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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 王翔）11月29日，重庆日报记者从
巴南区交委获悉，巴南姜家接龙片区公交改革全面推进，
12月29日原有班车全部退出，40条定制公交以及22条
常规公交一次投用，使巴南率先实现二环外公交全覆盖。
据了解，此次公交改革后，市民乘车价格将低于原班线客
运票价，为市民出行带来福利。

原姜家接龙片区共有班线客车131辆、47条线路运
行，由于采取“承包制”的方式，不少班线车辆存在“多拉快
跑、你争我抢”的情况，行车存在严重安全隐患。为了从根
本上解决这一问题，巴南区进行了二环外公交改革，原姜
家接龙片区班线客车将于12月28日全部退出，改由公交
同步替代跟进。

“此次公交改革，将涉及姜家、东泉、南彭、二圣、惠民、
接龙、界石、石龙、石滩、天星寺10个镇街，方便25万人出
行。”巴南区交委一负责人介绍，姜家接龙片区共将推出
40条定制公交线路和22条常规公交线路，其中，定制公
交主要解决姜家接龙片区所有建制场镇到主城区南岸南
坪、巴南龙洲湾的快捷直达出行；常规公交主要解决群众
在姜家接龙片区内的公交出行；个性化公交，主要是满足
姜家接龙片区特定区域到主城方向的定制个性化需求。

从票价看，常规公交总体实行一票制（2元或3元）。
而定制公交的核定票价，总体低于原班线客运票价20%
以上。此外，个性化公交则按具体开行情况核定票价。

巴南本月底率先实现二环外公交全覆盖
将方便25万人出行

本报讯 （记者 杨永芹）11月29日，由海外科学家
团队与中国大型药企——上海复星医药（集团）股份有限
公司及其成员企业合资组建的重庆复创医药研究有限公
司（简称“复创医药”），在重庆市科学技术研究院内正式落
成新址。新址配备更为先进及完善的仪器设备，将加速小
分子创新药研发。

复创医药是致力于研究并开发小分子化学药物的国
家级高新技术企业。原创药从研发到上市，需要十多年时
间。为推动原创药研发，目前，复创医药在重庆、上海及美
国旧金山的“两国三地”进行布局，实现了24小时不间断
的接力研发模式，已进行了十余项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靶
向创新药研发，5个产品获得临床试验批准。

“重庆一直是复星全球重点战略布局区域之一。”复星
医药相关负责人表示，未来，复星将持续加大在渝投入，助
力重庆医药产业发展，助力重庆城市功能升级。

复星医药加码布局重庆
加速小分子创新药研发

本报讯 （记者 黄光红）11月30日，“2018银行科
技与普惠金融研讨会”在渝举行。本次研讨会由中国人民
大学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金融科技50人论坛主办，重
庆富民银行承办。

重庆日报记者从研讨会上获悉，重庆一向被金融界视
为开展普惠金融的试验田之一。近年来，重庆各金融机构
积极探索以金融科技助力普惠金融发展，加大对小微企
业、“三农”等薄弱环节的支持力度。如重庆富民银行打造
的互联网开放平台，将银行金融服务能力嵌入到各个场景
端，可为小微企业、个人等客户提供适合的金融服务。建
设银行重庆分行运用新一代系统组件化功能，实施信贷业
务流程再造，实行标准化、自动化审批，实现了为小微企
业、民营企业增信用、提效率、降成本的目的。

研讨会上，来自政府相关部门、银行界、学术界的代表
一致认为，以金融科技来助力银行普惠金融业务发展，可
以更好地让金融服务实体经济。未来，金融科技与银行机
构和业务的全方位融合，将成为普惠金融发展的新趋势。

国家金融与发展实验室副主任杨涛表示，实现数字化
叠加普惠金融，主要有三条路径：一是“水涨船高”，利用金
融科技改善现有金融产品与服务的质量；二是“精准治
疗”，针对小微企业、农民、城镇低收入人群等，构建政府+
市场+新技术的多元服务模式；三是“优化保障”，如法律、
制度、监管等基础性层面内容，都是优化保障的概念。

2018银行科技与普惠金融研讨会举行

本报讯 （记者 韩毅）重庆建设世
界知名旅游目的地，靠什么跟世界对
话？11月26日—29日，中国地质学会
旅游地学与地质公园研究分会第33届
年会暨重庆万盛世界地质公园创建与旅
游发展研讨会在万盛经开区举行。来自
全国地学、规划、旅游等领域的专家学者
200余人，围绕用科学知识和科学语言
传播重庆旅游业，搭建与世界对话的桥
梁等话题，把脉问诊、出谋划策。

旅游地学赋能景区国际视野

“当前，中国正迈向世界旅游强国，
重庆提出打造世界知名旅游目的地，既
是对国家整体迈入世界旅游强国的支
撑，又是重庆全力打造旅游业发展升级
版的内在要求和必然路径。”中国地质学
会旅游地学与地质公园研究分会副会长、
旅游地学学科创始人陈安泽表示。

在陈安泽看来，随着我国旅游业的
发展，越来越多的外国游客进入中国。
然而，人文背景的差异，让外国游客难以
理解中国导游口中的传说故事。中国旅
游要走向国际，必须依靠科学知识和科
学语言的传播。

旅游地学，对许多人来说是一个新
鲜概念，作为一门学科其仅仅诞生30余
年。它是以地质景观资源为核心、服务
旅游为宗旨创立的一门新学科，涵盖地

质、大气物理、古生物学、地学生态环境、
地学美学、地学景观等多门学科。

以重庆引以为傲的两大世界自然遗
产地金佛山、天生三硚为例，它们均属喀
斯特地貌，喀斯特地貌因近代研究发轫
于前南斯拉夫喀斯特地区而得名。对国
际游客而言，他们来此旅游，希望了解当
地的历史文化、自然景观的来龙去脉、景
观背后的科学道理，导游讲解若继续停
留在神话、传说、形象为主的低层次阶
段，不但让外国游客“听不懂”，也满足不
了游客对地学知识的需求。

陈安泽表示，重庆开展旅游地学的
基础非常好，有长江三峡、喀斯特地貌、
恐龙化石群，以及大量的山川湖泊，把旅

游地学的科学知识与本地文化历史结
合，用科学知识和科学语言建立起重庆
旅游与世界的最佳沟通方式，必将帮助
重庆旅游提升到一个更高的层次。

换个玩法让地学资源迸发新魅力

“世界知名旅游目的地是重庆跻身
‘世界城市’的入场券。”地学文化旅游联
盟副主席、四川大学中国休闲与旅游研
究中心主任杨振之教授表示。

在他看来，一个世界知名旅游目的
地，需要构建没有短板且特质鲜明的要
素体系，包括不可替代的国际美誉度、全
球独一无二的吸引物、丰富多彩的游客

体验活动、国际水准的旅游设施及服务、
立体便捷的可进入性和国际交通枢纽、
开放宽容和安全放心的城市形象等。

“当前，一些观光景区、地质公园吸
引不到游客，并不是资源无趣，而是玩法
无聊。”杨振之表示，重庆发展旅游地学
天赋良好，可能性多元，可换个玩法让青
山绿水迸发新魅力，包括开发山地户外运
动、开展“野外实验室”体验活动等。

重庆旅游地学潜力开发点865处

研讨会上，中国地学文化旅游联盟
主席、北京大学城市与环境学院教授吴必
虎，中国地质大学（北京）地质旅游研究所
所长许涛等专家也发表了自己的观点。

吴必虎表示，从古至今，游历都是人
们探索地球的方式，包括商旅、探索、军
事、外交、宗教、宦游、休闲娱乐等，而现
代游历的主要社会功能已转向个体的愉
悦与机构的发展，因此打造现代旅游地
学目的地，需要响应个体愉悦与集体发
展的目标，需要更多创新支持。

许涛认为，当前，旅游需求呈现出品
质化、中高端化趋势，升级的核心是特
色，可以从观赏、研学、探奇等方面挖掘
产品，用旅游地学知识赋予产品新的景
观价值，及以旅游地学主题打造新玩法，
如融科普、研学、体验、休闲、信息等于一
体，打造休闲型、娱乐型、吃住型、知识
型、购物型的旅游地学点。

重庆川东南旅游地学研究院院长胡
云喜表示，去年，重庆组织实施了全市生
态旅游地质资源大调查活动，普查新发现
资源点10717个，初步圈定865处有开发
潜力的区域。全市已有的224个A级景
区里，主要由旅游地学资源构成的景区有
123个，超过总数一半。因此，重庆旅游
地学资源丰富，发展旅游地学大有可为。

200余名国内专家学者齐聚万盛

探讨利用丰富地学资源升级重庆旅游

11月26日，万盛经开区，中国地质学会旅游地学与地质公园研究分会第33届年
会暨重庆万盛世界地质公园创建与旅游发展研讨会现场。

（万盛经开区旅投公司供图）

本报讯 （记者 张亦筑）11月28日，重庆日报记者
从市科技局获悉，我市将与科技部人才中心共建科技领军
人才创新驱动中心（以下简称“驱动中心”），统筹国家和全
市高端科技领军人才资源，为我市经济社会提供智力支撑
与服务。为筹建好驱动中心，现面向全市征集科技领军人
才创新驱动中心建设需求。

据介绍，驱动中心将由符合条件的区县及高新区、经
开区具体承建，并由三方认可的创新创业服务机构承接驱
动中心运营工作。驱动中心宜在周边创新创业氛围浓厚、
交通便利的地方选址，可优先选择科技产业园区、科技企
业孵化器、加速器、众创空间等地点。运营机构需在科技
成果转移转化、创业项目孵化、创新创业人才培训辅导及
服务等方面具有一定的工作基础和经验，有稳定的创新创
业服务队伍，驱动中心挂牌运行后有专（兼）职人员负责驱
动中心日常管理工作。

驱动中心将围绕当地人才发展战略及引进政策的制
定提供咨询和指导，为区域经济的发展战略规划、布局、政
策的制定提供智力支持；组织国家科技创新领军人才，围
绕地方重点产业、企业需求，开展主题报告、现场咨询与交
流对接、实地考察与指导等；组织开展合作研究，共同承担
国家、省部级课题项目，围绕重大关键技术问题，组织联合
攻关，推动成果转化；组织培训辅导，提升科技人才管理服
务水平、科技人才创新能力、创业人才管理企业运营效率
与核心竞争力。

对此，科技部人才中心将协助组建科技创新创业导师
团，引进市内外资深创新创业导师、成果转移转化人才与
地方导师及相关人才结对合作，共同开展成果转移转化和
创新创业辅导服务。

据了解，有建设需求的单位可在12月18日17点之
前，将当地建设驱动中心的可行性和必要性分析报告、申
请表报送市科技局，再由市科技局和科技部人才中心联合
评估筛选，确定承建单位名单。

重庆将建科技领军人才创新驱动中心

巫溪，地处大巴山山脉东段南麓，渝
陕鄂三省市交界处，南近长江天险，北临
巴山要隘，古为“巴夔户牖、秦楚咽喉”。

巫溪全县以山地为主，立体地貌明
显，最低海拔139.4米，最高海拔2796.8
米，是典型的北亚热带暖湿季风气候，孕
育了丰富的物种。

据中科院植物研究所和西南大学调
查统计，巫溪尚存4片原始森林，总面积
约30万亩。巫溪拥有寒温性针叶林、常
绿阔叶林等10个植被类型、56个群系；
维管植物3500余种，国家重点保护植物
53种；陆生野生动物749种，其中国家重
点保护的36种。特别是境内的阴条岭
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拥有多种具有代表
性的生态系统，且含有大量珍稀濒危物
种，被誉为“天然物种基因库”。

作为我市的森林资源大县，巫溪全
县有林地面积 492.7 万亩、森林面积
393.5万亩，森林覆盖率达65.6%，为长
江流域涵养水源、遏制水土流失、防止石
漠化发挥着重要的生态平衡功能。

“巫溪将以大宁河为代表的四条长
江一级支流沿岸第一条山脊线以内的范
围全部划入生态红线范围。”巫溪林业局
局长冉奎林介绍，巫溪坚持保护优先、自
然恢复为主的基本方针，严格管控生态
保护红线区域内的开发建设活动，确保
红线面积不减少、生态功能不降低。

第一招
成立林业生态保护检察室
打通涉林检察“最后一公里”

2017年3月至6月，巫溪县检察院
对2012至2016年破坏森林资源违法犯
罪情况进行了专题调研。

调研发现，巫溪丰富的林业资源引
起了不少违法犯罪分子的觊觎，林业资
源开发利用与生态保护之间的矛盾日益
凸显，违法占用林地、盗伐滥伐林木、盗
猎贩卖珍贵野生保护动植物等违法犯罪
呈易发多发态势。

“保护绿树青山成为巫溪县检察院
的头等大事。”巫溪县检察院检察长杨德
伟说，2017年11月16日，经市检察院批
准，巫溪县检察院、县林业局联合成立林

业生态保护检察室，这也是我国中西部
地区首个林业生态保护检察室。

检察室成立后，主动延伸生态保护
触角，在猫儿背、红池坝、官山、白果四大
国有林场设立林业生态保护检务联络
站，聘请了多名联络员、信息员，解决了
案件线索发现难、追踪难、推进难等实际
问题。

“检察阵地前置，打通了涉林检
察‘最后一公里’。”冉奎林告诉重庆日报
记者。

2017年7月，县森林公安局在调查
田坝镇某输出线路工程项目过程中发
现，施工单位某发电有限公司在没有办
理《使用林地审核同意书》《林木采伐许
可证》的情况下就招标组织实施砍伐集
体和个人林木785株，折合蓄积70余立
方米。

检察室成立后，立即针对该事件启
动公益诉讼诉前工作程序，向巫溪县林
业局发出检察建议。在检察室的监督
下，某发电公司缴纳了罚金，并就补植补
栽工作进行了安排。

一年来，检察室依法督办涉林违法
犯罪案件查处，对查办破坏林业资源违
法案件依法实施监督，并开展全县小水
电建设、木材加工厂、非法采石采矿的摸
排清理工作。通过摸排，向县森林公安
局移送案件线索5件。

统计数据显示，2017 年 11 月至
2018年11月，巫溪县林业局森林公安
查办刑事案件10起，同比上升11.1%，
查办行政案件132件，同比下降9.8%。
这“一升一降”，正是检察室工作成效的

有力体现。

第二招
落实495万亩林地管护责任

森林火灾受害率为零

雨后，云雾散开，沉寂的大山渐渐苏
醒，一片葱茏青翠。

“雨停了，走啰，干活去。”阴条岭国
家级自然保护区白果林场管护站里，刘
征彪看着门外小溪流水潺潺，攥着一弯
镰刀出了门。

从事护林工作31年，巡山时，刘征
彪要带上三样东西：背包、水壶、镰刀。
背包挂肩头，水壶挎腰间，镰刀攥手心。
每天清晨5点，伴着鸟鸣，他就起床，翻
山越岭、观察火情、劝阻盗采盗伐者……
周而复始，几乎天天如此。

在白果林场，15位护林员守护着阴
条岭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的12万亩林海，
以及其中无数的珍禽异兽和珍稀植物，
他们用默默守护换来保护区41年无火
灾，换来满山苍翠。

“阴条岭是长江一级支流大宁河的
发源地，属重点生态区域。几十年来，几
代林业职工兢兢业业、无私奉献，才确保
了一方生态平安，构筑起生态安全屏障
的基本骨架。”冉奎林介绍，阴条岭国家
级自然保护区与神农架、湖北大九湖国
家级湿地公园、湖北十八里长峡国家级
自然保护区、湖北堵河源国家级自然保
护区及重庆五里坡国家级自然保护区，
共同组成大神农架生物多样性关键区
域，构成秦巴山地区和三峡库区重要的

生态屏障。
其实，不仅仅是阴条岭国家级保护

区，巫溪的495万亩林地均已落实了管
护责任，森林火灾受害率为零，远低于
0.3‰的控制目标。

第三招
完成石漠化治理面积62700亩

全县森林覆盖率达到68.3%

初冬时节，大宁河支流后溪河宁厂
古镇段两侧的崖壁上，层林尽染，与后
溪河的潺潺流水共同描绘了一幅美丽
的油画。

历史上，宁厂古镇因“盐”而兴，但周
边生态环境却因“盐”而废。炭火熬盐不
仅耗尽了古镇周边的林木，也导致后溪
河宁厂古镇段两岸，已达中度或重度石
漠化。

两年前，官山林场在此实施了后溪
河小流域石漠化综合治理工程，在我市
首次采用“背土填坑”的造林方式，在后
溪河宁厂古镇段两岸崖壁上栽植各类苗
木，综合成活率达到95%，当地植被覆盖
率已由此前的不足20%提升至40%左
右，石漠化综合治理初见成效。

然而，想要在“有石无土”的崖壁上
种树谈何容易，更何况对宁厂古镇周边
石漠化的治理不仅要立足于恢复植被，
还要充分考虑恢复的植被对景区的美化
和成景效应。

“我们在治理措施中考虑了工程地
块的合理区划、树种配置的优化、栽植土
壤的获取、资金的合理使用等多个方
面。”后溪河小流域石漠化综合治理工
程技术负责人陈辉介绍，结合当地山高
坡陡、土壤贫瘠的实际情况，技术人员
将这一区域的造林地块设计为鱼鳞坑
整地，苗木栽植采取背土栽植的方法。

“鱼鳞坑具有保土保水保肥的功能，是
目前最适合陡坡石漠化治理的造林整
地方式。背土就是把适合苗木栽植的土
壤从其所在地运到鱼鳞坑中，然后再栽
植苗木。”

只是，要在悬崖峭壁上造出直径70
至80厘米、深度超过35厘米的鱼鳞坑，
再把所需的土壤运送至悬崖上填进鱼鳞
坑中，工程难度超乎想象。“只能靠人
力。”陈辉介绍，从今年2月份开始，200
余名工人肩挑背扛，将956.7吨土壤、水
泥、砂石搬上崖壁。

经过两个多月的努力，官山林场在
后溪河宁厂古镇段两岸的崖壁上人工造
林2040亩、栽植苗木191843株。如今，
这191843株苗木，不仅有效遏制了宁厂
古镇周边的石漠化趋势，更成为一道独
特的风景。

2015年的统计数据显示，重庆石漠
化面积为1343万亩，占全市幅员面积的
10.9%。巫溪县林业局副局长刘小泉介
绍，2014年至2016年，巫溪县已完成治
理石漠化面积62700亩，2018年完成营
造林36.4万亩，全县森林覆盖率已达到
68.3%。

守护“天然物种基因库”——

巫溪三招严守生态红线
本报记者 陈维灯 实习生 毛双

巫溪县阴条岭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护林员宴丛文（前）、刘征彪（后）在陡峭的崖
壁上艰难前行。 （本报资料图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