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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 白麟）5月6日，
重庆日报记者从市水务集团获悉，中
央环保重点督查项目——鸡冠石污水
处理厂除臭改造工程已于近日通过竣
工验收及环保验收。该项目通过对污

水处理设施加盖的方式，解决了污水
处理厂周边长期存在的“臭气扰民”问
题。

承建该工程的牵头单位重庆水务
集团香江环保产业有限公司负责人介

绍，鸡冠石污水处理厂作为西南地区
最大的污水处理厂，于2011年末开建
了污泥干化项目并于2015年投运，提
升了针对污水的环保处理工艺，但同
时污泥干化也产生大量臭气，污水处

理厂周边数百米范围可闻，有时臭气
甚至会随风飘到一两公里外的地方。
随着弹子石、南滨路等周边片区的发
展，臭气扰民问题愈加突出。

为从根本上解决这一环保问题，
市政府决定为鸡冠石污水处理厂实施

“加盖手术”，将污水、污泥处理过程中
产生的臭气进行密封、收集，再集中处
理。2017年，该工程纳入中央环保重
点督查项目之一。

污水处理厂臭气的源头，主要是
涉及污泥干化的重力浓缩池和生物反
应池厌缺氧段，除臭改造中采用了3.9
万平方米的玻璃钢，对这些设施进行
了贴身加盖，同时还对不释放臭气但
外观不佳的设施采用先进的氟碳纤维
膜进行景观设计处理。项目工程投资
达3.3亿元。

该工程采用管道收集臭气至专门
的除臭设备中，并利用微生物吸附、分
解臭气中的硫化氢等成分，除臭达标
后再排放。自2018年3月以来，除臭
改造工程马不停蹄开展试运行，不断
调整参数，目前每小时臭气总处理量
可达13万立方米，硫化氢等关键指标
去除率达到99%以上，其他污染物去
除率达到95%以上，处理后的臭气浓
度满足国家相关标准，环境效益显著。

据介绍，鸡冠石污水处理厂是全
国第二个通过实施“加盖手术”进行除
臭改造的污水处理厂，该除臭改造工
程也是重庆首个获得本地EPC（计采
购施工总承包）施工许可的项目。

“加盖手术”解决“臭气扰民”
鸡冠石污水处理厂除臭改造工程通过验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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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世界大河文明中，长江三峡库
区堪称世界第一大古代石刻水文记录
走廊。其中，重庆段的江津莲花石、朝
天门灵石、江北耗儿石、巴南迎春石、
涪陵白鹤梁、丰都龙床石、云阳龙脊石
被称为“川江七大枯水题刻”。

在江津几江东门外长江航道北
侧，激流奔湍的江水中，有数十块礁石
经大自然鬼斧神工之手，组成一朵美
丽的巨型“莲花”。石上刻有宋、元、
明、清以及民国初的诗作、词作题记38
处，共47首，成为长江乃至中国最大
的水下碑诗林。

莲花石，原名挑灯石，由36块大
小礁石组成，因其状如莲花而得名，如
果全部露出水面，面积可达800多平
方米。《重庆府志·江津县》明代本曰：

“挑灯石即莲花石在县北江水中不常
见，见则人以占丰年。”在江津民间，每
逢低水位时，江中的岩石才会显现，而
每当岩石显现的年份大多是丰年，于
是便有了“石不常见，见则年丰”的说
法。

江津莲花石最早的题记出现于南
宋乾道辛卯年（公元1171年）。石上
题诗，无论文采、书法、镌刻均不乏上

乘者。明代名臣江渊曾将其列为“江
津八景”之一，名曰“江心砥石”。

在莲花石上的 47首诗词中，除
了咏叹莲花石的奇特风姿和“石现兆
丰年”的祝颂外，剩下的大部分诗歌
都是缅怀一位名叫谢秋芳的明朝女
子。

相传明崇祯年间，泸州名妓谢秋
芳才色艺三绝，守身如玉，只与才士交
往，多是鉴赏文墨唱和诗词。时逢江
津杨生在泸州作官，两人相识后，互生
爱意，暗许终身。后杨生被诬受贬，离
开泸州回江津时向谢秋芳承诺，将凑

钱为其赎身并结连理。但杨生在回乡
途中染病，不久亡故。

久未获杨生音讯，谢秋芳便自赎
至江津找杨生，后得知杨生亡故，痛
不欲生。杨生的朋友邀谢秋芳游莲
花石以解郁结，谢秋芳在莲花石上凭
眺江景，感慨世事无常，不禁悲从中
来。“买舟重到几江滨，烟水空蒙夜月
新，回首琵琶歌舞处，翠钿冷落不成
春。”她吟下一首诗悼念杨生后，便殉
情于江心。

如果说清初剧作家孔尚任所写的
《桃花扇》中，江淮名妓李香君和白衣

书生侯方域之间凄美的爱情故事让无
数读者动容的话，那么400年前谢秋
芳与杨生的故事，则上演了一部江津
版的《桃花扇》。

从南宋乾道年间至今，莲花石可
考证的出水次数为18次。每次莲花
石出水都会吸引大量文人雅士聚集于
此，他们所留题刻忠实地记录了近800
年来的长江枯水位情况。这些诗题所
在位置，可为探索长江水位变化规律、
修建水利设施提供重要参考。同时，
这也对长江两岸的生产建设及政治、
经济的发展历史考查提供可靠的实物

资料。
文物专家指出，目前因为三峡工

程的建设，还在江心、能自然出水的题
刻，只有江津莲花石。然而，因江津城
区长江段属三峡库区的库尾，随着水
位的提升，这个“不谢的莲花”或将永
远“消失”，再难“见天日”。

幸运的是，早在2007年，江津区
便启动了莲花石题刻资料抢救保护项
目。未来，市民可借助电脑模拟，一睹
这千年水文题刻奇观的全貌。

李耀辉

千年不谢莲花 见证山水人文传奇
——探寻“川江七大枯水题刻”之江津莲花石枯水位题记

四面山水四面山水 人文江津人文江津

本报讯 （记者 张亦筑）5月6
日，在市科技局、北碚区政府、西南大
学共同举办的环西南大学创新生态圈
揭牌暨项目签约仪式上，环西南大学
创新生态圈正式揭牌，58个国内外科
技创新项目、科技企业和创投基金集
中签约落户。

环绕西南大学打造科
技资源和高端人才集聚地

市科技局负责人介绍，环大学创
新生态圈建设是我市促进高校创新资
源与市场有效对接，优化大学周边创
新创业生态，推动大学科研成果转移
转化的重要举措。

环西南大学创新生态圈作为全市
首批6个环大学创新生态圈之一，于
2018年启动建设，将主要实施“六大
工程”，完善“四大链条”，建成“两个生
态”，环绕西南大学打造科技资源和高
端人才集聚地。

其中，“六大工程”包括天生创新
创业街、北碚国家大学科技园、北碚亿
达创智广场、北碚朝阳文创大道、天生
丽街商圈业态升级和环西南大学城市
品质提升工程。

“四大链条”包括双创政策支持链
条、先进技术研发链条、创新人才培育

链条和创新资本扶持链条。
“两个生态”包括技术研发生态体

系和双创企业成长生态体系。
环西南大学创新生态圈相关负责

人表示，两个体系的目的各有侧重，技
术研发生态体系的重点是从市场提出
技术需求，科研团队进行科技研发，研
发形成技术成果，最后转化成市场产
品；双创企业成长生态体系的重点是
让创业团队孵化为初创企业，然后成
长至中小型企业，最后发展成为成熟
企业。“经过前期工作推进，环西南大
学创新生态圈建设已取得积极成效。”

签约项目涉及人工智
能等领域

揭牌仪式上，58个国内外科技创
新项目、科技企业和创投基金集中签
约落户环西南大学创新生态圈，涉及
人工智能、大数据、农业科技、生物科
技、医疗健康等领域。

其中，从英国引进的蜂鸟技术公
司是一家专注于农业的人工智能企
业，其利用卫星、无人驾驶飞机、飞机
和机器人的图像和数据分析技术，以
及专有算法，向农民提供作物的高分
辨率地图，使用最先进的机器学习和
计算机视觉技术，直接向田间提供有
关作物健康的可操作性方案，包括作

物胁迫检测、病害检测、杂草制图、养
分管理绘图以及作物产量预测等。

美国医学与生物工程院院士李长
明团队与九环机械股份有限公司将共
建西南大学新动能产业技术研究中
心。据了解，李长明院士团队致力于
新能源领域的研究，已申请新能源领
域发明专利超过50项，实用新型专利
超过60项，发表SCI学术论文300余
篇。今后，该中心作为一个“产-学-
研-政”成果转化孵化中心，将进行新
型能源材料的开发和应用，涉及锂硫
电池、锂离子固态电池、电池型超级电
容器、智能能源管理系统等全器件和
配套功能材料。

此外，中国科学院重庆绿色智能
技术研究院与北碚区政府将围绕人
工智能、智能制造、集成电路等领域，
开展科学研究、科技创新、成果转化
和人才培养深度合作。签约引进的
6家基金公司中，包括以政府为主导
成立的规模3000万元的嘉陵创客种
子基金，以及规模1亿元的知识价值
风险补偿基金。

8个路演项目达成合
作意向

活动当天，天生创新创业街还举
行了揭牌仪式。据悉，作为环西南大

学创新生态圈的重点区域，天生创新
创业街将打造集聚创新资源、释放人
才活力、促进成果转化、激发创新动力
的示范区，辐射带动大学周边特色学
区商圈提档升级。

其中，作为天生创新创业街核心
载体的西南大学（重庆）产业技术研究
院由北碚区政府与西南大学共建，建
筑面积约25000平方米，将围绕智慧
教育、现代农业、生物医药等领域，打
造国内一流的产业关键共性技术研
发、科技成果转化、高水平人才培养、
科技资源要素聚集共享服务平台和科
技交流合作平台。

另据了解，由重庆市科学技术研
究院打造的“易智网”针对北碚的需
求，前期征集了来自10余个省市40
余家单位的210余项科技成果，经过
论证遴选，最终邀请上海交通大学、
四川大学、重庆大学、西南大学、重庆
市科学技术研究院等知名高校、科研
院所的专家，携20项科技成果在当
天举办的成果对接会上进行现场路
演，涉及电子信息、智能制造、节能环
保等领域，并与相关领域的企业家、
技术负责人和投资机构洽谈合作，为
先进技术项目落户环西南大学创新
生态圈搭建桥梁。经过对接，达成合
作意向8项。

环西南大学创新生态圈正式揭牌
58个项目、企业和基金集中签约落户

“五一”期间，2019年重庆市五
一劳动奖章获得者、市农业学校校长
王华平度过了一个忙碌的假期：第一
天和第四天在学校慰问在校学生、安
排今年招生工作；第二天和第三天，
到黔江区为贫困户提供山羊养殖技
术指导。

“我出生在农村，晓得持续增收
产业、娃儿接受教育对一个家庭脱贫
致富的重要性。”王华平说，在他工作
的36年中，尽管岗位换了近十个，但

“扶志”与“扶智”一直是工作的主旋
律。

传授技术帮助农户摆
脱贫困

“上个世纪80年代，为了送娃读
书，我借钱几乎把全村人都借遍了，
平日里看到谁都心虚三分，怕人家催
账。”黔江区鹅池镇大坡村村民汪传
平说，当时自己正值壮年，徒有一身
力气却没有赖以挣钱的技能，两个读
初中孩子的学费全靠借，“有一段时
间，我实在坚持不下去了，要求两个
娃回来跟我种庄稼。”

那时，王华平正好任这个乡的烤
烟技术员。为了帮助汪传平掌握壮
苗、移栽、烘烤等环节的烤烟种植和
加工技术，王华平三天两头往他家
跑，手把手地教。

慢慢地，汪传平掌握了全套技
术，烤烟种植面积从原来的半亩增加
到4亩，较为轻松地供两个娃上了大
专。

汪传平说，这多亏王华平把技术
传给他，让他知道只要舍得学、舍得
干，一定可以脱贫增收。

1983年至1998年在黔江工作
期间，王华平不论是任烤烟技术员还
是乡党委书记，均积极推广烤烟、蚕
桑等可帮助农民增收的产业，并积极
传授技术，让数百个家庭像汪传平那
样有了一技之长，从而摆脱贫困。

闭着眼睛也能辨别饲
料好坏

“王专家真的是专家，凭着‘闻’
‘尝’‘搓’这三招，闭着眼睛也能搞明
白饲料有没得问题。”说起王华平，巫
溪县红池坝镇大河村贫困户李传富
佩服地伸出大拇指。

红池坝镇牧草资源丰富，李传富
重点发展了养羊产业。在对口帮扶
大河村的过程中，作为“重庆市现代
山地特色高效农业草食牲畜产业技
术体系创新带头人”的王华平，每次
去李传富家都会悉心传授技术，老李
家的山羊也由最初的3只迅速发展
到现在的20只，对脱贫的信心更足
了。

“饲料无疑是很重要的一环，但
很多贫困户所在乡镇没有相关检测
仪器，这些年一直在钻研山羊养殖技
术的我就练就一套‘吃草’的本事。”
王华平笑道，通过“闻”，可以分辨出
有清香味的是合格饲料，而带酸味的
则需要调整配方；通过“尝”，可以辨
别干草是否发霉以及发霉的程度，避
免羊食用后生病；通过“搓”，可以大
致判断出草料中纤维含量高低，以调
整青饲料的投放……

近4年来，王华平所带领的技术
体系创新团队已在我市设立了5个
试验场，辐射巫溪、酉阳、武隆等区
县，在山羊、肉兔养殖领域培养实用
技术人才 500 余人，带动了至少
3000余户山区农户脱贫增收。

“专注三农领域、专育
乡村人才”

在市农校上学的小月同学，圆圆
的脸上有一双灵动的大眼睛，唇边时
常挂着微笑，她说：“非常感谢学校，
也非常感谢王校长给了我继续学习
的勇气。”

小月的父亲早逝，母亲离家出
走。尽管学费全免，每月还有300元
生活补助，但她的日子还是过得紧巴
巴的。

2017年王华平任市农校校长
后，设立勤工俭学岗位，小月因此有
了利用课余时间到食堂洗菜、洗餐具
的机会，这样可以省下每月最大的开
销——伙食费。

“王校长鼓励我对未来要有信心，
要把自己的专业学好学透。”小月说，
经过努力，她已被总部位于广州的一
保育公司“预订”，毕业后就能就业。

据了解，市农校的1.1万余名学
生大部分是来自渝东北、渝东南以及
贵州、云南等省的贫困山区，其中
38%来自贫困家庭或留守家庭。

“他们既是斩断贫困代际传播的
希望，又肩负着振兴乡村的重任。”王
华平说，因此学校提出要“专注三农
领域、专育乡村人才”，通过提升授课
质量、培养学生良好品行和较强实践
能力来提高学生就业质量，帮助更多
贫困家庭实现“一人毕业，全家脱
贫”。

2019重庆市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市农业学校校长
王华平：

助更多贫困家庭实现
“一人毕业全家脱贫”

本报记者 罗芸

本报讯 （记者 黄乔）5 月 6
日，重庆市律师协会与四川、云南、贵
州三省律师协会在渝举行“深化区域
律师服务与战略合作，加强西部地区
律师行业交流合作和联动发展”签约
仪式。

重庆市律师协会相关负责人介
绍，此次签约是为深入贯彻落实国
家区域协调发展战略，推动形成“陆
海内外联动，东西双向互济”的全面

开放新格局，汇集西部地区律师行
业力量，共同维护良好的法治营商
环境。

重庆律协与川云贵三省律协签订
的协议内容各有侧重。

川渝两地律协合作协议，重点是
围绕服务成渝城市群建设，推进川渝
律师一体化发展等主题，从深化川渝
律师业务交流合作、加强行业服务管
理协作等方面提出了10项举措，包

括：两地律协每年定期组织举办成渝
城市群发展法律服务业务研讨，建立
两地律师执业监管协同机制，相互认
可律师参加两地律协组织的学习培
训，相互为两地律师提供培训交流参
与机会和执业便利等。

渝黔两地律协合作协议，重点
围绕服务渝黔经济项目建设、推进
渝黔律师一体化发展主题，提出了
每年定期组织开展“渝黔合作先行

示范区”“陆海新通道”、渝黔产业合
作法律服务研讨交流和业务合作等
10项举措。协议明确规定，要推进
建立渝黔两地律师跨区域执业维权
案件快速联动协作机制，及时、有效
地为两地律师提供执业救济和执业
便利；两地律师在代理涉及渝黔两
地的商事诉讼或仲裁时，应共同化
解纠纷，抵制恶意竞争，协力提升营
商环境。

渝滇两地律协合作协作，则重点
围绕服务“陆海新通道”项目建设、长
江经济带发展和推进渝滇律师一体化
发展等主题提出了13项举措。协议
提出，渝滇两地律师应以“资源共享、
优势互补、共享共赢”为合作原则，建
立健全区域协作互助机制。

重庆与川云贵建立律师协作互助机制
各有侧重促进律师一体化发展

王华平到贫困户家中了解山羊养殖情况。 记者 罗芸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