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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首席记者 陈钧 实习
生 唐璨）3月25日，两江新区与市政
府口岸和物流办、同方威视技术股份有
限公司（简称同方威视）、清华大学“一
带一路”战略研究院、渝新欧供应链管
理公司（下称渝新欧公司）签订五方战
略合作框架协议。根据协议，五方将以
两江新区为基地，立足重庆为“一带一
路”建设信息化平台。

重庆日报记者了解到，同方威视源
于清华大学，立足自主创新，其每年研

发投入占销售收入10%，4000多名员
工中超过50%的人从事技术创新、研
究与开发工作，在全球40多个国家申
请3000余件专利。目前，同方威视为
全球15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客户提供
技术、产品和服务，在安检行业，世界排
名前三，国内第一。而清华大学“一带
一路”战略研究院则是由清华大学与中
国侨联联合成立的一个校级研究机构，
是服务国家“一带一路”建设的高端智
库。

根据五方签订的战略合作框架协
议，这两大“高手”将从三个层面与重庆
合作，立足重庆两江新区为“一带一路”
打造信息化平台。

在产品层面，同方威视与渝新欧公
司计划在两江新区合资成立清渝威视
技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清渝威视），合
作生产、研发安全智能锁、智能集装箱
及相关设备，推广应用到物流通道、智

慧物流、智慧口岸、城市安全等行业。
重庆日报记者了解到，前期，在市经信
委、市口岸和物流办、市大数据应用发
展管理局的推动下，同方威视与渝新欧
公司达成了合作协议，已开展公司设立
的相关工作。

在平台建设层面，将以清渝威视为
平台，建设以“中欧班列”及“陆海贸易
新通道”物流业务、大数据为基础的“智
慧物流信息平台”和“一带一路区域大
数据平台”，通过采集整合国际物流设
备信息，以及研发安全智能锁、智能集
装箱等推广应用所采集的信息，打造集
铁路、水陆、空港与多式联运一体化的
智慧口岸。

在智力支撑层面，重庆有关方面将
联合清华大学“一带一路”战略研究院
共同成立“‘一带一路’联合研究项目
组”，开展“一带一路”相关课题研究，探
索“中欧班列”运营规范，参与和组织

“一带一路”相关国际交往、人才交流。
持续探索研究“一带一路”国家的一体
化通关指标、标准和机制，研发一体化
通关的软硬件系统解决方案，为推动建
立本地化“一带一路”研究机构奠定基
础。

除此之外，重庆日报记者还了解
到，同方威视有意在重庆逐步布局大型
通关安检设备项目，借助两江新区作为
中欧班列、国际陆海贸易新通道、长江
水道等国际物流通道的集结点，既为通
道提供通关安检设备及系统服务，也通
过通道更好地向国内外市场辐射。同
方威视还有意联合两江新区收购一家
外国公司，将该司所拥有的产品布局在
两江新区生产。

据悉，这家公司的产品具有高通
量处理、高辨识能力、低误报率、隐
蔽式的技术优势，技术水平国际领
先。

立足两江新区开展五方合作

“一带一路”信息化平台这样建 本报讯 （记者 杨永芹）3月25
日，在渝召开的中国城市轨道交通协会
单轨分会年度大会，发布了中国单轨交
通行业首份《中国单轨交通发展研究报
告》，称重庆建成了全球通车里程最长、
运营车辆数最多、列车编组最长、运量
最大、安全舒适的单轨交通系统，已形
成跨座式单轨交通产业链。

单轨交通是车辆采用橡胶轮胎，运
行于梁轨合一的轨道梁上的一种轨道
交通系统，其车辆跨骑在轨道梁上运
行，称之为跨座式单轨交通。

《中国单轨交通发展研究报告》披
露，到2018年，全球已经有20个城市
开通了跨座式单轨的运营。

重庆是我国首座成功建设和运营

城市跨座式单轨交通系统的城市。重
庆轨道交通2号线、3号线运营总里程
达到98.45公里。其中3号线总运营里
程为67.09公里，成为世界上最长的跨
座式单轨交通线路。

目前，重庆已创立了完善的跨座式
单轨交通相关国家标准规范，形成了从
技术研发、规划设计、车辆及系统设备
制造集成、工程施工、运营管理等国际
规模最大、结构最完整的跨座式单轨交
通产业链。

据介绍，重庆单轨交通已成功走向
了韩国、印尼等国际市场。中国中车股
份有限公司、重庆市轨道交通（集团）有
限公司等企业，也在积极推进单轨交通
海外项目的开展。

《中国单轨交通发展研究报告》发布

重庆已形成跨座式单轨交通产业链

本报讯 （记者 张莎）3 月 25
日，大渡口区举行2019年一季度项目
集中开工仪式。此次集中开工项目共
24个，计划总投资80.3亿元，涉及产业
发展、基础设施、公共服务和房地产四
个领域。

重庆日报记者了解到，此次集中开
工的海康威视重庆科技园二期项目，计
划总投资约12.6亿元，占地面积约150
亩，将新建约17万平方米的工业厂房、
配套用房、设备用房和车库等，购置生
产设备、测试设备以及配套动力设备，
形成各类视频监控设备年生产能力约
3000万台（套）。项目建成后与海康威
视重庆科技园一期融为一体，将形成
100亿元以上的年工业产值。

昨天开工的还有11个交通基础
设施类项目，包括陈家阁立交、新九
中路与二纵线连接道、湖滨路道路工
程、春晖路与翠园路交叉口人行天
桥、双山路平安站门口人行天桥、八
桥镇金晟路网、八桥镇公民村纵四和
横五路、陈庹路公交站场、新郭伏路
福茄路至金建路段、湾塘片区纵二路
南延伸段、桥梓塘 3号路道路工程；
新建一所小学和改扩建民族中学、庹
家坳小学项目；6个社区体育文化公
园，总占地面积为 110亩，分布在茄
子溪街道、八桥镇和跳磴镇三个镇
街，项目建成后将为大渡口居民提供
休闲运动场所，新增公园绿地7.3 万
平方米。

大渡口24个项目集中开工
总投资80亿元

本报讯 （首席记者 陈钧 实习
生 唐璨）国际陆海贸易新通道（简称
陆海新通道）正成为经贸合作跨国投资
的“桥梁”。3月24日，重庆—东盟企
业合作发展暨重庆“一带一路”数字经
济研讨会在渝召开，与会专家认为，在
陆海新通道带动下，投资东盟正当时。

“一带一路”商协会顾问刘文献表
示，2018年底，国际铁路联运（重庆—
河内）班列累计开行55班；重庆—东盟
跨境公路班车，累计发车661车次，服
务网络从越南、老挝、缅甸延伸至泰国
曼谷、柬埔寨金边，以及马来西亚和新
加坡。

“对于柬埔寨、老挝、缅甸、泰国等
东盟国家非常有意义的是，可以借助陆
海新通道接入中欧班列，到时候不仅更

多的东盟产品能够扩大出口，中欧班列
也可提高效益，从而有助于降低所有中
欧班列用户的成本。”刘文献说。

承办该活动的重庆智汇时代大数
据产业发展有限公司首席顾问郝人爱
认为，在东盟国家中，缅甸的改革开放
相对较晚，目前经济社会发展程度相当
于我国上世纪90年代初，堪称投资洼
地，再加上去年该国出台了《外商投资
法》等一系列改善投资环境的法律法
规，可以说缅甸是当前东盟最值得投资
的国家之一。

郝人爱还表示，随着我国信息技术
与新兴数字经济已成为国民经济发展
新动能，国内的一部分产能可以向“一
带一路”沿线国家转移，将成为投资回
报新蓝海。

陆海新通道搭建跨国经贸合作桥梁

专家认为投资东盟正当时

本报讯 （记者 廖雪梅）重庆日报
记者3月25日从市财政局获悉，市财政
局、市扶贫办日前发出《关于做好2019
年贫困县涉农资金整合试点工作的通
知》（简称《通知》），要求从严格口径、完
善机制、责任落实三个方面，指导和督促

贫困区县整合好、使用好涉农资金，用高
质量整合试点推动高质量脱贫攻坚。

《通知》指出，纳入整合的中央财政
涉农资金现有17项、市级16项。市财
政局农业处人士介绍，此次督促扶贫开
发工作重点区县深化涉农资金整合，其

特点是放权更彻底，监管更有效。此次
放权极具“含金量”，区县之前反映的部
分市级资金仍然“戴帽”下达、按老办法
考核、实质难统筹的问题有望得到根本
性解决。根据《通知》要求，整合资金须
优先用于有助于贫困人口持续增收的

产业发展项目，在保障全部贫困村达到
退出标准的前提下，可支持贫困发生率
较高、贫困人口规模较大的非贫困村。
已正式公布的脱贫摘帽区县，可根据巩
固脱贫成效需要，适当用于农村人居环
境整治项目。

为杜绝借整合之名乱作为，《通知》
还列出了整合资金支出负面清单：包括
村级办公场所、卫生室、文化室、文化广
场（乡村舞台）、学校等公共服务设施，
大中型基础设施建设，医疗保障，购买
各类保险，偿还债务或垫资等。

重庆贫困区县涉农资金整合

不得用于村级办公场所等公共服务设施建设

脱贫攻坚不断发力，使地处武陵山
区的重庆黔江区贫困发生率从2014年
时的8.1%，降至目前的0.88%，4万多
农村群众告别贫困，黔江也在2017年
摘掉了贫困区的帽子。“摘帽”之后劲不
松，近两年来，黔江继续围绕脱贫薄弱
环节，重点关注深度贫困区域、深度贫
困人口，集中力量解深贫。全区返贫率
持续低于0.1%，脱贫成果不断巩固。

对标贫困“硬指标”
打出脱贫“组合拳”

“大山阻隔，发展不易，黔江要跳出
‘在落后中发展，在发展中落后’的怪
圈，一个重点就是在完成脱贫主体任务
后，继续从最薄弱处入手，破解存量深
度贫困，遏制返贫，提高巩固脱贫和乡
村发展的质量。”黔江区委书记余长明

说，全区围绕贫困发生率、产业带动力
等“硬指标”，识别出1个深度贫困镇金
溪镇和29个重点帮扶村，精准发力。

最近一两年，到过金溪的人，大都
夸镇上变化大：在这里，栽种上了1万
多亩蚕桑，使金溪一跃成为全区蚕桑主
产地。靠着与下游企业紧密对接，蚕丝
订单不愁；镇里还引来农业专家，在蚕
桑地里套种羊肚菌，由此成长起来的

“立体农业”，亩均产值更是翻了一两倍
……

金溪之变，也离不开政府强力推进
产业、基础设施投入。近两年区里整合
资金，在金溪新建村道34公里、产业路
56公里，人行便道通达农户家；130多
户贫困户易地搬迁，住房更安全……

发展条件在改善，山里人的观念也
在改变，他们发现“靠山吃山，靠水吃
水”是真经，金溪最大的资本就是青山
绿水，关键是要挖掘好生态经济资源。
张宏福等村民是金溪镇金溪社区较早
吃上“旅游饭”的一批人。为让土地创
造更大的财富，金溪社区100多户农民
打破田坎界限，在500亩果园里种上了
猕猴桃、李子等九种水果。“想让‘小果
园种出大生意’，就要力争出精品、上档
次。”张宏福笑着说，每种水果面积平均
50多亩，既不怕量大滞销，又能四季不

“断供”，季季有果，游客不断。

“空壳村”努力“破壳”
发展短板加快补齐

散布在全区的29个重点帮扶村也
没被落下。“经过前一阶段攻坚，这些村

发展有了一定基础，但依然存在着村集
体‘空壳’、产业薄弱等瓶颈。”黔江区委
常委姚登惠说，区里对症下药，重点提
升这些村的发展能力。

在城西街道关云村，村民正尝到集
体经济“破壳”发展的甜头：村集体与企
业牵头，农民参与的油茶种植1700多
亩；村集体利用存量资金，易地购置的
房产即将出租，预计年收入10多万元。

搁在前几年，这里可是另一番景
象。“关云村以前集体经济带动力弱，
农户都是各搞各，没有统一规划，也
容易‘打乱仗’。”村支部书记刘宗华
说。

正是看到重点帮扶村集体经济“空
壳”的情况，黔江区决定，由财政补助为
村集体注入启动资金，带领群众“抱团”
发展。经过多轮比选，关云村油茶种植
项目脱颖而出，成为全区试点村之一。

在关云村，放眼望去，满山都栽下
了油茶树苗，枝丫随风摇摆。村民也没
闲着，还在地里除草，做好管护……“村
民人心齐、干劲足，靠的是一开始就统
一了思想。”城西街道办事处主任陈志
明说，村里先后开过四五次村民代表
会，从油茶产业前景、村民收入、集体收
益等方面，解疑释惑，坚定了大伙儿跟
着村集体创业的信心。

基础设施短板也在加快补齐。在
鹅池镇方家村，投资126万元的人饮安
全提升工程再过两月就将竣工，400多
户农民再不用为吃水犯愁。“村里饮水
池年久失修，不少农民只得自己买水
管，牵管子，到处找水吃。”村支部书记
倪华琼说，去年政府部门户户摸底，决

定新建、改建水池40多口，重点解决了
“饮水难”。

贫困“坚中之坚”就是帮
扶“重中之重”

在黔江，各级干部对两个数字格外
关注——目前，全区还有2700多名贫
困人口和1400多名虽已脱贫，但如遭
变故也易返贫的脱贫边缘户。“无论是
未脱贫户，还是脱贫边缘户，都可说是
贫困的‘坚中之坚’，更是帮扶的‘重中
之重’。”余长明说。

在黔江区中医院骨科病房，经过膝
关节手术治疗的王永平，得知以后能摆
脱拐杖，自由行走时，心里别提多高兴
了。51岁的王永平因为重病，至今还
是贫困户。“我这病30多年前就落下了
病根，后来关节炎越来越重，一点体力
活儿都干不了。”王永平说，家里穷，有
病医不起，靠吃点止疼片扛着。

黔江山高坡陡，不少群众常年在崎
岖不平的山路上行走，骨关节磨损大，
加之山区潮湿阴冷的气候环境，髋膝骨
关节病多发，致残率高，是脱贫的“拦路
虎”。为此，黔江区整合资源，免费为符
合手术指征的深度贫困户更换髋膝关
节。

“经医保等报销后，剩余个人承担
部分由政府兜底解决，让这些因病致残
的深度贫困户看得起病，‘救治一人，脱
贫一户’。”黔江区中医院副院长柏明晓
说，目前医院已为62人次贫困群众实
施手术，不少人都能顺利站起来，走起
来。

“对于脱贫边缘户而言，区里也有
对策：类似‘股权扶贫’这样的长效增收
机制，脱贫一段期限内保留股权，享受
分红；脱贫户发展产业的，继续给予贷
款贴息；驻村工作队不撤，继续当好群
众脱贫领路人……”黔江区扶贫办主任
郭兴春说。

（新华社重庆3月25日电）

“咬”定深贫劲不松
——重庆黔江攻坚深度贫困见闻

新华社记者 李松

飞机首降巫山机场 启动飞行校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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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
式
开
启
校
飞
工
作
。

（
巫
山
机
场
供
图
）

本报讯 （记者 崔曜）3月25日
上午11点38分，伴随着划破长空的引
擎声，专用校验飞机在巫山机场上空
盘旋后顺利降落，标志着巫山机场飞
行校验工作正式开始。

据了解，巫山机场校飞使用机型
为“奖状 C680”机型，机组人员共 5
人。此次校飞主要检查、校对与评估
机场导航、通信、监视、助航灯光、道面
等设施设备，验证相关飞行程序，确保
通航时飞机飞行安全。

根据国家民航局要求，所有新建
民用机场在通航投运前必须按照工作
程序和流程进行投产飞行校验，只有
通过校飞检验后才能申请后续模拟机
试飞和客机现场试飞。“2018年11月2
日，巫山机场飞行区与空管工程通过
竣工验收，已具备校飞条件。”据巫山
机场相关负责人介绍，为确保飞机校
飞工作顺利进行，巫山机场进行了校
飞前的保障综合演练。

巫山机场校飞时间大约需8天，预
计4月1日完成，校飞合格后将出具校

验报告。“此次校飞，为今年通航又迈
进了一大步。校飞结束后，巫山机场
将按顺序完成竣工验收、试飞、行业验

收、航空资料上报、许可证申办等关键
节点工作。”巫山机场相关负责人表
示。

据介绍，巫山机场正在加快建设
航站楼及各项配套附属工程，目前各
项工程已经进入收尾阶段。

本报讯 （记者 夏元）3 月 21
日，重庆日报记者从市经信委获悉，
由位于重庆两江新区的中船重工海
装风电公司（简称“中国海装”）承担
的“大型海上风电机组及关键部件优
化设计批量化制造、安装调试与运行
关键技术”项目，日前获科技部重点
研发计划立项。该项目研发周期计
划4年，完成后关键零部件配套国产
化率将提高到95%，同时降低风力发
电营运成本。

此次研发项目内容是基于海上和
陆上风电机组运行数据，通过提炼其关
键问题识别典型故障，围绕整机和国产
关键部件可靠性提升，从设计优化、制
造工艺等环节开展全链条研究，以此形
成相关技术规范和标准。

中国海装负责人称，该项研究包
括对大型海上风电机组及关键部件
可靠性与标准规范体系研究、5兆瓦
增速型海上风电机组系统优化设计
等5个课题，课题研究团队以中国海
装和上海电气为主，两家公司累计海

上风电装机占国内市场份额 60%以
上。其他参研单位还有华北电力大
学、上海交通大学等，涵盖了国内海
上风电技术领先的高校、研究机构和
认证机构。

“此次研发项目的关键词之一是
‘可靠性’。”该负责人说，当前国内风电
行业正处在转型期，陆上风力发电布局
已基本饱和，虽然海上风力发电初具规
模，但由于海上风电机组多分布在距离
海岸较远区域，无论安装、运输、维修都
需要极高成本和风险。因此，能否提高
海上风电机组的可靠性，关系到我国海
上风电行业后续发展。

此次研发另一个目的，是提高风电
机组关键零部件国产化率。

目前，国内海上风电行业关键零部
件如叶片、齿轮箱等，有半数以上都是
进口，而国外产品比国内贵出30%以
上，成本高制约了行业发展。而通过此
次研发，随着国内海上风电机组零部件
国产化率提高，将有效降低海上风电营
运成本。

“重庆造”海上风电研发获科技部立项
完成后风电机组配套国产化率将提高到95%

本报讯 (记者 黄光红)3月 25
日，中化现代农业有限公司(下称中化
农业)和重庆小雨点小额贷款有限公司
在渝签署战略合作协议。双方就智慧
农业金融项目展开合作，为重庆等地农
民提供便捷的普惠金融服务、智慧农业
检测服务及现代农业全程综合解决方
案，帮助他们解决发展农业生产面临的
各种难题，助推重庆智慧农业发展。

据悉，中化农业是世界500强、央
企中化集团旗下企业，国家大力推进社
会化农业服务的重要载体之一。

根据协议，双方将整合资源，充分
发挥各自优势，为全国各地农户进行
精准的底层场景设计，通过金融科技
手段探索破解“三农”领域融资难题，
提高农户融资效率，降低融资成本。
同时，共同探索病虫害防控、植保领域
和精准减灾等方面的科技应用研发，
开展“智慧农业”板块合作。在此基础
上，通过持续的数据积累和智慧农业
技术应用，推动农业生产从标准化到
精准化再到智能化，进一步提升农业
的效率和产出。

中化集团在渝打造智慧农业

用科技帮助农民种出好产品

在黔江，各级干部
对两个数字格外关注
——目前，全区还有
2700多名贫困人口和
1400多名虽已脱贫，但
如遭变故也易返贫的
脱贫边缘户。他们这
些贫困“坚中之坚”，都
是帮扶的“重中之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