本次推出D区崇贤路2号附
23号—33号商业用房，共计11个
商铺，正在进行公开招商。

本次招商通过重庆产权交
易网（www.cquae.com）进行
挂牌招租，招商方式、范围等信
息已在重庆产权交易网（www.
cquae.com）和重庆市公共租赁

房信息网（http://www.cqg-
zfglj.gov.cn/）发布，请意向承租
者及时关注。报名请登录重庆
产 权 交 易 网（www.cquae.
com）或拨打电话详细咨询。

联交所报名联系人及电
话：乔老师（碚都佳园）023-
63611217、张老师（学府悦园）
023-63622382、

招租方联系人及电话：王
老 师（ 碚 都 佳 园 ）023-
63676618、韩老师（学府悦园）
023-6703110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