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水清”
确保长江干流水质为优，确保纳入国家考核的42个断面水质优良

比例稳定达到90.5％以上

●“天蓝”
确保全年空气质量优良天数稳定在300天以上，细颗粒物年均浓度

控制在40微克/立方米以内

●“地绿”
严禁长江干流及主要支流岸线1公里范围内新布局重化工项目、5

公里范围内新布局工业园区

●“土净”
将实施重点行业企业土壤污染详查，推进土壤污染综合防治示范

区建设

●“声静”
加强城市声环境管理，控制社会生活、交通、建筑施工和工业噪声，

确保声环境质量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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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新闻

本报讯 （记者 颜安）扶贫先扶
智，治穷先治愚。1月21日，重庆日报
记者从市扶贫办获悉，去年我市扎实
推进精准就业扶贫工作，通过技能培
训、转移就业等措施，全年共帮助4.18
万名贫困群众实现就业。

涪陵区龙桥街道43岁的贫困户
张淑芬对生活充满信心。去年她通过

“巴渝巧姐·菜乡结绳”扶贫培训，基本
掌握了绳编技巧，与当地一企业签订
合同，成为了一名“女匠人”，每天抽空
在家编织，每月有1000多元收入，还
能照顾老小。

无独有偶，潼南区田家镇六角村
贫困户胡银贵一家在去年脱了贫。胡
银贵的妻子和大女儿都有残疾，另外
还有3个子女在读书，一家人生活很
是艰难。“现在我们全家有3个人在

‘扶贫车间’找到了合适的工作，每个
月务工收入接近4000元。”胡银贵的
话语中满是喜悦。

“就业是最大的民生。十九大报
告指出，要提高就业质量和人民收入
水平。我们按照‘一户一技能一就业’
的目标，扎实推进就业扶贫工作。”市
扶贫办相关人士介绍。

由此，我市首先整合市级有关行
业部门数据资源，动态掌握具有基本
劳动能力且有转移就业意愿的贫困人
员信息，根据其求职意向、培训需求分
类施策，切实做到精准到人。

其次，在技能培训方面，我市将培
训职业（工种）由88个扩大到149个，
培训补贴平均标准从1460元提高到
1770元，全年累计组织2.2万名贫困
人员参加就业技能、特色工种和岗位
适应性等各类培训，发放职业培训补
贴1893万元。

2018年，我市累计举办各类专场
招聘活动 374场次，提供岗位 31万
个。同时，累计建立并认定就业“扶贫
车间”119个，带动就业3865人，其中

建卡贫困人员1002人。同时创新开
发农村保洁、保绿、护林、护路等公益
性岗位，向1.2万贫困人员发放公益性
岗位补贴8382万元。

此外，通过创业带动就业，我市累
计向农村建卡贫困户发放创业担保贷
款6461余万元，扶持创业626户，无
偿资助国家级贫困区县大学生创业项
目63个，发放资助金172万元，在14
个贫困区县重点培育16家市级创业
孵化基地和农民工返乡创业园，孵化

各类市场主体（含农村贫困户创业项
目）2200 余个，累计培育创业主体
9000余户，带动就业1.2万人。

最后，我市还与山东省深化劳务
合作，全年转移贫困人员到山东就业
972人，山东还帮助我市2720名贫困
人员实现就近就地就业。

据悉，今年我市将继续抓好就业岗
位开发，加快建设就业扶贫平台，实施
技能扶贫行动，打造和推广一批劳务
品牌，努力实现“一户一技能一就业”。

2018年重庆4万多贫困群众找到工作

全年转移贫困人员到山东就业972人，山东还
帮助我市2720名贫困人员实现就近就地就业

本报讯 （记者 黄光红）
没有驾驶员、驾驶舱及方向盘，
巴士却能依靠5G网络高可靠
性和低时延的特性，在车载激光
雷达全方位探测、车载计算机人
工智能算法等新技术支撑下，准
确绕过障碍物,自动调整前进速
度……1月 21日，重庆移动发
布消息：重庆第一台5G无人驾
驶巴士在该公司内部开始试运
行，标志着重庆无人驾驶巴士正
式投入测试。

重庆移动相关负责人介绍，
这是真正意义上的“无人驾
驶”。这辆巴士最多可容纳12
人，最大时速为20公里，为纯电
动行驶，能实现无人操作下的行
人避让、车辆检测、加减速、紧急
停车、障碍绕行、变道、自动按站
停靠、转弯灯开闭等功能。

能实现这样智能化的操作，
得益于其后台集高可靠和低时
延的5G网络和人工智能识别
等先进技术于一身——它综合
了精密工业控制机、整车集成布
线、CAN网络、分布式激光雷达
等技术，通过对路况环境进行实
施采集分析，利用5G网络进行
分级决策，能够实时对其他车
辆、行人、障碍物和突发状况做
出反应，操纵车辆进行避让。同
时，还能通过5G网络对车辆进

行视频监控、行程改变、远程控
制、周边信息采集等操作。

在行驶过程中，车辆会根据
道路状况做出相应的反应。当
车辆行驶到拐弯处时，车辆会自
动转动调整方向。在进站停靠
时，也会提前开启转向灯进行变
道。同时，车辆会不断去探测周
边障碍物和移动物体，并根据障
碍物的状况自动实现点刹、急
刹、规避等操作，来确保行驶安
全。

据悉，这种无人驾驶技术为
重庆移动联合华为公司、东南大
学先进车辆与新能源汽车实验
室、法国Easy Mile联合研发
测试。在重庆移动内部测试成
功以后，该技术后续会应用于礼
嘉5G智慧城无人定制公交场
景。

业内人士预测，未来不久，
随着5G网络不断铺开，一个更
安全、更有序、更快捷的崭新交
通新方式，将快速到来。譬如，
在物流运输行业，人们可应用这
种无人驾驶技术，实现更高效的
无人物流；在机场、校园、景区、
工业园区和企业园区等应用场
景中，无人驾驶巴士这类短驳交
通工具将为大众解决最后“一公
里”的难点，大众出行有望更加
智能可控、更加便捷省力。

准确绕过障碍物,自动调整前进速度

重庆首台5G无人驾驶巴士投入测试

本报讯 （记者 栗园园）1月21
日，我市召开2019年全市生态环境保
护工作电视电话会议，通过分析当前
生态环境保护面临的形势，对今年环
保工作进行了安排和部署。

市生态环境局相关负责人表示，
今年全市环保系统将从“水清”“天蓝”

“地绿”“土净”“声静”五个方面入手，
切实提升生态环境治理能力，全力打
好污染防治攻坚战，并做好迎接第二
轮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的准备。

让水更清。今年，我市将实施15
座城市污水处理厂提标改造和110座
乡镇污水处理设施技术改造，完善城
乡污水管网2000公里，完成40万头
存栏生猪当量畜禽养殖污染治理和
400个村农村环境综合整治，加强工
业、城乡生活、农业农村和重点流域
（区域）污染防治，保障饮用水水源安
全，确保长江干流水质为优，确保纳入
国家考核的42个断面水质优良比例
稳定达到90.5％以上。

让天更蓝。今年，我市将严控交
通、工业、扬尘和生活污染，增强监管
和科研能力，全面执行在用车尾气排
放新标准。强化空气质量预报预警，
开展区域联防联控和跨区域执法检
查、交叉检查，确保全年空气质量优良
天数稳定在300天以上，细颗粒物年
均浓度控制在40微克/立方米以内。

让地更绿。今年，我市将继续把
生态修复摆在压倒性位置，不断巩固
和深化环评制度改革，严格落实好“三
线一单”，严禁长江干流及主要支流岸
线1公里范围内新布局重化工项目、5
公里范围内新布局工业园区，筑牢生
态屏障。

让土壤更净。今年，我市将实施
重点行业企业土壤污染详查，推进土
壤污染综合防治示范区建设，强化污
染地块的风险管控，确保净土开发；完
成重点行业的重点重金属减排年度任
务；加快一般工业固体废物利用处置
设施和危废集中处置设施建设，确保
固体废物及时安全处置。

让噪声更小。今年，我市将通过
新建（复查）安静居住小区30个，建设
降噪绿化带15万平方米等措施，加强
城市声环境管理，控制社会生活、交
通、建筑施工和工业噪声，确保声环境
质量稳定。

今年，我市环保部门还将在服务
上下功夫，引导和支持民营企业又好
又快发展；在精细上下功夫，紧盯重点
领域、关键问题和薄弱环节，及时发现
和切实解决突出环境问题；在联动上
下功夫，加强部门协作，强化区域流域

之间联手共治，凝聚社会力量齐抓共
管；在创新上下功夫，深化系列生态文
明体制改革；在保障上下功夫，加强作
风、资金、科技、队伍保障，切实抓好生
态环境保护工作，筑牢长江上游重要
生态屏障。

市生态环境局晒出今年环保“计划表”
将从“水清”“天蓝”“地绿”“土净”“声静”入手提升生态环境治理能力

本报讯 （记者 王翔）
21 日，潼南双江古镇 2019 年
俗文化旅游节盛大开幕，在当
天的开幕式上，双江古镇居民
日常用来打糍粑的传统民俗器
具——“双江碓窝”，通过了世
界纪录官方认证，成为世界上
最大的碓窝。

双江碓窝始于明朝末期，
湖广移民举家搬迁至此后，农
耕生产和手工业水平快速提
高，每逢中秋和春节，碓窝打出
的糍粑都被当地百姓作为重要
的节礼。随着双江古镇商业繁
荣和文艺发展，双江碓窝打糍
粑的工艺技术和印花造型种类
越来越多样化，还在打糍粑劳
作过程中创作了双江糍粑号
子，传承至今形成了双江古镇
的糍粑民俗文化。

在潼南双江古镇 2019 年
俗文化旅游节开幕当天，世界
纪录认证机构（WRCA）首席

认证官Damir First来到双江
镇兴隆街广场，对位于广场中
央的“双江碓窝”进行现场认
证。根据现有已知碓窝的情
况，世界纪录认证官宣布了碓
窝“世界之最”的挑战规则：一
是必须为窝状石制物品；二是
直径必须超过1.2米，高度不得
低于1米。

经世界纪录认证官现场测
量，由碓窝、碓锥和操作架三大
部分组成的这一“双江碓窝”边
长2.15米，高1.8米，直径1.61
米，超过现在已知的碓窝体积，
成功通过认证，Damir First向
双江古镇颁发了世界纪录官方
认证书，“双江碓窝”由此成为

“世界之最”。
重庆日报记者在现场看到，

碓窝体积庞大，顶部生出四个耳
檐，四周底部雕刻有春兰秋菊等
四季花草植物，中部雕刻有双江
先民打糍粑的故事，上部雕刻有
汉式花纹和“世界之最，双江碓
窝”八个大字，碓窝脚底外围呈
八方落地鼎立，赋予“四平八稳、
四季繁荣”的美好寓意。“双江碓
窝”四周还有二十套小碓窝和配
套设备，可同时供应二十多个家
庭操作体验。

边长2.15米，高1.8米，直径1.61米

潼南“双江碓窝”获世界纪录官方认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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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 栗园园）1月21
日，重庆日报记者从2019年全市生态
环境保护工作电视电话会议上获悉，
去年全市空气质量优良天数达316
天，长江干流重庆段水质总体为优，全
面完成48段城市黑臭水体整治，基本
消除水体黑臭，全市生态环境质量得
到持续改善。

市生态环境局相关负责人介绍，
去年我市扎实推进《重庆市实施生态
优先绿色发展行动计划（2018—2020
年）》和《重庆市污染防治攻坚战实施方

案（2018—2020年）》，在加强环保设
施建设、治理突出环境问题上持续发
力，新建工业园区污水处理厂14座、城
市污水管网450余公里、乡镇污水管网
约2380公里、危险废物集中利用处置
设施6个；完成了县级及以上集中式饮
用水源地153个突出问题的整治以及
48段城市黑臭水体治理，还整治排放
超标柴油车2万余辆，淘汰老旧柴油车
1.7万余辆，治理40万存栏生猪当量禽
畜养殖污染，不断补齐短板，惠及民生。

在环保督察任务整改方面，中央

环保督察涉及的37项整改措施和115
个具体问题已分别完成35项、103个，
中办二次回访明确的38项整改任务
已完成33项，中办督查调研明确的44
项整改任务已完成40项，均达到整改
进度要求。

在铁腕执法方面，去年我市受理
环境污染投诉 57617 件，同比下降
4.9%；发出行政处罚决定书5519件，
罚款3.66亿元。

通过一系列措施的推进落实，去
年，全市地表水总体水质良好，长江干

流重庆段水质总体为优，42个国考断
面水质优良比例为90.5%，超出国家
考核目标2.4个百分点，城市集中式饮
用 水 水 源 地 水 质 达 标 率 也 达 到
100%。全市空气质量优良天数达
316天，同比增加13天；PM2.5年均浓
度 为 40 微 克/立 方 米 ，同 比 下 降
11.1%；PM10年均浓度首次达标，基
本消除重污染天气。

此外，去年，我市还完成了农用地
土壤污染状况详查，开展危险废物精
细化管理试点示范，完成重金属减排
年度任务，全市土壤环境质量总体稳
定。同时我市强化了噪声监督管理，
查处机动车鸣笛、夜间建筑施工等违
法行为14.2万起，功能区声环境质量
达标率提高到95％。

去年重庆空气质量优良天数同比增加13天

双江碓窝获世界纪录认证。 记者 王翔 摄

将培训职业（工种）由88个扩大到149个，培训补贴平均标准从
1460元提高到1770元1

2

3

4

5

2018年，累计举办各类专场招聘活动374场次，提供岗位31万个。
累计建立并认定就业“扶贫车间”119个，带动就业3865人

创新开发农村保洁、保绿、护林、护路等公益性岗位，向1.2万
贫困人员发放公益性岗位补贴8382万元

累计向农村建卡贫困户发放创业担保贷
款6461余万元，扶持创业626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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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辆巴士最多可容纳12人，最大时速为
20公里，为纯电动行驶，能实现无人操作下的行
人避让、车辆检测、加减速、紧急停车、障碍绕
行、变道、自动按站停靠、转弯灯开闭等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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