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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24日，以“气候与康养”为主
题的重庆（石柱）第三届康养大会专家
主旨演讲活动，在石柱土家族自治县黄
水镇举行。来自全国相关领域的4位
专家教授，结合自己的专业知识和研究
方向，向大家分享了气候与康养方面的
研究成果，探索康养产业的发展路径。

近年来，石柱定位“转型康养·绿色
发展”，聚力“风情土家·康养石柱”价值
定位，走出了一条“康养+”的路子，初
步形成以绿色有机农业、特色生态农
业、康养休闲产业为支撑的康养产业体
系，培育出以观养、住养、动养、文养、食
养、疗养为特色的康养产品。但与国内
外知名的康养旅游目的地相比，不论是
在康养产业的发展路径上，还是康养产
业内容本身的打造上，石柱还有着较大
差距。那么石柱该如何利用好“康养”
这张金字招牌，发展康养经济？

“重点是做好康养度假功能的再造
以及产品的叠加，打造一个提档升级的
全域康养旅游目的地。”主讲嘉宾之一、
重庆温泉与气候养生旅游研究院院长
王捷说，石柱发展康养经济，焦点在黄

水，但季节性的痛点也在黄水，黄水一
年只有4个月的旅游旺季，亟待导入新
的康养产品、服务理念以及营销理念。

比如温泉是冬季绝佳的旅游产品，

而大风堡、冷水镇有着良好的温泉资
源，如果能进行有效地勘探开发利用，
黄水的冬季就能成为“暖冬”。同时，石
柱地处北纬30℃，有着1800米左右的

垂直高差，具备一日四季的条件，可以
在不同等高线上形成不同的康养产品
布局。比如从最低点西沱镇到最高点
大风堡，利用气候资源的变化，打造不
同的康养旅游产品，从而形成立体的康
养旅游体系。

王捷认为，康养度假方式上也要形
成以1-2天为特色的观光游、5-7天的
度假游、21天左右的深度游等多种模
式。当前石柱康养旅游形态多以观光
游为主，其价值也是最低的，他建议可
以结合多个旅游景区景点，结合石柱当
地的少数民族文化、物产资源优势，整
合形成一个集研学旅游、康养旅游、休
闲旅游、深度文化体验游于一体的7天
度假旅游，以及以疗养、康养为主要疗
程的21天深度游。

石柱山水资源丰富，海拔最低处有
长江、境内又分布着多条河流、水库、泉
水资源富足。但遗憾的是“六养”中缺
水，与国际上高品质的康养旅游休闲目
的地相比，水是发展康养经济最基本的
要素。专家建议，一方面围绕水资源优
势，开发石柱当地特色品牌的康养山泉
水或康养矿泉水；另一方面，结合自然
水体和人工设施打造康养水上游乐项
目，以重庆医科大学康复医院为中心，
建立水上康复项目，并与其它物理康复
结合起来，形成独具特色的水养产品，
从而进一步丰富康养文化内涵和产品
业态。

在重庆（石柱）第三届康养大会主旨演讲上，专家认为：

应丰富康养文化内涵和产品业态
本报记者 赵伟平

7月24日，石柱黄水，中国重庆（石柱）第三届康养大会上，专家学者教大家如何
科学康养、有效康养。 特约摄影 钟志兵

7月 23日至25日期间，中国·重
庆·武隆绿色发展实践国际论坛在武隆
区举行。

本次论坛以“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
山的实践创新”为主题，以绿色发展为
主线，共设有“中国·重庆·武隆绿色发
展实践国际论坛”主论坛，和“绿水青山
就是金山银山路径探索”“文旅融合推
动绿色发展”“山地特色高效农业助推
乡村振兴”“以资源共享提振开放型经
济发展”4个分论坛。

50余名来自国内外相关科研院
所、高校的众多专家学者汇聚一堂，共
商绿色发展大计，探讨如何学好用好

“两山论”，走深走实“两化路”实践路
径，分享武隆绿色发展实践，为建设美
丽中国贡献智慧力量。

要实现绿色发展，必须
把“生态优先”融入经济发展
的各方面和全过程

中国生态文明研究与促进会专家
咨询委委员、原国家林业局经济发展研
究中心主任黎祖交认为，要走绿色发展
之路，就必须坚持“生态优先”。要实现
绿色发展，必须把“生态优先”融入经济
发展的各方面和全过程。

作为正确认识和处理生态环境
保护与经济发展关系的根本导向，

“生态优先”要落到实处，除了要把生

态环境保护放在优先于经济发展的
地位外，还要将其融入经济发展的各
方面和全过程。惟有如此，才能把导
向变成举措，使理念化为行动，使“生
态优先”在经济发展中得到全面充分
的体现。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
是人与自然和谐关系的当代
体现

中央党校哲学部教授、重庆市武隆
绿色智库研究院院长赵建军认为，“绿
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是人与自然和谐
关系的当代体现，且寓意深刻。“绿水青
山”如果放置不理就只是自然的生态系
统，尚未体现有益于人类的社会价值，
这并不是人类文明的旨意。但如果以
损害“绿水青山”为代价一味去追求“金
山银山”，也只能是昙花一现，难以持
续。

绿水青山和金山银山既会产生矛
盾，又可辩证统一，它强调的是人与自
然双重价值的共融共生。绿水青山可
以带来金山银山，但金山银山却买不到
绿水青山。绿色发展的推进过程就是
把“绿水青山”变成“金山银山”的过
程。赵建军说，武隆地区要以生态学、
系统学为科学基础，强化人类的生态意
识，遵循不同区域之间协调发展、当代
人与后代人之间持续发展的原则，实现

文明的可持续发展。

为共建生态文明策略奠定
科学基础

匈牙利科学院高级研究员，生态
文明研究专家阿提拉·格兰皮埃尔博
士表示，我们的生活质量从根本上取
决于这些自然承诺及其他们自身的和
谐。我们个人与全面的生态价值观息
息相关。

生命法则告诉我们，所有的生物都
有一个基本目标：尽可能活得健康、快
乐和保持头脑清醒。

大自然赋予我们所有人一个共同
的策略，让我们的地球家园尽可能健
康、快乐和鼓舞人心，让我们相互合作、
相互学习，让我们的关系尽可能健康、
快乐和鼓舞人心。

所有植物、动物和人类的生命都是
以水为基础的。通过密集灌溉渠道网
络不断优化水资源是一项非常强大的
策略，它将洪水的危险转化为对所有生
活社区的祝福。食物生长在小型的当
地生活社区，与当地的生物地理条件相
协调。

在21世纪，共同努力创造生态文
明的策略要求我们认识到生态世界观
的核心意义，这种世界观是建立在生命
宇宙的精确理论的基础上的，是一门大
规模扎根生态学的综合科学。

生态文明建设与科技创新
都需要高素质的人才

中国工程院院士，著名地质学家，
国际喀斯特权威卢耀如表示，武隆有着
分布广泛的喀斯特，有最深一千多米的
近垂直洞穴系统、地表下有深切大暗河
与地下峡谷，地表有多种喀斯特现象，
特别是天生桥和大大小小洼地和沟谷。

同时，武隆地区滑坡、泥石流、喀斯
特坳陷，以及旱涝灾害都存在。不少天
生桥、塌陷，都是喀斯特地区常见灾害，
还有需警惕的是，地下喀斯特强烈发
育，对地表影响必须密切调查，而滑坡
泥石流也是常见不可忽视的灾害。

所以说，必须有严密控制监测的系
统，更主要的是，一定要避免人工开发
诱发地质灾害。

武隆地区山多、平地少，只有稍大的
江边平埋阶地和山中洼地，不能过多浪费
土地。要控制与治理污染，要发展当地的
产业，必须有科技支撑，发挥科技作用。

无论是贯彻生态文明建设，还是要
科技创新，对科技人员和有关领导都是
应有高的要求。

这种要求主要有两方面，一是战略
性的认识与能力，主要通晓国内外有关
情况，而自己又要有清醒的认真前进方
向，另一种是能够解决具体实践及工程
建设与经济发展方面的难题。

绿色发展必须坚持“生态优先”
——中外专家学者为绿色发展实践贡献智慧力量

本报首席记者 陈维灯 实习生 胡梦

本报讯 （记者 李珩）7 月 24
日，据市气候中心预测，从即日起，我市
大部地区将陆续进入阶段性的晴热少
雨时段。

据统计，今年入汛以来（5月1日-
7月22日），重庆频繁遭遇降雨天气，
全市平均气温仅22.9℃，为1951年以
来同期第二低值。

截至24日15时，重庆大部地区都有
雨，其中，武隆累计降雨量达36.4毫米。
市气象台还发布了暴雨黄色预警信号。

“这还是因为西太平洋副热带高压
的影响，进入6月以来，这个高压较常
年偏强，位置比较偏西和偏南，所以造
成阴雨天气多、高温天气少的情况。”气
象专家分析道。

不过，据市气象台预计，从25日
起，降雨将逐步停歇，高温范围也会扩

大，27日全市最高气温将达38℃，主城
最高气温也会升至37℃。

具体来看，24日夜间：长江沿线及
以北地区多云有阵雨，中部及东北部部
分地区可达大雨到暴雨，其余地区多云
有分散阵雨；25日白天，我市各地多云
有分散阵雨。大部分地区气温23～
36℃，城口及东南部22～34℃。主城
区：阵雨转多云，气温26～34℃。

25日夜间到26日白天：东北部阵
雨转多云，其余地区多云有分散阵雨。
大部分地区气温24～37℃，城口及东
南部22～35℃。主城区：多云，气温
26～35℃。

26日夜间到27日白天：各地多云
间晴。大部分地区气温25～38℃，城
口及东南部23～36℃。主城区：多云，
气温27～37℃。

即日起 重庆将进入晴热少雨时段

重庆市港航管理局关于未参加2019年年度核查的企业的公告
根据我局《关于开展2019年水路运输及其辅助业核查工作的通知》（渝港航发[2019]74号），2019年度水路运输及其辅助业年度核查已于6月30日结束。经核实，目前仍有部分企业在规定截止日期内未参加年度核查。现公告如下：
一、自本通告发布之日起30日内，未参加年度核查的企业报企业注册地港航管理部门参加年度核查，在规定期限内仍未参加年度核查的企业，我局将依法撤销其《国内水路运输经营许可证》。
二、未参加年度核查的水运企业名单我局将在政务大厅电子显示屏同时予以公布。

1.重庆东方轮船公司
2.重庆港盛兴万船务有限公司
3.重庆市浦航船务有限公司

4.重庆市神帆航运有限公司
5.重庆宝山船舶运输有限公司
6.重庆市鸿逵船务有限公司

7.重庆市万州区万港船务有限公司
8.重庆扬峰船务有限公司
9.重庆市巨帆物流有限责任公司

10.重庆旺盛水上客运有限公司
11.重庆安祥船舶运输有限公司
12.綦江永升船务有限责任公司

13.巫山县峡江交通服务有限公司
14.重庆市芙蓉江旅游开发有限公司
15.重庆市黔江区神鹰航运有限责任公司

重庆市港航管理局
2019年7月25日

未参加年度核查的水路运输企业名单

关于对G42沪蓉高速湖北巴东核桃树大桥实施交通管制的通告
2019年 7月 31日至2020年 12月 31

日，沪蓉高速湖北巴东核桃树大桥将维修
施工。为保障施工顺利进行和交通安全、
畅通，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
法》及有关法律法规规定，湖北省公安交通
管理局、湖北省交通运输厅高速公路管理
局决定从2019年7月31日起对该路段实
施全天24小时禁止货车及7座以上客车通
行措施。现将有关事项通告如下：

一、禁行时间：2019年7月31日12时
至2020年12月31日24时

二、禁行路段：G42沪蓉高速湖北巴东
核桃树大桥（沪蓉高速1250KM+100M—
1270+300M巴东北至神农溪段）

三、禁行对象：货车、7座以上客车
四、绕行路线：
（一）由湖北至重庆方向绕行路线
1.G42沪蓉高速、G50沪渝高速→G50

沪渝高速宜昌长江公路大桥→经G50沪渝
高速往西；

2.G42沪蓉高速、G50沪渝高速→G50
沪渝高速宜昌长江公路大桥→经S68三峡

翻坝高速→秭归港码头上滚装船至重庆；
（二）由重庆至湖北方向绕行路线
1.G42 沪蓉高速太平枢纽互通→经

G50沪渝高速往东；
2.G42沪蓉高速马鞍石枢纽互通→经

G5012利万高速→利川西枢纽互通→经
G50沪渝高速往东；

3.G69银白高速罗家湾枢纽互通→经
G50沪渝高速往东；

4.G42沪蓉高速天城互通下站→万州
港码头上滚装船至湖北。

五、交通管制期间，驾驶人应服从交通
警察的指挥和现场管理人员的疏导，自觉
遵守道路交通安全法律法规，严格执行禁
行规定，确保行车安全。

六、对违反本通告规定，不听劝阻，强
行通行的，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
安全法》及其实施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
治安管理处罚法》等相关规定处罚。

湖北省公安交通管理局
湖北省交通运输厅高速公路管理局

2019年7月22日

7月15日，渝北区仙桃数据谷“小
蛮腰”独特造型的建筑正在加紧建
设。中间细，层层扭转的 6 栋建筑通
过 BIM（建筑信息模型）技术进行建
造，它将建筑的各种信息通过 3D、
4D、5D甚至6D模型清晰精准呈现并
精确计算，实现建筑施工的智慧管
理。目前，我市已有 300 多个项目采
用了BIM技术，可显著提高建造效率
并减少施工风险。

记者 张锦辉 摄

重庆已有300多个项目
实现“智慧建造”

本报讯 （记者 颜安 通讯员
刘敏）7月23日，重庆日报记者从南川
获悉，中石化华东油气分公司南川页岩
气项目部胜页2井以32.8万方的日产
气量，刷新常压页岩气的国内纪录。

南川页岩气项目部压裂试气部副
主任王俊方介绍，页岩气资源分布在地
底深处，分为超压页岩气和常压页岩
气。超压页岩气田保存条件好、地层压
力大、产气量高，典型代表为涪陵页岩
气田。而常压页岩气藏压力较低，不容
易实现高产，一般日产气量不高于10
万方，我市七成以上的页岩气资源属于
常压页岩气。

刷新纪录的胜页2井位于南川区
东城街道三秀社区，是一口勘探井，它
采用创新勘探技术，对地层常压页岩
气层进行开发。中石化华东油气分公
司经过科学和系统的试采，取得了每
天32.8万方的稳定测试和试采产量，
将此前 19.6 万方的国内纪录大幅提
高。

中石化华东油气分公司是如何提

高常压页岩气的产气量的？据了解，
该公司通过3年艰苦探索和攻关，基
本形成了适合本区块常压页岩气高效
开采的技术体系，比如长水平段钻井
大规模水力压裂、投球暂堵转向技术
等，让常压页岩气能更好实现商业开
发。

胜页2井的高产，充分证明了这一
系列创新技术的成功，这些技术不仅在
常压页岩气开采上起到技术示范和引
领作用，更能有效激活这一区块的常压
页岩气资源，为后期商业开采打下基
础。

据了解，南川是页岩气资源富集
区，目前探明储量615亿立方米，预测
储量5000亿方以上，中石化江汉涪陵
公司、中石化华东油气分公司已在该区
累计实施页岩气钻井平台24个，开钻
井79口，每天外输页岩气规模达400
万方。同时，该公司已在胜页2井周边
部署3口评价井、9口开发试验井组，进
一步评价南川区块页岩气的潜力，探实
资源规模，为整体开发做准备。

日产气量达到32.8万方

南川常压页岩气日产气量刷新国内纪录

本报讯 （记者 申晓佳）7月22
日，重庆日报记者从市科协获悉，为团
结引领广大科技工作者砥砺新作为、
建功新时代，市科协决定遴选十家市
级学会和十家高校（院所）科协，面向
百家企业及其辐射区域，组织千名科
技工作者，深入开展“十百千”志愿服
务区域发展行动（下称：“十百千”志愿
行动）。

重庆日报记者了解到，本次遴选
出的20家市级学会和高校（院所）科
协包括重庆市工程师协会、中科院重
庆绿色智能研究院科协等，百家企业
包括重庆明珠塑料有限公司、重庆市
量劲科技有限公司、重庆三丰玻璃有
限公司等。

接下来，遴选出的各市级学会、
高校（院所）科协将走进区域企业，组
建一批“会企协作创新联盟”、“校企
协作创新联盟”、“院企协作创新联
盟”。并开展多种形式的会企合作、
校（院）地合作，强化科技类公共服务
产品供给，建立常态化的企业技术创

新对接机制，搭建协同创新支撑平
台。

具体来说，“十百千”志愿行动的服
务内容包括构建产学研联合创新平台、
提供企业发展决策咨询建议、帮助破解
关键技术难题、促进科技成果推广转
化、协助培养引进科技人才等。按计
划，今年9月底前，市级学会、高校（院
所）科协将与相关企业确定具体合作项
目。市科协将定期开展评估，确保行动
取得实效。

市科协相关负责人介绍，市科协所
属学会、高校（院所）科协集聚了大量一
线科技工作者，是一笔宝贵的智力资
源。开展“十百千”志愿行动，旨在更好
地服务现代化经济体系建设和区域协
调发展战略，活用智力资源，切实服务
以大数据智能化为引领的创新驱动发
展战略行动计划。

行动中，除组建创新联盟外，市科
协还将组织引导市级学会、高校（院所）
科协科技人员深入全市企业、农村一
线，积极开展创新活动。

活用智力资源

市科协开展“十百千”志愿服务区域发展行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