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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月初，两江新区大竹林街道坡顶社区的
社区公园“德隅园”正式完工，向市民免费开
放。两江新区已有103个公园。通过多个公
园打造，海绵城市建设，招商严守环保门槛等，
两江新区正向“一半山水一半城”目标迈进。

立足山地地形
悦来新城海绵城市效果初显

几年前，国家赋予了悦来新城一个重要
的身份：国家第一批海绵城市建设试点。这
代表悦来新城，乃至两江新区都承担起探索
建设海绵城市的任务。

海绵城市，指城市像海绵般可以渗透、存
蓄、净化雨水，补充地下水、调节水循环。同
时，通过让城市内的水自然循环、释放，最终
实现城市水资源的生态循环，还能有效缓解
城市的旱涝问题。

经过几年的探索，悦来新城已能初步实
现上述画面。如在悦来公园，其山顶有一幢
公共建筑，附近分布了十几个大小不一的花
园，这些花园能够吸纳部分降雨，而其他的雨
水则通过屋顶和楼面的各种收集管网统一汇
集到大楼旁的雨水收集池。雨水经沉沙过滤
后，可以用来进行植物浇灌。

悦来公园的路面则更“神奇”。下雨时，
雨水刚落到地上，便被“吸”入地面，储存到地
下水箱用于回收利用。据了解，这些地面使
用了一种“透水砖”，是用沙棘、混凝土挤压成
型，渗水性极佳，每平方米成本约100多元。

经过试点建设，目前，悦来会展公园年径
流总量控制率≥84.5%，年污染物消减率≥
54%，雨水年回用量达7.5万吨，每年节约水
费25万元。

而且，与国内试点区域不同，悦来新城的
海绵城市建设，更多地立足于山地地形，也就
是尽量保留地块中的崖、溪、谷、岸等原有自
然地貌，依山就势，顺势而为，以建筑、道路、
绿地等城市基础设施作为载体，通过“渗、滞、
蓄、净、用、排”等多种生态化技术，来设置各
种可吸水的“海绵体”。

悦来投资集团方面表示，通过打造海绵城
市，悦来新城充分遵循自然规律，形成了一座

“小雨不湿鞋、大雨不内涝”的“会呼吸”的城市。

值得注意的是，悦来新城海绵城市的探
索成果，已开辟了国内市场。去年2月，贵州
省贵安新区海绵城市试点“两湖一河”项目开
工，投资建设方为两江新区市政景观建设有
限公司等单位组成的联合体。

如今，悦来新城完成了海绵城市智慧监
测平台建设，此举能够大力推动新技术新产
品的研究应用，着力实现海绵设施的在线监
测，为自有科研产权打开了新局面。

招商严控准入门槛
不把污染带进新区

生态城，本就是悦来新城的定位之一。
所以，悦来新城可谓是两江新区贯彻绿色发
展、生态发展的重要体现与缩影。

但是，两江新区作为重庆经济的重要引
擎之一，其产业、园区丰富多样，不可能每个
片区都以悦来新城的方式规划。那么，如何
实现整个辖区内“生态”与“发展”间的平衡，
全面贯彻绿色发展？

两江新区的做法是：严准入，从产业规划

及招商准入等方面入手，从源头上防治工业
污染。

两江新区提出“三率一力”标准，指投入
率、产值率、税收率和影响力。只有三者都达
到要求，才能被引入两江新区。比如，汽车产
业的投入和产出比，需分别达到400万元/亩
和800万元/亩；电子信息产业投入和产出比，
分别达到350万元/亩和700-1000万元/亩；
高端装备产业投入和产出比，分别达到350
万元/亩和670万元/亩。

在此门槛下，很多不合格企业都被两江
新区拒之门外。比如，有一家企业，拟在两江
新区投资30亿元，建设一个玻璃材料生产基
地项目，后考虑到对环境的影响，且不符合

“三率一力”要求，两江新区停止了对该项目
的环境影响评价审批，最终没有引入。类似
的案例，在两江新区多达百个。

同时，对达到“三率一力”及环保标准的
项目，两江新区也要求入驻企业必须加大环
保投入，做好环保设施的建设，绝不把污染带
进新区。

据了解，在2017年，因政策制约，污染防

治措施不足，环评文件内容重大缺陷等原因，
两江新区对37个项目予以暂缓审批或退件处
理，涉及总投资约101.33亿元。同年，两江新
区在生态文明方面的投入达83.84亿元，完成
辖区91家企业的废气治理工作，投入治理资
金约6.3亿元，其中2.5亿元用于生产线改造，
建成治理设施120余套，年削减挥发性有机
物5300余吨。

打造百余公园
实现“一半山水一半城”

海绵城市、生态城、产业门槛，这些更偏
向“城市”元素。而在整个绿色发展中，两江
新区也没有遗忘“人”的元素。

今年12月初，两江新区大竹林街道坡顶
社区的社区公园“德隅园”正式完工，且向市
民免费开放。该园整体占地约50亩，设计风
格为中式，以常绿树为背景，红梅为主要观赏
树种。据了解，这些红梅树明年三四月就能
开花，届时，周围多个小区居民都将多一个赏
花的好去处。

就在德隅园完工的前几日，两江新区水
土高新园区的飞马李子坡公园已开始动工建
设，有望于2020年落成开园。该公园占地
330亩，以“桃花山处烂漫，翠竹林中静幽”为
主题。

10月22日，白云湖公园、白云寨公园、白
云山公园等多个公园已基本完工，金海湾公
园将于今年底建成。

今年以来，两江新区城管局牵头启动了
两江山地运动公园、云树公园、九曲河湿地公
园精品景点建设工程、金山公园精品公园建
设工程、金州公园等15个大型公园建设项
目。两江新区区域内已有包括照母山森林公
园、白云山公园、白云湖公园、九曲河湿地公
园等在内的103个公园，在建公园64个，绿地
率46.06%，绿化覆盖率54.6%。

就今年的第三季度来看，两江新区已实
施投资超过5000万元的大型公园建设项目
共计15个，年度计划投资5.61亿元，投资完
成率39.60%。两江新区方面表示，三年内，辖
区将实施超过60项绿化建设项目，总投资超
过25亿元，新增绿地超过650万平方米，从而
实现“一半山水一半城”。

建海绵城市 招商严守环保门槛 打造百余公园

两江新区：一半山水一半城
本报记者 杨骏 实习生 唐璨

本报讯 （记者 黄光红）12月18
日，由重庆市中新示范项目管理局和新
加坡交易所支持、华夏银行重庆分行主
办的“新加坡上市：重庆企业的‘新’选
择”主题沙龙在江北嘴举行。重庆日报
记者从沙龙上获悉，借力中新（重庆）战
略性互联互通示范项目政策，重庆将大
力推动企业到新加坡上市融资，助力企
业实现高质量发展。

近年来，越来越多的企业把目光瞄
准海外融资市场。而中新金融合作的
一项重要工作，就是探索完善金融开放
创新政策体系和创新金融产品，利用国
际国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帮助重庆
及西部地区企业引入低成本海外资
金。据了解，中新（重庆）战略性互联互
通示范项目正式启动3年来，在金融服
务领域，目前重庆已累计落地跨境融资
项目超过60个、融资金额超过50亿美
元，且平均融资成本比国内低约1个百
分点。

不过，上述已落地的跨境融资项目
主要是债权融资项目。在上市融资这
方面，企业尚显得动力不足。目前，仅
有1家重庆企业在新加坡上市。重庆
市中新示范项目管理局相关负责人表
示，下一步，将重点推动股权融资工作，
努力促成重庆等地的企业到新加坡交
易所上市。

据悉，与美国、香港等国家和地
区的资本市场相比，新加坡资本市场
具有上市周期短、门槛低、上市成本
相对低廉及企业上市后再融资能力
强等优势。具备一定规模的企业，可
申请到新加坡交易所主板上市；高速
成长型企业，可申请到新加坡交易所
凯利板上市。如果满足相关上市条
件，一般情况下，企业6-8周就能够
走完上市流程。

重庆大力推动企业
到新加坡上市融资
一般6-8周能走完上市流程

本报讯 （记者 崔曜）12月 18
日，重庆机场正式开通由海南航空执
飞，重庆往返巴黎的国际航线，首航仪
式在T3航站楼举行。

重庆至巴黎首航航班HU717将于
19日 01：30由重庆江北国际机场起
飞，并将于当地时间06：20抵达巴黎戴
高乐国际机场，这是海南航空在重庆地
区开通的第二条直飞西欧航线。

据了解，HU717 航班采用波音
787机型，每周三和周六01：30从重庆
起飞，当地06：20抵达巴黎。

据悉，重庆机场已于 12 月 11
日、12 日分别开通重庆经上海至波
士顿、重庆经上海至西雅图两班北
美航线，加上此次重庆往返巴黎航
线的开通，重庆国际航线累计已突
破80条。预计到2020年，重庆国际
（地区）航线将发展到100条左右，国
际旅客吞吐量500万人次，货邮吞吐
量100万吨，构建起通达全球的航线
网络体系，初步建成引领内陆开放
的国际航空枢纽。

重庆开通往返巴黎航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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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 王翔）12月18日，重庆
日报记者从市政府新闻发布会上获悉，今年
10月4日，国务院正式批复设立重庆涪陵综

合保税区。重庆涪陵综合保税区也成为我市
第四个保税区。

综合保税区对于提升地区对外开放水平
有着重要作用。重庆涪陵综合保税区是全市
第四个保税区，也是主城之外第二个综合保
税区，目前正在加快建设中，预计一年内就可
以封关运行。

重庆涪陵综合保税区规划面积2.7平方
公里，位于重庆涪陵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处
在“一带一路”和长江经济带的联结点上，紧
邻长江黄金水道，与重庆枢纽港龙头港隔江

相望（龙头港年吞吐量3000万吨，是长江黄金
水道5000吨级船舶、万吨级船队常年能够到
达的最西端港口），周边有三条高速公路、三
条铁路的物流通道（即渝涪高速、沪渝高速复
线、重庆外环高速，沪蓉高铁、渝怀铁路、涪南
铁路），具备“铁公水”多式联运的成熟条件，
具有明显的区位优势。

正在规划设计中的“两江新区—涪陵龙
头港快速道路”将把重庆涪陵综合保税区与
江北国际机场的距离缩短至70公里，规划建
设的涪陵长江五桥，将直接把重庆涪陵综合

保税区和龙头港连接起来。
重庆涪陵综合保税区将依托千亿级重庆

涪陵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的产业基础，重点
发展“3+2+3”产业，即“食品加工、医疗健康、
智能制造”三大保税加工产业，“木材、家居环
保材料”两大保税物流产业，“跨境电商、进口
商品展示交易、总部结算”三大保税服务贸易
产业，积极打造“一口岸、两基地”，即建设成
为长江上游重要的开放口岸、重庆重要的食
品医药进出口加工基地、西部地区独具特色
的服务贸易示范基地。

重庆涪陵综合保税区获批
成为我市第四个保税区，预计一年内封关运行

为倡导地产行业智慧、绿色、健康、科技、
创新、互联的发展理念，搭建全产业链交流互
动平台，12月14日，以“科技提升品质·创新
成就未来”为主题的2018重庆第六届房地产
博览会在重庆南坪国际会展中心举办。据组
委会统计，本届为期3天的房博会共吸引约
10万人次观展。

成功举办五届
致力行业交流发展

据悉，重庆房地产博览会在相关部门的
大力支持下，以及在房地产全产业链企业的
积极参与下，已成功举办5届，成为西部地区
参与面较广、知名度较高、品牌价值量较大的
专业博览会。

历届以来，重庆房博会致力于展示优秀
品牌企业，展示智慧、康养、文旅等优质项目，
加强房地产行业全产业链交流，推广绿色节
能及建筑智能化理念，在推动住宅产业化发
展起到了良好的示范和带动作用，受到社会
各界和公众的广泛关注和好评。

值得一提的是，本届房博会经过组委会
精心策划、认真筹备，参展单位范围广泛，涉
及房地产开发、建材、装饰、防水节能材料、智
能家居、民宿、文创、金融、法律、咨询、创意生
活等多个方面，覆盖房地产上下游产业链。

在此次房博会开幕式上，中国房地产业
协会苗乐如副会长等领导和嘉宾参加开幕式
并致辞。中国房地产业协会副会长苗乐如表
示，重庆房博会是我市房地产行业全产业链
的高端盛会，是推动房地产行业高质量发展

的具体体现。
市房地产开发协会相关负责人表示，作

为政府和企业间的桥梁纽带，协会将从政策
宣传、技术培训、典型推广、重点支持、机制创
新等层面积极推动智慧小区建设，实现重庆
房地产业高质量发展，不断满足人民高品质

生活需要。

亮点纷呈
科学践行新居住理念

本届房地产博览会倡导智能互联、绿色
健康、科技创新的发展理念，并向全社会宣传

“创新让大众生活更美好”这一新居住理念。
而在展会细节方面，本届房博会亮点颇

多。
本届房博会通过品牌企业展、康养文旅

展、智慧项目展、创新创意展四大板块集中展
示市内外优秀品牌企业、优秀品质项目，涵盖

康养、度假、文旅等项目。
与本届房博会主题不谋而合的是，龙湖

以“善待你一生”的企业理念，始终坚持走在
技术革新的前沿。在本届房博会上，龙湖系
统展示了工程建设过程中以喷涂石膏、固化
剂地坪、系统门窗、整体卫浴为代表的新工艺
及新材料的最新运用；以“科学筑家”为使命
的金地，一直走在科学人居的时代前沿，并以
智慧创造居住之美，创造了多个人居精品；作
为本次房博会文旅板块主要展示企业，鲁能
集团重点把旗下的健康地产、美丽乡村等产
品系带到房博会现场。

不仅如此，本届房博会还展示了智慧开
发建设的现状、成果等内容。展会现场通过
声、光、电等方式向广大市民展示企业智慧化
建设、创新工艺、多元化生活设施建设等，从
而引导行业提高智慧开发的科技含量和建设
品质，来促进重庆房地产开发行业持续健康
发展。

此外，作为展会重要配套活动，“2018重
庆市房地产开发行业首届智慧社区发展论
坛”同期举行。据了解，截至目前，重庆市已
推动实施50余个智慧小区示范项目建设，到
2020年将建成智慧小区200个以上。

论坛中，有关专家、房企就如何打造智
慧社区、智慧小区展开对话。大家共同的思
路在于，透过和参与城市管理的各级相关部
门、基础设施供应方、房地产开发企业等“跨
界”合作，实现资源整合、互联互通，借助智
能化手段让社区居民获得更多的公共信息
资源和服务，推动社会治理能力、城市生活
品质提升。

品牌云集
添彩重庆房博会

作为西部及重庆房地产行业全产业链的
综合性大展、两年一度的行业综合高端会展
平台，吸引了实力强，品牌知名度高，绿色、生
态、智能化水平高的品牌房企齐聚一堂。

除了本地龙湖、金地、鲁能、万科、恒大、
融创、金科、华宇、协信、保利、财信、华南城等
品牌企业携旗下优质项目参展外，还有来自
广西、云南两地的恒大旅居、融创文旅、中鸿、
强盛等二十余个品牌企业携旗下康养、旅游
休闲地产项目登陆房博会，为重庆市民展示
康养旅游休闲项目。

据云南普洱鼎城国际负责人介绍，普洱常
年温度在12-20度，冬无严寒，夏无酷暑。森
林覆盖率70%以上，空气质量状况优良率更是
保持在100%！十分适合养生和居住。此次首
次在重庆参加房博会，受到重庆市民的关注。

据北海住建局代表表示，此次为北海首
次参加重庆房博会。北海区位独特，交通便
利，资源丰富，历史深厚，环境优越，素有“城
市天然氧吧”的美称，而作为一个80％为外地
人的城市，重庆人在北海购置房产占了很大
的比例。加上近几年重庆经济快速发展，人
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因此，他们特别看重
在房博会上对北海的企业进行展示。这次北
海组团共有32个康养旅居项目参加房博会，
受到重庆市民的追捧，可以说是人气最旺的
展区之一。

张婷婷

2018重庆第六届房地产博览会成功举办

赋能智慧城市建设 助推美好人居生活

中国房地产业协会副会长苗乐如致辞

2018重庆第六届房地产博览会开幕仪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