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之所以选择落户
江北，一是看中这里的
产业优势；二是感动于
他们的招商团队；三是很
满意这里的营商环境。”

■江北区抓创新、促
转型，产业结构持续优
化，工业、商贸、金融齐
头并进。2018年，江北
区的地区生产总值突破
千亿大关。

本报讯 （记者 黄光红）江北区
招商引资实现“开门红”。4月2日，江
北区2019年重大招商项目集中签约仪
式举行，现场集中签约58个项目，总投
资近500亿元，主要涉及大数据智能
化、消费、金融和专业服务等领域。

三类项目让江北收获颇丰

此次签约的项目主要包括大数据
智能化、消费、金融和专业服务领域三
大类。其中，大数据智能化产业项目有
9个。包括单光子（阵列）探测仪项目、
海尔生物医疗打造的重庆首个疫苗数
据中心、北斗产业化项目，以及重庆旅
次方大数据有限公司推出的旅游大数
据项目等。

江北区招商投资促进局相关负责
人介绍，引进和培育消费新业态新模
式、推动商贸经济转型升级，是江北区
近年来努力的方向。此次签约的消费
项目中，就包含HI-欧街项目、UVB影
城、爱豆kparty、魅KTV、漫心酒店、重
庆院子等。

第三类签约项目则是江北区的优
势产业——金融和专业服务领域项
目，包括基金、保险、商业保理项目和
结算总部项目及投资咨询公司、律师事
务所等。

众多项目缘何集中落户

“之所以选择落户江北，一是看中这
里的产业优势；二是感动于他们的招商
团队；三是很满意这里的营商环境。”单
光子（阵列）探测仪项目相关负责人说。

“人人都是招商环境、事事关系招
商引资。”江北区招商投资促进局相关
负责人介绍，近年来，该区创新激励考
核机制，积极营造“全区上下、全面发
动、全员招商”氛围。为优化营商环境，
江北区还在“放管服”改革方面推行“容
缺受理”机制，并大胆尝试依法附带限
期的行政许可模式；同时，“三送两办一
访”机制也建立起来，相关责任人主动
联系重点企业，为企业提供精准服务，
力求营造“亲商、安商、富商”的氛围。

打造江北经济升级版

近年来，江北区紧紧围绕我市“两
点”定位、“两地”“两高”目标，聚焦“高
质量”“供给侧”“智能化”，抓创新、促转
型，产业结构持续优化，工业、商贸、金
融齐头并进。2018年，江北区的地区
生产总值突破千亿大关。

与此同时，江北区也清醒地认识
到：该区经济发展正面临转型升级跨越
关口，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任务艰巨。

在此背景下，2019年江北区将继续
着力推动工业向智能化转型，同时，推
动工业、商贸和金融服务业齐头并进。

“江北区的目标，是要因地制宜走
好转型路，因势利导打造经济升级版。”
江北区相关负责人称，此次集中签约的
项目，将为江北区推动高质量发展注入
新动能。

江北58个项目集中签约
总投资 500 亿元
主要涉及大数据智能化、消费、金融和

专业服务等领域

4月2日，江北区集中签约的58个
项目中不乏“科技味”浓厚的大数据智
能化项目。它们将推动江北区社会及
工业发展向智能化转型。

弱光环境里，也能拍出
清晰照片

在光线很弱的环境里，用这种设备
也可拍出清晰的照片。未来，随着人工
智能的发展，这种设备可用于汽车雷
达，让两三百米外的事物也能三维成
像，从而让自动驾驶更加安全……

这种设备名为“单光子（阵列）探测
仪”，由重庆连芯光电科技有限公司投
资进行产业化运用。该公司相关负责
人介绍，这种探测仪就是一种对弱光进
行探测的相机，填补了国内光探测领域
的技术空白，可广泛应用于国防、物理、
天文和生物医药等领域。

旅游大数据满足游客
个性化需求

近年来，人们对旅游产品的需求越
来越多元化。但因为旅游业的“数据孤
岛”现象较为突出，很多旅游产品并不
能很好地满足游客个性化需求。

作为江北区引进的重点项目之一，
重庆旅次方大数据有限公司（下称旅次
方大数据）将致力于多维度聚合旅游大
数据，为重庆打造旅游升级版提供专业
化支撑。

旅次方大数据由重庆市旅游资产
管理有限公司、重报大数据研究院、特

斯联智慧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南地科技
开发公司共同出资成立。按照发展计
划，该项目将运用网络地理信息系统，
动态整合多维度的旅游大数据，用好三
维可视化技术，为旅游全行业提供全方
位的技术支持和服务。

“北斗产业化”项目更准确
监测地质灾害

传统的地质灾害检测方式在第一
时间发现危险和准确预测危险可能降
临的时间和程度方面还有所欠缺。

中科顶峰智能科技“北斗产业化”项
目就可解决这个问题。据了解，该项目
将以中科院重庆绿色智能技术研究院
的核心技术为基础，研发高精度定位板
卡、地铁/轻轨精密测量检测系统、地质
灾害自动化监测系统等解决方案平台。

今后，依托上述平台，相关部门在
地灾危险地段布局几个监测点，就能实
时监测位置变化，发出预警信号，并提
供建议方案。

该项技术还可用于轨道交通、隧道
等监测。

快去逛逛长安汽车智慧门店

作为长安汽车在全国首创的汽车
新零售平台，车和美汽车商城推出的项
目——线上长安商场和线下智慧门店，
引起汽车业界和消费者关注。

据了解，这些智慧门店全部设在商
圈或社区里，为用户提供“零距离”体
验。智慧门店还设置了许多高科技互
动项目，如3D看车、模拟3D驾驶、极
速赛车、互动游戏等。截至目前，车和
美智慧门店已经开了13家，其中4家
在重庆。

大数据智能化签约项目点击
本报记者 黄光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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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到歌乐山国际慢城玩，真是
太方便了。微信扫码购票，坐观光巴士
只需10元，当天可‘无限次乘坐’往返
沿线各景点……”家住渝中区七星岗的
市民李怡说。

4月1日，李怡带着3岁的女儿到
歌乐山国际慢城春游，先坐地铁转公
交，再乘坐“无限次乘坐”的T009路乡
村观光巴士，很方便就到了目的地。

“无限次乘坐”的T009路乡村观
光巴士（沙坪坝中梁镇游客集散中心至
蓝莓谷），是我市25条公交观光巴士中
唯一一条农村客运线路。

市交通局介绍，重庆城市提升交通
建设“三年行动计划”启动以来，到去年
底，全市行政村通客车率达到99.1%。
今后，我市将继续推动农村客运发展，
到 2020 年，实现有条件的行政村
100%通客运。

农村客运公交化
方便村民出行

T009路乡村观光巴士于去年6月
开通，每天运行。乘客可从双碑地铁
站购买10元畅游卡，免费乘坐296线
再换乘T009路观光巴士。畅游卡一
人一卡，首次刷卡24小时内不限乘坐
次数。

开通T009路乡村观光巴士，是沙
坪坝区推动“快旅慢游”的一个重要
举措。这条线路把沿线的海石公园、荷
塘悦色、太寺垭森林公园、蓝莓谷等
景点串联起来。“观光巴士开通后，来
农场游玩的人数至少增加了一两成。”
中梁镇龙泉村七彩祥耘开心农场负责
人说。

不仅T009路乡村观光巴士，还有
更多公交线路也开进了村里。据了解，
沙坪坝区相继在中梁、歌乐山、曾家等
镇开通了特色公交线路，包括鲜活农产
品销售线路、农家乐专线、赏花摘果观
光线路等。同时还建设了集公交候车、
公路公厕、游客休闲观光、土特产品交
易等功能于一体的停车场，方便沿线游
客歇脚和购买土特产。

目前，沙坪坝区66个行政村已实

现公交“村村通”，村民出行（家门—车
门）2公里内公交覆盖率100%。沙坪
坝区交通局相关负责人介绍，与城市公
交一样，农村公交也实现了“同城、同
车、同价、同服务”。

按照规划，到2020年，沙坪坝区农
村居民出行要实现村民出行（家门—车
门）1公里内公交覆盖率85%。

除了沙坪坝区，綦江区也在具备条
件的街镇和景区开行公交，让农村居民

“出门有路、上路有车”。

乡村公路如何管
“里程长”制和专业公司各显神通

最近，奉节县羊市镇大淌村1社贫
困户金礼琼有了一个“职务”——村公
路“里程长”，负责约3公里村道的巡
逻、保洁和养护。

每天，金礼琼都要提着垃圾袋捡拾
村道边的垃圾。如果发现公路路面、防
护栏等有破损，便及时通知公路管理部
门，确保第一时间排除安全隐患。

“以前，道路损坏了要维护，至少需
要一个星期时间。现在通常只需一两
天。”奉节县交通局相关负责人说，农村
公路的管护是重点，更是难点，有的农
村公路甚至处于“一年建、两年烂、三年
断”的现状。

为此，奉节县创新性探索建立起乡
村公路养护“里程长”制，覆盖全县农村
公路。

2018年3月1日起实施的羊市镇
农村公路“里程长”制，就是其中一个案
例。在这里，每2-3公里农村公路设
立一名“里程长”，负责巡逻、保洁和养

护。羊市镇有村社主干道65公里，泥
结石路101公里，配置“里程长”69人。

羊市镇“里程长”制实施一年来，以
前公路边随处可见的垃圾不见了，乡村
道路整洁了，道路环境也靓了起来。

到今年3月底，奉节县全县719.8
公里乡道、9755.5 公里村道，设立了

“总里程长”和“里程长”两级责任体
系。“总里程长”原则上由乡（镇）长担
任，分管交通的领导担任“常务副总里
程长”，主要负责指导养护、培训工作
等；每2-3公里乡村道设一名“里程
长”，确保管辖路段干净、整洁、安全、有
序及负责爱路护路宣传。

“建立制度化、精细化、常态化的公
路‘里程长制’管理机制，旨在打造建养
并重、外通内联、安全舒适、路域洁美、
服务优质的农村交通发展新格局，让村
民出行更便捷、更安全。”奉节县交通局
相关人士称。

与奉节不同，负责管养当地农村公
路的万盛经开区农村公路管养的专业
公司——晟安公司，则按照“景区道路
2公里一人，一般道路3公里一人”的标
准配备养护人员，每天实行8小时巡
查，确保道路畅通。

“四好农村路”建设
2020年主要目标已确定

黔江区杉岭乡公路养护人员每月
都要对全乡所有农村道路进行一次安
全隐患大排查。哪些路段容易积水、哪
些地方可能塌方、哪里坡陡弯急必须小
心驾驶、哪些交通标识标志安防设施不
够完善，他们都要详细记录，以便及时

整改和维修。
“养护人员每日上路巡查，并每月

对辖区农村道路进行全面检查，这是我
市农村主公路三级联动机制的重要组
成部分。”黔江区交通局相关人士称。

据介绍，市交通局已建立以“乡镇
检查、县级复查、市级抽查”为主体的农
村公路技术状况评定机制，以提升农村
公路护管水平。

目前，在全市各乡镇，“日巡月查”
已成常态；在区县一级，则采取“季度复
查”的方式，对公路进行有效养护；市级
层面，市交通局采用自动化快检设备，
对区县农村公路技术状况评定结果进
行抽查复核。

根据重庆城市提升交通建设“三
年行动计划”，我市“四好农村路”建
设中，将聚焦“建好”“管好”“护好”和

“运营好”，到2020年，主要实现以下目
标——

建好农村公路：完善路网体系，着
力建设村民小组公路6.26万公里，到
2020年，全市村民小组公路通达率达
到100%、通畅率达到80%；

管好农村公路：完善管理机制，到
2020年，农村公路相关管理经费纳入
财政预算比例达到100%，爱路护路乡
规民约、村规民约制定率达到100%；

护好农村公路：完善养护机制，到
2020 年，全市农村公路列养率达到
100%，优、良、中等路比例不低于
75%；

运营好农村公路：完善运输体系，
到 2020 年，实现有条件的行政村
100%通客运，基本建成县乡村三级物
流网络。

2020年重庆有条件的行政村要实现100%通客运

让农村居民“出门有路、上路有车”
本报记者 杨永芹

2017年12月，加拿大蒙特利尔大
学教授嵇少丞与重庆大学教授曾卫在
江津区李市镇龙吟村境内意外发现一
条神奇的河谷：河道两侧山岩上，分布
着大小不一的弧形孔洞，或如壶嘴、或
如水瓢、或连锁而如龋齿……这犹如
浓缩的美国犹他州锡安国家公园的窄
道峡谷。

经勘查，该河谷长2000多米，两
岸大小壶穴100多个，其完整性在国
内少见。最终，因发现地而得名“龙吟
雕岩谷”。

欲往雕岩谷，必过雷打石。雷打

石为龙吟雕岩谷起点，原本完整的硕
大巨石如刀削斧劈，整齐地分为三块，
蔚为壮观。67岁的龙吟村村民陈中
树介绍，相传在此石上晾晒谷物，晒一
挑能收两挑，古时村里有三兄弟时常
因在上面晾晒谷子而发生争斗，上天
见其兄弟相争，一怒之下降下天雷，将
巨石劈为三块，“雷打石”因此而得
名。或许是受传说影响，当地村民大
都家庭和睦，鲜闻家有争端之事。

过雷打石前行约10分钟，过一片
竹林向下，藏于山谷之中的雕岩谷便
逐渐显现其神奇之处。

只见河谷并不甚宽，枯水时节最
窄处可涉水而过，两岸岩壁光滑，披着
厚厚的青苔外衣，各类大小孔洞星罗
棋布，阳光透过上方的树林，反射至孔
洞积水或岩石苔藓，构成一幅多彩画
面。

“当地人都叫这里龙舔塘。”陈中
树一家祖居龙吟村已有7代，对这些
传说耳熟能详，“相传古时山中藏有一
猛虎，后猛虎出山遇水化为蛟龙，蛟龙
沿河谷而出，边前行边以舌头舔拭河
谷两岸成此景。”

考察资料显示，当地地层多为黄

红色砂岩，急流夹带沙砾而下，对岩石
中构造薄弱部位进行了上万年的冲刷
和螺旋磨蚀，“水滴石穿”而形成了大
小、规则不一又彼此贯通的直立圆筒
状壶穴，岩壁光滑、形态复杂的连续河
道，这才有了神奇的雕岩谷。

在江津笋溪河流域，龙吟雕岩谷
并不是一处孤立的地质景观。在此前
考察中，笋溪河沿线相继发现了4处
典型的大型壶穴群。除龙吟雕岩谷
外，又以中山古镇壶穴群最为壮观。

“壶穴按其产出部位分为河道壶
穴、海岸壶穴和山坡壶穴三类。中山

古镇的壶穴群属于典型的河道壶穴。”
江津区中山镇原文化站站长刘栋林介
绍。

沿笋溪河往古镇前行，只见袒露
的河床上布满了大小不一的孔洞，河
道两岸的壶穴彼此相邻重叠、复合贯
通，形成岩壁光滑、形态复杂的场景，
而河床上的壶穴大都相对独立，顺水
势而成，高低分布成阶梯状。

“中山镇有‘十年洗一回楼脚，五
十年洗一回街面，一百年洗一回屋檐’
的民谚。”刘栋林说，中山建镇以来洪
水频发，地理资料上清晰显示，笋溪河

流域年降水量约1300毫米，最大年降
水量甚至高达1600毫米。这里的壶
穴群正是近千年来笋溪河经年流水与
频发洪水的综合结果。

据悉，江津笋溪河流域壶穴群的
保护性开发旅游规划正在制定中，这
些神奇的“水滴石穿”地质奇观，不日
将以最完美的姿态呈现在世人面前。

李耀辉

江津笋溪河畔有片神奇的“水滴石穿”地质奇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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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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