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伟大的变革——庆祝改革开放40周年大型展览”在国家博物馆开展。重庆，以怎样
的姿态呈现于祖国的壮美长卷中？11月16日，重庆日报记者赴京打探。11月19日，《重
庆日报》跨版推出《改革开放壮美画卷里的重庆力量》，在社会各界引起强烈反响。

随后，重庆日报记者兵分几路，继续深入挖掘画卷中的“重庆元素”，为你讲述画卷背
后的重庆故事。

伟大的变革，没有止境。新的时代，重庆继续奋力前行。

开 栏 语

“伟大的变革——庆祝改革开放
40周年大型展览”中的重庆元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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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国庆长假，家住渝北区的熊
小北放弃了以前的出游模式——全
程自驾，选择坐火车到兰州，再租车
畅游大西北。“在重庆坐晚上的火车，
睡一觉就到了兰州，一点不耽误出游
时间。”

随着2017年9月29日兰渝铁路
全线开通后，“铁路+自驾”，已成为重
庆市民前往西北旅游的新玩法。用
熊小北的话说，铁路直通提升旅行舒
适性，全程不挤、不累、不堵、准时，比
坐飞机价格便宜。

12月2日，来自中国铁路成都局
集团有限公司（简称成都局集团公
司）消息称，到今年9月底，经兰渝铁
路出行的旅客近千万人次，运营列车
也从开通初期的5对增加至如今的
26.5对。

改变我国西部交通格局

途经甘陕川渝三省一市的兰渝
铁路，也称百年圆梦的“世纪铁路”：
从1919年孙中山先生《建国方略》提
出“兰渝铁路”设想，到上世纪九十年
代以来，甘、川、渝三省市政府部门、
民间团体多次奔走呼吁，再到2008
年全线开工建设,2017年，这条承载
着众多期盼的“国家工程”全线建成
通车。

兰渝铁路直接改变了我国西部
的交通格局：实现了“一带一路”与长
江经济带无缝连接，甘肃、青海、新疆
与四川、重庆的铁路客货运输，不用
绕行陇海线、西康线、襄渝线，成为我
国目前西北至西南最便捷的铁路大
通道，打破沿线山乡的封闭，沿线群
众进入开往小康的快车道。

新疆的煤炭、青海的钾肥，通过
兰渝铁路，降低了运输成本、开拓了
西南市场。兰渝铁路被各地称为名
副其实的“金腰带”。

兰渝铁路同时也成为中新互联
互通项目国际陆海贸易新通道重要
组成部分，让中欧班列（重庆）开行如
虎添翼。

全面融入了全国高铁网

兰渝铁路，只是重庆徐徐展开的
“铁路版图”中的一环。

改革开放以来，我市铁路建设
快速发展。近年来，我市建成并开
通了遂渝二线、渝利铁路、南涪铁
路、兰渝铁路、渝怀二线渝涪段、成
渝客专、渝万客专、三南铁路、渝贵
铁路等项目。

截至目前，重庆境内铁路营业里
程已达2329公里，其中高铁里程492

公里；在建铁路项目主要包括郑州至
万州高铁、渝怀铁路涪陵至梅江段增
二线工程、新建重庆铁路枢纽东环
线、黔江至张家界至常德铁路等。

“重庆全面融入了全国客专
（高铁）网络，打通了西南地区连接
中原、华北地区的客运快速通道。”
成都局集团公司相关负责人表示，
特别是与成渝、成绵乐城际铁路共
同构成成渝经济区“T”字型快速铁
路骨架，让高铁成为市民出行的重
要选择。

提速“米”字型对外高
铁大通道建设

11月22日，渝湘高铁重庆至黔

江段正式开工建设，结束重庆“渝东
南”地区没有高速铁路的历史。由
此，重庆“米”字型对外高铁大通道建
设加速。

来自市交通局消息称，明年我市
将开工建设渝昆、渝万高铁。目前我
市正在全力推进渝西、兰渝、成渝中
线、渝汉、渝贵等高铁项目的前期工
作，争取5年内全面开工建设。

到2030年，全市路网在建和建
成总规模达到5805公里，其中高铁
里程2032公里，将形成以重庆枢纽
为中心，“米”字型高速铁路通道为骨
架，“两环十干线多联线”普速铁路为
支撑，连通欧亚、通达全国、畅通周边
的现代化铁路网络体系。

兰渝铁路百年圆梦

重庆全面融入全国高铁网
本报记者 杨永芹

这几天，顾建峰很忙。作为重
庆市气象局局长，他正在组织大家
紧锣密鼓地完善《重庆三峡国家气
象公园创建方案》。

什么是国家气象公园？这是由
中国气象局命名授牌，展现自然气
候奇观和与天气气候有关的历史文
化底蕴以及体验生态气候和科普教
育于一体的特定旅游区域。

在顾建峰的脑海中，重庆三峡
国家公园里将有缥缈云海、绚丽佛
光等天气气候景观；有立体气候条
件下不同海拔中层次分明、丰富多
彩的独特景象；还有集休闲、康养、
科普等功能的景区和深厚的气象历
史文化，让人流连忘返。

重庆创建国家气象公
园具有得天独厚的优势

顾建峰说，创建国家气象公园将
在打造重庆全域旅游发展升级版和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行动计划等方面
发挥重要作用。

事实上，重庆在创建国家气象
公园上具有得天独厚的优势。

市气候中心主任李永华介绍，
一是重庆具有丰富多彩的天气气候
景观资源，纵横数百里、上下几千年
的长江三峡有云海、霞光、彩虹、雪
景、雾淞、夜雨等天气气候景观资
源，使其在全国具有代表性和独占
性；二是具有秀美奇特的立体气候资
源。重庆海拔高差2650米，立体气
候巧夺天工，可契合“春赏花”“夏消
暑”“秋观叶”“冬玩雪”，谱写重庆旅游
的“四季歌”和“二十四节气歌”；三是
具有悠久厚重的气象历史文化资
源。比如，深入挖掘与天气气候有关
的经典诗篇，可塑造重庆三峡旅游的
诗情画意；深入挖掘涪陵千年白鹤梁
的水文气象历史价值，可增强重庆三
峡旅游的历史文化底蕴；四是具有雄
阔壮观的喀斯特地貌资源。针对重
庆雄阔纵深的自然山水和令人震撼
的喀斯特地理地貌，深入分析地壳运
动的地质机制和风雨侵蚀的气候原
理，可增添重庆旅游的科技内涵；五是
具有令人心旷神怡的气候养生资源，
可满足群众到生态环境良好、气候宜
人、养生保健设施完善的地方旅游度
假的需求。

创造性提出将长江沿
线及附近26个区县纳入
公园建设范围

据了解，在挖掘重庆气象旅游
资源的基础上，重庆市气象局大胆
提出创建“重庆三峡国家气象公园”
的思路。

“根据国家气象公园试点建设
相关标准和要求，结合我市气象旅
游资源挖掘和评估结果，我们编制
了《重庆三峡国家气象公园创建方
案》（以下简称《方案》）。”李永华
说，《方案》将重庆长江三峡沿线及
其附近的城口、巫山、巫溪、奉节、
云阳、万州、开州、忠县、石柱、丰
都、涪陵、武隆、长寿、渝北、渝中、
北碚、沙坪坝、南岸、九龙坡、大渡
口、江北、巴南、江津、永川、铜梁
和璧山等26个区县规划为重庆三
峡国家气象公园建设范围。经初
步评估，上述区县共拥有气象旅游
景区景点51个。

国家气象公园试点建设时间
为两年。顾建峰说，通过国家气象
公园建设，进一步彰显“壮美长江，
诗画三峡”主题，助力打造长江三
峡国家黄金旅游带，将长江三峡重
庆段打造成为国家气象公园，打好
重庆旅游“三峡牌”，以重庆三峡为
主基线，把珍珠状的三峡旅游景
点，巧妙编织成精美的项链，让“一
江碧水、两岸青山”的千年美景焕
发新风采、展现新魅力，让更多的
游客听了就想来，来了不想走，走
了还想来。

力争纳入国家气象公
园试点建设

“其实，打造国家气象公园并没
有现成经验可循。”顾建峰说，目前，
全国仅有安徽黄山风景区按照中国
气象局相关要求开展了国家气象公
园试点建设。重庆三峡国家气象公
园是在中国气象局提出的天气气候
景观资源、立体气候资源、气象历史
文化资源3大主题资源基础上，丰
富了喀斯特地貌资源和气候养生资
源，以最大程度发挥气象旅游资源
的生态价值、科普价值、科学价值以
及经济社会价值。

“重庆三峡国家气象公园对原
有的国家气象公园的概念进行了扩
充，很有创新性，也非常可行，是一
个综合性的国家气象公园，是对现
有国家气象公园标准的创新和升
级，非常符合国家生态文明建设和
全域旅游发展的思想。“中国气象局
组织的国家气象公园试点建设评估
论证组的专家们如是评价。

“创建国家气象公园工作得到
了市委市政府和中国气象局的高度
重视和支持。”顾建峰说，重庆已初
步形成国家气象公园创建工作机
制，26个区县政府也高度重视，积
极要求将本区域内的景区、景观、景
点纳入重庆三峡国家气象公园规划
范围并全力支持配合。

目前，我市已向中国气象局提交
了国家气象公园试点建设申请。接
下来，市气象局将按照市委市政府的
安排部署，根据国家气象公园建设管
理办法和评价标准，围绕重庆三峡国
家气象公园建设的“五大主题”，深度
挖掘气象旅游资源，加快编制建设规
划和实施方案等，全力推进重庆三峡
国家气象公园试点建设。

重庆三峡国家气象公园呼之欲出
彰显壮美长江、诗画三峡主题

本报首席记者 李珩

2000年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以来，西部地区基础设施保障能力全面增强，产业体系和市场体系建设取得明显成
效，创新驱动发展能力不断增强。图为兰（州）渝（重庆）铁路全线开通首趟列车开行。

通讯员 和冠欣 翻拍

本报讯 （首席记者 陈钧
实习生 唐璨）11月29日，重庆日
报记者从两江新区获悉，重庆金康
新能源汽车有限公司（简称金康新
能源）智能工厂已正式启动试生产，
金菓EV SF5首批试制车将于年
底下线，并有望在2019年第三季度
正式上市。

金康新能源智能工厂总投资
25亿元，在冲压、焊装、涂装、总装
及电池五大工艺车间共部署了
1000多台机器人，整个生产线的焊
接、涂胶、滚边、工位间输送、大件的
上料均采用机器人操作，焊接、涂胶
的自动化率为100％。

作为一款自主品牌的新能源车
企，金康新能源有着较强的研发能
力。美国硅谷的 SF MOTORS
公司是金康新能源的子公司，主要
打造高端电动汽车。今年 7 月，
SF MOTORS在中国正式发布全
新品牌中文名称“金菓EV”，其旗

下纯电动SUV车型SF5首次在国
内亮相。SF5定位中型SUV，其外
观方面采用了类似轿跑式SUV设
计，整体设计主打运动风格。且
SF5拥有SF MOTORS自主研发
的四电机驱动模式，能使得车辆在
3秒内实现百公里加速，而高密度
的动力电池让续航里程轻松突破
500公里。

目前，SF5产品已在新西兰完
成了反季节极寒测试，并完成了五
百万公里可靠性耐久路试，计划在
2019年1月开启量产车体验，3月
份开启中国市场预订，2019年第三
个季度正式上市，并实现批量交付。

此外，金康新能源还在德国、
日本等地建立了新能源汽车电池、
整车核心技术的研发中心和实验
中心，目前在日本东京的电池技术
研究所已经基本建成。

据悉，两江新区正以智能化和
新能源引领汽车产业转型升级，到
2020年，两江新区新能源及智能汽
车产量将达到50万辆、产值1000
亿元。目前，两江新区已形成以长
安福特、长安、力帆、金康等新能源
乘用车企业为代表的整车研发生产
体系。有数据显示，2017年，两江
新区新能源汽车产量1.7万辆，占
全市新能源汽车产量的40％。

金康新能源汽车智能工厂启动试生产
金菓EV SF5首批试制车将于年底下线

（上接1版）
在当年9月14日《重庆日报》二

版刊发的 《静静的流水 无声的控
诉——关于小安溪河污染情况的报
告》一文中，对造成小安溪河污染的
原因进行了具体的叙述：

“有资料表明，小安溪河沿岸分
布的主要工业污染企业有22家，多
为造纸、煤炭、化工等行业，大小乡镇
企业1085个，每年约有1800万吨废
水、1.59万吨污染物排放到河中，主
要污染物为挥发酚、化学耗氧量、氨
氮、生化需氧量、硫化物、木质素、悬
浮物、石油类、氰化物、汞10种，累计
等标污染负荷为99.91％。”

河水被严重污染，给流域群众的
生产生活带来极其恶劣的影响。
1986年4月和1994年 6月，小安溪
河流域都曾发生因河水污染导致出
现大量死鱼的事件；流域内的群众不
仅不能饮用河水，甚至不能将河水用
于灌溉……

《关于小安溪河污染情况的报
告》刊发后，小安溪河的污染状况引
起多方重视：

铜梁提出了“三放”“三不放”的
原则，即对乡镇实行放宽人事管理
权、理财权、理事权，对人口、土地、
环保三大基本国策要严格执行，一
个也不能放，铜梁人大和政府还在
最短时间内拿出了小安溪河治理意
见，并力争二十世纪末取得治理的
明显成效。

《关于小安溪河污染情况的报
告》提及的部分企业，如铜梁氮肥厂、
西泉造纸厂都添置了治理设施，还有
部分企业把洗煤废水进行过滤，煤泥
送到发电厂发电，过滤出来的清水重
新用于洗煤系统洗煤，实现了洗煤废
水的闭路循环……

流域仍有纸厂在生产，
但都达标排放，且24小时
在线监控

24年后的今天，小安溪河又是怎

样一副模样呢？
11月28日，重庆日报记者驱车

前往铜梁，重访小安溪河。
铜梁安溪镇场镇外，小安溪河蜿

蜒流淌，有老者在河边垂钓。“以前水
臭的时候，小安溪河鱼都没得。现在
水好了，鱼也多了。”老人告诉记者。

老人对面，小安溪河河畔，铜梁
铜鑫纸业公司已投产14年，主要利
用回收的废旧纸张生产包装纸。

《关于小安溪河污染情况的报
告》中曾提及，造纸企业曾是小安溪
河的主要污染源之一，为何这家坐落
于河畔的纸厂依旧在生产？

“建厂时，就配套了环保治理设
备，这14年每年都在更新和升级这
些设备，以达到环保要求。”铜鑫纸业
公司总经理韩刚介绍，该公司年产包
装纸约两万吨，产值6000多万元，通
过环保设备的处理，95%的废水实现
了回用，“每个月外排废水约 2000
吨，都是处理达标后排放的。”

铜梁环保局副局长秦伟介绍，铜

梁所有重点企业都配置了环保设备，
安装了在线监测、监控设备，并已接
入市生态环境局在线监控系统，外排
废水一旦超标，在线监控系统就会实
时报警，让污染企业无处遁形。

“多年来，铜梁不断加强小安溪
河流域内的工业企业整治力度，关
闭重污染企业。”秦伟说，原本在小
安溪河流域有造纸企业46家，已关
闭或停产38家，剩余的8家都完成
了环保设备升级改造；关闭了碳酸
锶企业10家，目前仅剩改造完成的
碳酸锶生产企业1家、深加工企业两
家；此外，还有111家企业通过增添
环保设备、取得环保手续，达到了整
改要求。

年出栏量1.6万余头生
猪的养殖场看不到粪污，也
闻不到臭味

沿小安溪河顺流而下，沿途皆水
清岸绿，不时能见白鹭掠过水面，垂

钓者更是比比皆是。
“虽然不能像以前那样用来淘米

洗菜，但至少干干净净了。”铜梁大庙
镇场镇，不少居民喜欢茶余饭后到小
安溪河边散步。

“干干净净”的小安溪河，不仅
仅是因为铜梁不断加强工业企业整
治，持续不断的场镇生活污染整治
和农村面源污染整治同样功不可
没。

目前，铜梁已建成雨污管网
87.18公里，维修破损污水管网7296
米，完成配套污水处理设施建设15
处，15座污水处理厂完成了技术改造
升级，25个镇街污水处理厂安装了
24小时在线监控系统……

同时，铜梁完成了小安溪河流域
1079公里河道的清理，清理漂浮垃
圾34649吨，拆除网箱养鱼8251平
方米，关闭禁养区畜禽养殖场 106
家，非禁养区的250家畜禽养殖场配
套建设了粪污处理设施……

在大庙镇双马村，就有一家配套
了粪污处理设施的养殖场。这家年
出栏量1.6万余头生猪的养殖场，看
不到粪污，也闻不到臭味。

“所有的粪污都通过管道进入
收集池，然后抽入肥料厂，就地加工
成有机肥。”大庙镇畜牧兽医站站长
高荣禄介绍，该养殖场利用猪场与
900立方米大型沼气工程位置上巨
大落差的自然优势，在猪场内建起
了一个集雨式贮水塔，对猪场的粪
污进行高压水冲刷，使之进入与沼
气工程连接的管网系统，再经过三
级搅拌分离池的处理，发酵产生沼
气供周边村民使用，沼液和粪便则
全部制成有机肥。

秦伟介绍，铜梁采取国家补助和
企业、业主共同投入的方式，督促全
区660家20头生猪当量及以上规模
的畜禽养殖场实施沼气工程或有机
肥料加工处理，实现“畜—沼—粮
（菜、果、林）”模式，既消纳了畜禽粪
污和消除了粪污污染，又为农业提供
了优质无害的有机肥料。

一条河流的环保变迁

11 月 28 日，铜梁区安溪镇铜鑫造纸厂，最新升级的环保设备已经安
装完毕。 首席记者 崔力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