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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天晚8点至次日早8点，新能源
汽车可在市政道路停车位免费停车；对
新能源渝籍货车发放主城区货车通行
证……随着《重庆市支持新能源汽车推
广应用政策措施（2018—2022 年）》的
出台，新能源车主能够享受的“待遇”，
让人称羡。

机场火车站公园等首小时
均免停车费

据了解，上述政策措施涵盖了基础
设施、使用环境、公共领域推广等多个
方面。以停车为例，除了市政道路免费
停车政策，新能源汽车在机场、火车站、
公交及公路客运站场、驻车换乘（P+
R）、公园、文体场馆等配建的收费停车
场（库）和特级公共停车场停放，首小时
均免停车费。

为鼓励市民驾乘新能源汽车，重庆
还规定充电服务费执行政府指导价，上
限为0.4元/千瓦时（低于 0.52 元的居民
用电价格）。

在货车方面，使用新能源专用号牌、
最大设计总质量不超过4.5吨的渝籍牌
照载货汽车可获主城区货车通行证；纳
入城市配送体系或更新替换传统能源，
且最大设计总质量不超过3.5吨的新能
源货车，也会获发绿色通行证。

新建住宅三成公共停车位
须有充电设施

“充电难”是阻碍新能源汽车应用
的主要瓶颈之一，而这个问题有望在数
年内得到极大改善。上述政策措施提
出，要按照相对靠近重点停靠区域和充
电便捷高效的原则，建设公用快充设
施。到2022年，全市建成公用快充桩
超过4000个，公用快充桩单枪功率不
低于60千瓦。

其中，到2020年，主城区建成公用
快充桩超过2000个，具体建设区域包括
机场、火车站、公交及公路客运站场、驻
车换乘（P+R）、公园、文体场馆、独立停
车场（库）等，以上区域停车位数量在500
个及以上的公用快充桩建成数不低于50
个，在500个以下的公用快充桩建成数
不低于停车位数量的10%；全市高速公
路服务区、4A级及以上旅游景区等区域
建成公用快充桩500个以上，以上区域
停车位数量在50个及以上的公用快充桩
建成数不低于5个，在50个以下的公用

快充桩建成数不低于停车位数量的
10%。区县参照主城区标准建设。

此外，主城区新建居住建筑配建停
车场（库），应全部具备充电设施安装条
件（预埋电力管线和预留电力容量），建
成充电设施的公共停车位比例不低于
30%；新建办公类公共建筑配建停车场
（库），具备安装条件比例不低于50%，
建成比例不低于30%；新建其他建筑配
建停车场（库）及独立用地建设停车场，
具备条件比例不低于30%，建成比例不
低于10%。充电设施安装条件预留和
建成情况应纳入工程建设强制性标准
和整体工程验收。区县参照主城区标
准建设。

同时，重庆将加快现有停车场（库）
充电设施建设。到2020年，市级机关及
其所属公共机构的内部停车位建成充电
设施比例不低于停车位总数的20%，其
他公共机构和国有企业不低于 10%。
各区县参照以上标准执行。充电设施相
关建设要纳入城乡总体规划以及相关专
项规划。

政府集中采购车辆新能源
车要占一半

为了进一步推广新能源汽车应用，重
庆要求市级单位通过政府集中采购新增
和更换车辆中，新能源汽车占比不低于
50%，新增和更换机要通信车、相对固定
线路的执法执勤车、通勤车原则上使用新
能源汽车。各区县参照以上标准执行。

另外，主城区新增和更换公交车、出
租车要加快提高使用新能源汽车的比例；
新增和更换市政环卫车、市政工程车、邮
政快递车，原则上使用新能源汽车。

上述政策措施还规定，在符合有关法规
要求的前提下，主城区新增和更换网络预约
出租车、分时租赁用车要采取有效措施鼓励
使用新能源汽车；逐步提高新增和更换驾驶
培训车、驾驶考试车使用新能源汽车比例。

按照国家有关要求，市级财政资金
将配套支持新能源汽车推广应用；鼓励
各区县制定相应支持政策；支持鼓励新
能源汽车推广应用政策贯彻落实情况纳
入市政府督查范围。

重庆新能源车主可享哪些“福利”
本报记者 白麟

对国家级制造业创新中心，获得
认定当年起至2022年，每年可获3000
万元以内的配套研发支持；对市级制
造业创新中心，获得认定当年起至
2022 年，每年可获 500 万元的研发支
持……上述政策，都来源于《重庆市加
快新能源和智能网联汽车产业发展若
干政策措施（2018—2022年）》。纵观
这一政策措施，可谓干货满满。重庆
日报记者发现，其从平台建设、研发、
降低成本、人才引进等多个方面对企
业进行扶持。

新建新型高端研发机构可
获1000万元资助

例如，在平台建设方面，上述政策措
施支持企业新建或升级新能源和智能网
联汽车数据平台，对投资500万元以上
的项目（包括信息基础设施建设、硬件、
软件等投入），给予投资额20%的支持，
对单个项目补助金额不超过500万元。
对新能源和智能网联汽车领域通过认定
的新建新型高端研发机构，按照有关规
定，原则上给予1000万元的高端平台培
育资助。

此外，重庆还支持企业建设国内领
先的智能网联汽车测试场，给予相应测
试设备投入金额20%的支持，单个企业
可获金额不超过2000万元。对利用测
试场开展智能网联汽车测试的企业，可
给予每款测试车型不超过测试费用30%
的支持，单个企业年度可获金额不超过
300万元。

研发全新中高端车型最高
可获1000万元奖励

在研发方面，重庆设立新能源和智
能网联汽车重点研发专项，按照有关规
定，通过财政激励政策，支持相关领域的

新技术开发和产品产业化，对单个项目
支持金额不超过1000万元。

对新能源和智能网联汽车领域的自
然科学基金重点项目，重庆实行竞争立
项、择优支持，给予每个项目80万元资金
资助。给予满足以下条件的自主研发全
新中高端车型不超过1000万元的研发
奖励：年产销量超过1万辆；智能化等级
达到L2级或新能源汽车续航里程达到
500公里。

新能源整车企业贷款有机
会获6成贴息支持

针对目前企业各项成本增加的问

题，重庆对投资额在1亿元及以上的整车
技改项目，5000万元及以上的核心零部
件制造、充电设备制造、电池回收等项
目，按贷款基准利率的50%，连续2年给
予项目贷款贴息支持，对单个项目贴息
支持金额不超过1000万元。

同时，重庆鼓励银行等金融机构创
新推出专项融资产品，用于支持新能源
汽车企业发展，对申请取得专项融资产
品的新能源整车生产企业，按银行贷款
基准利率的60%，给予企业贴息支持；
2018—2020年，对整车企业当年销售的
新能源汽车给予一次性物流支持，标准
为每年运输费的20%。

重庆新能源和智能网联汽车迎来发展春天
■国家级制造业创新中心每年可获3000万元以内配套研发支持
■研发全新中高端车型最高可获1000万元奖励
■新能源整车企业贷款有机会获6成贴息支持

本报记者 白麟

山水林田湖草生态保护修复国家工
程试点，近日获得国家批准。“一岛两江
三谷四山”为试点区域。目前，首期中央
奖补资金10亿元已到位。

2018年，该工程由市规划和自然资
源局会同财政局、生态环境局向国家申
报。为何要将山水林田湖草作为一个整
体来保护？成功申报国家工程试点有怎
样的意义，将为重庆带来哪些改变？重
庆日报记者对此进行了挖掘。

筑牢长江上游重要生态屏障

“我市开展生态保护修复工程试点，
是落实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具体行
动，也是服务长江经济带发展的战略选
择，更是推动重庆高质量发展、创造高品
质生活的内在要求。”市规划和自然资源
局相关负责人表示。

该负责人介绍，重庆牢固树立“山水
林田湖草生命共同体”具有整体性、系统
性和综合性的观念，强化生态保护修复
的“上游意识”，担当“上游责任”，积极推
动生态修复系统工程。

为此，重庆市委市政府统一部署，市
相关部门于2017年7月组织编制了《长
江上游生态屏障（重庆段）山水林田湖草
生态保护修复工程试点实施方案》（以下
简称“试点工程”）。2018年，相关部门在
2017年申报方案的基础上进行了优化完
善，成功纳入国家第三批试点。

其中，试点工程区域正位于长江、嘉
陵江汇入三峡库区的咽喉部位，是影响
长江母亲河、三峡库区生态环境安全的
重要闸口，是筑牢长江上游重要生态屏
障的关键地带，对整个长江流域生态保
护修复具有很强的带动性、示范性。

主城区整体处于修复区中

“城在山中”的独特地形地貌，使重
庆成为唯一以主城为项目区的生态修复
国家工程试点，缙云山国家级自然保护
区亦纳入其中。

试点区域具体包括哪些地方？重庆
日报记者获悉，重庆的山水林田湖草生
态保护修复项目选择了“一岛两江三谷

四山”为试点区域，主城区整体处于修复
区之中，力求城市和生态系统融为一体。

一岛，即广阳岛；两江，即长江、嘉
陵江；三谷，即缙云山与中梁山之间的
西部槽谷、中梁山与铜锣山之间的中部
宽谷，铜锣山与明月山之间的东部槽
谷；“四山”即缙云山、中梁山、铜锣山、
明月山。

具体来说，试点工程东西以明月山、
缙云山为界，南北以巴南、渝北行政区域
为界，立足于保护长江母亲河，推动长江
经济带绿色发展，申报部署7大类22子
类58个整体项目。项目内容主要涵盖区
域生态系统治理、两江沿线地质灾害防
治、矿山地质环境恢复治理和土地复垦、
水环境保护和综合治理、国土绿化提升、
土地整理与土壤污染修复、生物多样性
保护等方面。

试点工程申报后，我市本着“边申报，
边推动”的原则，积极推动工作实施，由各
区对58个申报项目进行细化，首批细化
188个生态保护修复工程项目。力争三年
解决试点区关键生态问题，保护修复长江
上游生态屏障，发挥引领示范作用。

目前，试点工程正在稳步实施。
据统计，2018年度试点区域已累计

投资19亿元，先后启动近100个项目。
完成历史遗留和关闭矿山恢复治理与
土地复垦262公顷，完成沿江地质灾害
防治3处，完成土地整理2612公顷，完
成土壤治理30亩，实施退耕还林还草、
植树造林、森林抚育13.2万亩，有害生
物防治30万亩，湖库水质管控点7个，
建设改造污水管网108公里，拆除“四
山”违法违规建筑复绿面积8.9万平方
米，长江国控寸滩断面与嘉陵江北温泉
断面水质达到Ⅲ类，城市集中式饮用水
水源地水质达标率100%。

下一步，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将会
同有关部门继续在市委市政府统筹部署
下，全面启动188个生态保护修复项目，
完成年度绩效目标。

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相关负责人表
示，通过三年攻坚，将力争实现试点区域
生态功能有效恢复，生态环境质量明显
改善，实现“山清、水绿、林茂、田良、湖
净、草盛”目标，形成人与自然和谐共生
的生态格局。

注重政策创新，以自然恢复为主

今后，试点工程将如何推进？

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相关负责人表
示，为有序推进山水林田湖草生态修复，
试点工程将注重政策创新。

一是用好地票政策。坚持“宜林则
林、宜草则草、宜耕则耕”，拓展地票生态
功能，通过地票交易增加修复治理资金
来源。二是建立生态保护补偿机制。三
是完善自然资源确权制度，放活“山水林
田湖草”生态资源经营权。四是试行生
态环境损害赔偿制度。五是健全激励
引导机制。鼓励区县政府加强生态保
护修复工作，进一步引导社会力量广泛
参与。

在工程试点理念上，重庆将以“保
护好山好水”为目标，坚持自然恢复为
主、人工修复为辅，筑牢生态安全屏
障。

具体而言，将按照“三年示范、五年
推开、谋划2035年”的总体部署，突出

“山为骨、水为脉，林田湖草为肌体”的
布局思路，将修复“四山”受损山体和保
护“两江”水环境作为重点任务，全方位
全地域全过程开展山水林田湖草系统
治理。并充分考虑当地生态环境承载
能力，加快形成绿色生产生活方式，努
力实现生态美、百姓富的有机统一。

本报讯 （记者 黄琪奥）1月9日，2019年全市
体育工作会（简称体工会）在雾都宾馆举行。会议总
结2018年重庆体育工作，对今年的工作进行了部署。

制度保障
《重庆市全民健身条例》实施

2018年，《重庆市全民健身条例》审议通过，该条
例对全民健身活动、设施、保障及其相关的管理和服
务提供了制度保障。

“我市积极推进‘1+5+1’行动计划。”重庆市体育
局相关负责人解释：即实施打造全国户外运动首选目
的地、全民健身服务体系提升、第十四届全国运动会
备战、体育产业加快发展、体育后备人才培养、体育基
础设施振兴、智慧体育政务惠民平台建设行动计划，
该条例让建设体育强市拥有制度保障。

今年，重庆将着力推进5个体育旅游示范区建
设，科学规划国内外户外品牌赛事的方式，促进全国
户外运动首选目的地打造。重庆还将以创建全民运
动健身模范区（县）为契机，落实好300个社区健身
点、农民体育健身工程、社区健身中心及一批专项体
育设施项目建设，让市民能真正实现就近锻炼。

高水平比赛
多项顶级运动赛事首度入渝

去年，多项顶级运动赛事首度落户重庆，让市民
足不出户就能看到精彩的赛事。

“去年，重庆成功举办了包括重庆国际马拉松赛
在内的11场马拉松赛，吸引了超过10万市民参与。
通过举办首届智力运动会，吸引了2000多名智力运
动爱好者参与。随着中国冰壶公开赛首度花落重庆，
让市民第一次近距离看到高水平冰雪赛事。重庆市
首届冰雪运动季于12月在丰都启动，让更多市民能
参与到冰雪运动之中。”这位负责人介绍，今年，我市
将首度举办2019年中国杯世界花样滑冰大奖赛，申
办包括世界排球联赛、世界羽毛球锦标赛、国际田联
钻石联赛、亚洲田径大奖赛等一系列高水平赛事。

培养高水平人才
重庆运动员共获金牌105枚

“2018年，重庆体育健儿在各项赛事中捷报频
传。”据介绍，去年重庆运动员在各级各类比赛中获金
牌105枚、银牌64枚、铜牌102枚。尤其是施廷懋继
续保持良好竞技状态，在国际国内赛场保持全胜，第
四次获得国际泳联年度最佳女子运动员称号；黄茜、
雷挺婕代表中国队获国际象棋奥林匹克女子团体赛
冠军，更是让更多人感受到重庆的力量。

这位负责人说，重庆市体育局将实施多元化备
战，通过引聘一批国内外高水平教练、体能专家、科研
人员，出台《重庆市足球青训行动计划（2019—2021
年）》《青少年体育社会组织管理办法》等方案，加快青
少年体育工作和后备人才培养，进而选拔出更多的体
育专业人才。

场馆建设
启动92个社区体育文化公园建设

据该负责人介绍，2018年，重庆市新建社区健身
点300个、农民体育健身工程728个、社区健身中心
13个、登山步道3条。启动了92个社区体育文化公
园的建设，千余项健身设施，可满足不同年龄段市民
的健身需求。

今年，重庆市体育局将开工建设大田湾体育场保
护和利用工程；完成长寿湖（二期）、市竞训中心（三
期）、市奥网中心改造等项目前期工作。并研究制定
《重庆市健身步道规划》及健身步道地图，《重庆市体育
公园规划》及体育公园地图，方便市民能够就近健身。

体育产业
计划投资超千万元的项目达78个

根据公布的数据显示，2018年，重庆市体育产业
总规模达到362.59亿元，同比增长17.2%，实现增加
值162.66亿元，同比增长13%。体育及相关产业单
位达3万余家，从业人员超过17万人。华熙鱼洞
LIVE、际华园滑雪馆、南天湖滑雪场等产业项目建成
投用，阿里体育、莱茵达体育等企业落户重庆，计划投
资千万元以上的项目达78个。

今年重庆将重点打好三张牌：即全国体育旅游示
范区牌，户外运动示范基地牌，电子竞技运动牌，筹办
好世界电子竞技运动会等赛事活动。

重庆去年体育产业
总规模超360亿元

同比增长17.2%

落实300个社区健身点、农民体育健
身工程、社区健身中心及一批专项体育设
施项目建设，让市民能就近锻炼

首度举办2019年中国杯世界花样滑
冰大奖赛

引聘一批国内外高水平教练、体能专
家、科研人员，加快青少年体育工作和后
备人才培养

开工建设大田湾体育场保护和利用
工程，完成长寿湖（二期）、市竞训中心（三
期）、市奥网中心改造等项目前期工作

重点打好全国体育旅游示范区、户外
运动示范基地、电子竞技运动三张牌

今年有哪些期待

“一岛两江三谷四山”生态保护修复怎么干
本报记者 申晓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