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手机一键找车位、停车缴费不排
队……目前，在荣昌城区海棠路、荣滨
南路等路段，600余个路内临时停车位
智能化升级改造完成，让司机们直呼：

“太方便了！”
“经常找不到车位，遇到急事还

要排队缴费最‘恼火’！”家住财信中
央大街小区居民李欣荣对停车难很
有感触。以前由于荣昌城区各路段
路内临时停车区域都是人工值守，对
车辆逐个收费，有时遇到停车高峰
期，等待排队缴费往往需要将近 10
分钟。

6月29日，李欣荣驱车带着3个外
地朋友去夏布小镇“耍”了一圈，小镇周
边32个智能化升级改造后的路内临时
停车位，让他开了眼界。“几秒钟就能完
成支付，真是太智能了！”李欣荣高兴地
说。

当车辆驶入泊位时，地下的地磁会
立即感应，随即自动开启地锁锁住车
辆，并通过安防视频桩记录车辆自身和
周边信息，自动识别进行收费计时。车

辆驶离时，只需扫描安防视频桩上的二
维码进行缴费，地锁会自动解锁。

每个车位都有一个路内停车安防

视频桩，完全不需要收费员在场，便能
对车辆进行精确定位，实现无感支付。

按照使用提示，李欣荣还下载了一

个停车软件。“通过手机软件，可以实时
查看周边停车位的数量，不用盲目‘抢
车位’了。”他说，大大提高了停车效率。

据了解，停车位智能化改造项目内
容主要包括“一个中心、两大平台、七个
系统”，即一个城市停车管理指挥中心、
两个城市级智慧停车云服务平台和公
众信息服务平台，以及城市道路智能停
车运营管理系统、车场联网运营管理系
统、大数据分析系统、城市停车诱导系
统、违停自动抓拍取证系统、公众服务
系统和数据共享交换系统七大系统。

停车位智能化改造方案是基于停
车云平台进行的架构部署，能覆盖业务
支撑、大数据、运营管理、车主服务、标
准化接口和静态交通协同管理六大逻
辑体系。未来，将有更多停车场参与联
网，实现智能进出、智慧识别、扫码缴费
等功能，更好地满足市民日益增长的停
车需要。

“今年7月底前，我区城区将完成
各街道5431个停车位的升级改造。”荣
昌区城区路内临时停车智能化建设项
目负责人介绍，并将逐步推进，最终实
现全区智能化停车全覆盖，全力破解停
车难。

（荣昌区融媒体中心 文／图 张
飞龙 刘汪洋）

智能化改造5431个停车位荣昌

升级改造后的夏布小镇路内停车位。

近年来，城口县多
方整合交通扶贫资源，
积极争取政策扶持，建
好产业路、旅游路，打通
断头路、卡脖子路，畅通
县域交通“毛细血管”。
经过多年奋战，“四好农
村路”通组通畅工程取
得了可喜的成果。

【编者按】

近段时间，垃圾分类成为热
词。尽管重庆基本建成垃圾分类
处理系统的时间点定在 2020 年
底，很多区县早已启动试点，并探
索出一系列行之有效的办法。

从年初开始，在铜梁区部分居民小
区、学校，曾经让人掩鼻而过的垃圾桶
悄然变成了干净规范的智能垃圾箱。
它的出现，改变了市民随手一丢的旧习
惯，垃圾分类逐渐成为大家掌握的新技
能。

垃圾分类变简单

兰亭别院小区是铜梁区第一个推
行垃圾分类的试点小区，刚开始进行宣
传时，市民的接受度不高：“以前只要把

垃圾袋往楼下垃圾桶一扔就了事，垃圾
分类后会不会很麻烦？”“现在大家生活
节奏都很快，哪有精力用在垃圾分类上
呀？”

通过上门服务、物质奖励、二维码
溯源等一系列方式，铜梁区逐步破解难
题。

在各示范点，铜梁区以政府购买服
务的方式聘请了一批巡检员进行现场
指导和服务。在兰亭别院的垃圾分类
驿站，垃圾为什么要分类、如何分类、哪
些垃圾可以积分、如何积分、积分怎样
兑换日用品……都有巡检员及时解答
和服务。

巡检员还指导市民下载安装垃圾
分类App，在手机上就可以扫码投放、
预约回收、积分查询和兑换商品。“互联
网+”让垃圾分类变得简单甚至有趣，
市民接受度大为提高。

新安装的智能垃圾箱采用智能称
重系统，可时时上传数据至云平台。当
垃圾箱装满后，就会启动报警系统，后
台工作人员及时安排工人来收运垃圾，
保证垃圾箱随时可投放。

自动称重算积分

6月28日早上，兰亭别院小区垃
圾投放点热闹有序，大家正排队投放垃
圾，后面还有不少人大包小包提着垃圾
袋向投放点走来。“你们也办卡了啊！”
邻里间见面打招呼都离不开垃圾分类
这个热门话题。

“纸张、塑料、金属、玻璃……垃圾
箱上写得清清楚楚，只要识字就会分，
简单得很！”51岁的李永兵熟练地刷
卡，“滴”的一声后，将垃圾分门别类地
投入到对应的智能垃圾箱，称重、积分
也同时自动完成了。

参与垃圾分类不仅可以免费领取
垃圾袋，产生的积分还可以在积分兑换
点兑换日用品，甚至还可以在运营商合
作的实体商店当钱用。

积分兑换机紧挨智能垃圾箱，刷卡
就可以查询积分和兑换日用品。通过
垃圾分类，李永兵积分卡里已经有
2300多分了，他准备用来兑换食盐、肥
皂等日用品。

“以前这些纸板要攒多了才拖出去

卖，少的话就只有白扔。现在好了，在
小区就能处理，有一点投一点，还能换
积分。”61岁的江方梅高兴地说，她投
了12公斤的纸板和塑料，积分换算后
相当于12块钱。

贵在坚持 重在养成

鱼骨头是湿垃圾还是干垃圾？擤
过感冒鼻涕的餐巾纸有病毒，属于有害
垃圾吗？……

这个暑假，铜梁区第一实验小学给孩
子们布置了一份特殊的暑假作业，当好

“小小监督员”，督促家长进行垃圾分类。
铜梁区各个学校将“生活垃圾分

类”纳入环境教育课，通过深入开展生
活垃圾分类进校园、进教材、进课堂和

“小手拉大手”等活动，努力实现“教育
一个孩子、影响一个家庭、带动一个社
区”目标。

“接下来，我们将继续加强生活垃
圾分类示范点建设，以积分兑换的方式
带动市民积极主动参与生活垃圾分类，
以点带面，逐步扩展延伸，实现全域覆
盖。到2020年，铜梁建成区内50%的
街道要开展生活垃圾分类示范，2022
年，全区生活垃圾分类处理系统基本建
成。”铜梁区城市管理局环卫所所长向
焱说。 （铜梁区融媒体中心 闻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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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了几十年深一脚浅一脚的泥巴
路，没想到现在有了这么好的水泥路，
再也不担心家里的农产品卖不出去了，
自己家买点东西也方便多了。”近日，走
进城口县鸡鸣乡金岩村，一条蜿蜒曲折
的盘山水泥公路上，村民卢有贵正招呼
下一辆卖新鲜蔬果的小卡车，购买新鲜
的“端午桃”。

通达通畅 助力脱贫攻坚

金岩村位于市级贫困乡镇鸡鸣乡，
以前只有一条泥结石公路。居住在该
村几十年的卢有贵说，以前不要说随手
一招就能买到新鲜蔬果，连自家产出的
农产品想要售卖，也没有车辆愿意上山
收，大部分时候只有靠人力背下山。所
以每年到了收获时节，大家是又喜又
忧。

自从去年公路硬化之后，来来往往
的车辆络绎不绝，不仅能买到生活用
品，还会有商贩直接开车上山收购农产
品。村民们只要将东西打包好，就有贩
子直接上门收购，再也不用担心东西卖
不出去了。

2018年，城口县投资约10亿元，
新建“四好农村路”通达工程737公里，
通畅工程420公里，完成农村道路“窄
加宽”61公里，新修产业路、旅游路
300多公里，打通县乡断头边界路120
公里，完成危桥改造18座，极大地改善
了贫困群众的出行和生产生活。

通组公路 构建“毛细血管”

城口县地处大巴山腹地，峰峦交
错，峡深沟长，道路交通一直是困扰发
展的“拦路虎”。近年来，通组公路像一

条条能输血造血的毛细血管，“爬”满了
大山，为广大人民群众脱贫致富、共赴
小康奠定了坚实基础。

截至目前，城口县交通基础设施建
设“三年行动计划”中的“四好农村路”
（通组公路）通达工程902公里已超额
完成，“四好农村路”（通组公路）通畅工
程1456公里，已完工411公里，正在实
施建设445公里，完成招投标220公
里，正在测设380公里。

同时，在“四好农村路”（通组公路）
建设中，重点向2个市级深度贫困乡、3
个县级深度贫困乡、20个重点贫困村、
30个产业薄弱村倾斜，2019年 1—4
月，已经完成投资2.8亿元，占任务的
22%。

今后，城口还将根据村民聚居地实
际需要，结合实际安排部署建设，进一
步延伸、畅通这些“毛细血管”。

建管结合 筑基乡村振兴

交通建设，质量为先。“四好农村
路”建设过程中，城口县严把工程质量
关，着力打造群众满意的优质工程、放
心工程。实行旁站式监管，工程技术人
员现场蹲点、跟班作业。做到建设与管
理并重，切实把好建筑材料进入关、施工
工序关、工程监督关、现场管理关和工程
检测关等“五个关口”，把质量监督落实
到位，保证了工程合格率达到100%。

同时，为保障公路管理有效，城口
县推出“路长制”，形成了全县公路及公
路沿线综合整治常态化与长效化共同
推进的良好格局。

“路长制”体系包含县、乡镇街道、
村（社区）三级。由县委、县政府主要领
导任总路长，31名市管领导担任31条
国省县道、重要连接道及市政道路路长

（一级路长）。各乡镇（街道）党政干部
任二级路长，为所辖乡道及重要连接村
级公路路长。各村社干部任三级路长，
为所辖村级公路路长。

公路管理养护、公路安全隐患排查
整治、路域环境整治、公路绿化美化、公
路沿线标识标牌清理等五方面内容，是
各级路长的工作重点。同时，各级路长
各自负责牵头制定“一路一策”整治方
案，依法依规对公路沿线附属设施、路
容路貌、交通秩序、绿化美化、标识标牌
等存在的突出问题进行规范整治。

城口县交通局负责人表示，将紧紧
围绕打造“畅安舒美大巴山生态美丽公
路”的工作目标，不断强化建管结合，为
城口脱贫攻坚、共建小康社会作出贡
献，为乡村振兴打好基础。

（城口县融媒体中心 文/图 杨
鹏飞）

“四好农村路”蜿蜒进大山
村民买卖农产品更方便了，致富奔小康更有劲头了

双河乡余平村产业路。

潼南位于重庆西北部，涪江和琼江
穿境而过，地势平坦，素有“六山一水三
分田”之说，是有名的鱼米之乡。其中，
地处川渝交通要道的太安镇紧邻琼江，
江中盛产鲢鱼，曾为贡品，当地人烹饪
出色香味俱全的“太安鱼”。因为尝过
此鱼的过往司机和驻足旅客们的口口
相传，这道潼南名菜声名远扬。

“太安鱼”已经有近百年的历史。
1923年，太安镇罐坝村人郑海清拜川
菜名厨白海全为师。因天资聪明、勤奋
好学，尽得师傅真传。学艺期间，郑海
清将川菜“红烧鱼”加以改进，烹制出别
具一格、鲜香绝伦的鱼肴，当时未能命
名，仍叫“红烧鱼”。

这道菜色泽红亮、汤浓鲜美、麻辣
味厚，闻起来香气四溢，吃起来鱼块如
同豆腐一样嫩滑，食客无不赞叹。有人
评价说：“每咀嚼一下，便有一次不同滋
味，或膏腴嫩滑，或甘脆爽口，诸味纷
呈，变幻多端，人所莫测。”有人提笔留
下诗句：“鱼未入席先觉香，馋涎欲滴举
箸忙。色泽红润惹人眼，鲜嫩可口味难
忘。”一时名声大噪。

上个世纪60年代，太安罐头厂是
四川省知名企业，每天都要接待全国各

地以及海外的客商。该厂慕名将郑海
清聘请到厂招待所担任主厨。郑海清
所做菜品特别是其拿手绝活“红烧鱼”，
受到各地客商称赞。

1985年，70多岁的郑海清回到家
乡安享晚年。求贤若渴的太安“利民食
店”店主米希伟“三顾茅庐”，邀请郑海
清再度出山。“红烧鱼”自然也成为最受
食客喜爱的招牌菜，并被起名为“太安
鱼”。不久，“太安鱼”作为店招，悬挂到
了“利民食店”门前。

因太安地处国道246线（原省道
205线）旁，是川渝交通必经之地，一时
间，过往客商及慕名前来品尝“太安鱼”
的人络绎不绝。几年过后，“太安鱼”美
名就传至潼南周边区县和重庆、绵阳、
成都等地。太安镇上，也先后出现了

“太安名鱼”“桥头”“何鲜鱼”“惠林”“Y
牌”“九九八”“姐妹”等数十家“太安鱼”
店铺。

“太安鱼”出名后，慕名拜郑海清师
傅学艺的人纷至沓来，郑师傅毫不保
留，精心传授。一时间，“太安鱼”如雨
后春笋般出现在全国各地。2003年
10月，在中国第四届美食文化节上，

“太安鱼”获得“中国名菜”的称号。
如今，“太安鱼”已成为展示潼南饮

食文化、风土人情的靓丽招牌。目前太
安全镇水产养殖面积超过10000亩，
有经营太安鱼的鱼庄100余家，从业人
员1200余人，仅今年上半年就实现产
值近4亿元。

（潼南区融媒体中心 李扬）

潼南：声名远扬“太安鱼”

6月19日清晨，走进位于璧山区
七塘镇喜观村的向家院子，整洁的院
落、清澈的池塘、摇曳的花草跃入眼底，
好一幅清爽宜人的新时代乡村画卷。

老党员向太发正拿着扫把帮邻居
清扫院坝的落叶：“昨天晚上吹风落了
些叶子，这家人出门走亲戚去了，我把
自家院坝扫了后，就顺便过来扫一扫。”

“我们向家院子算是村里比较大的
集中院落，有几十户人。”向太发说，过
去这里因为住户相对比较密集，大家的
各种生活垃圾乱堆放、生活污水乱排
放，环境比较糟糕。

“去年开始，镇上把我们这里作为示
范院落进行了综合整治，环境大变样。”
向太发说，如今生活垃圾集中收运，生活
污水也进行了统一处理，整个向家院子
变得焕然一新，“更加重要的是，村民们
的环保意识得到了显著增强。”

为了充分发挥党员“领头雁”作用，
七塘镇在年初开展党员承诺活动，党员
承诺在率先保持自家庭院干净整洁的
同时，主动作为、积极引导，带头打扫院

落公共地段清洁卫生，并对村民乱扔乱
放等不文明行为进行耐心劝导和纠正，
带动院落群众维护干净整洁的院落环
境和生活环境。同时，每月评选整洁庭
院，激励院落群众转变生活观念、爱护
公共环境。

“我们家前不久就评上了整洁院
落，挂起了牌子。”向太发骄傲地说。

七塘镇相关负责人介绍，农村人居
环境整治，关键要带动老百姓的积极性
和主动性。该镇以产业基础较好的喜
观村、建设村、将军村为重点，着重对向
家院子、幺滩院子、陈家湾院子和烂田
沟院子4个集中院落进行打造，除了新
建污水管网、完善垃圾收运体系等外，
下一步还将同四川美术学院等积极合
作，为这些院落注入更多文化元素，并
与发展乡村旅游相结合，在改善人居环
境的同时，实现收入增长。

“有这些示范院落的珠玉在前，其
他老百姓参与农村人居环境整治的热
情会更加高涨。”该负责人说。
（璧山区融媒体中心 连宏宇 刘畅）

璧山：示范院落带动人居环境整治

建造房屋像“搭积木”一样简单，在
塔吊等机械的配合下把这些“零部件”
组装成一栋栋新的楼房……

两江新区正在大力推动装配式建
筑，到2020年，两江新区装配式建筑占
新建建筑面积的比例达到20%以上。

7天装修完100平米房屋

“装配式建筑提前在生产线预制
好地板、墙壁、承重墙等房屋构件，再
运至工地像‘拼乐高’一样拼装，具有
节约资源能源、减少施工污染、提升劳
动生产效率和质量安全水平等优势，
是新一轮建筑业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
方向。”两江新区建设局城建办相关负
责人介绍。

以装配式内装为例，一套100余平
米的房屋，只需要7天、15万元，即可
装修完毕。如果对某块区域不满意，提
前跟装修公司打个电话，只需要几天时
间，便可以将整改区域重新打造一遍。
而且，这种装修材料不含甲醛，可以直
接拎包入住。

由于装配式建筑是原材料运到工
厂制造，再运到工地安装完成拼装，装
配式建筑广泛推广后，尘土飞扬的建筑
工地所带来的环境污染和噪音污染将
不复存在，市民再也不需担心住家附近
存在工地施工了。

目前，两江新区正在大力推广装配
式建筑，着力打造装配式建筑重点示范
区。《两江新区大力发展装配式建筑试
点方案》，明确提出，到2020年，两江新
区装配式建筑占新建建筑面积的比例
达到20%以上，到2025年达到35%以
上。

为了保障装配式建筑的顺利推广，
两江新区还出台了用地保障、规划扶
持、税收优惠、招投标政策等一系列扶
持政策。

180天满足厂房个性化需求

2018年6月，重庆首个采用装配
式建筑体系施工的产业园区——天海
星两江数码工坊装配式建筑示范区在
两江新区水土高新生态城正式动工。

由于行业及工艺不同，企业对厂
房层高、柱网、楼面荷载等建筑参数的

需求不尽相同，如果按照传统的钢筋
混凝土结构施工工艺大规模建房，会
给入驻企业投产带来工艺改造和装修
的麻烦。

但按照装配式建筑的方式，设计院
和施工单位在项目动工前与企业充分
沟通，完成施工图后即可进行建筑基础
部分的施工，建筑构件同步在工厂化流
水线进行生产，建筑基础部分完工后，
建筑构建在工地进行组装。“能源供给、
空间结构、产线工艺、特种设备、二次装
修……企业一连串选址落户的个性化
需求可在180天内得到满足。”天海星
集团总经理马海说。

2019年，中国科学院大学重庆学
院启动建设，将采用装配式建筑模式，
预计在2020年7月一期项目即可全面
建成投用。除此之外，礼嘉智慧生态
城、两江协同创新区等也将采用装配式
建筑方式。

“目前两江新区正在大力推动学
校、医院等建筑工程采用装配式建筑，
同时装配式内装项目也即将开始试
点。”两江新区建设局城建办相关负责
人表示。

建设装配式建筑产业基地

两江新区同时鼓励和支持企业建
设装配式建筑产业生产基地，推进建设
装配式建筑产业园区，统筹发展装配式
建筑设计、生产、施工及设备制造、运
输、装修和运行维护等全产业链。

2018年5月，中建国际装配式建
筑生产及研发基地项目签约落户两江
新区，总投资11亿元，达产后预计实现
年产建筑部品40万立方米，每年可以
满足不少于250万平方米总建筑体量。

此外，两江新区也培育了一批装配
式建筑生产企业，重庆创高装饰工程股
份有限公司便是其中的一家。“由于装
配式建筑可以大幅减少建筑、装修时
间，因此各大地产商都希望能够推动装
配式装修。”创高公司董事长叶铠介绍，

“比如重庆某地产商已经决定未来修建
的售楼处，90%都将采用装配式建筑，
同时也有意将一些商业地产也采用这
种模式。”

（两江新区融媒体中心 赵鹏）

两江新区：大力推广装配式建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