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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手记

习近平总书记视察重庆时强调，要坚定不移推动高质量发展，
扭住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这条主线，把制造业高质量发展放到更
加突出位置，加快构建市场竞争力强、可持续的现代产业体系。

潼南作为川渝合作门户，如何实现高质量发展、创造高品质生
活，在新时代推进西部大开发形成新格局中展现新作为、实现新突
破？8月13日，重庆日报记者采访了潼南区委书记曾菁华。

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视察重庆
重要讲话精神系列访谈之（42）

走好“三条路子”抓好“三个赋能”
加快高质量发展 创造高品质生活

——访潼南区委书记曾菁华
本报记者 王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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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好“三条路子”，推动潼南
产业提质城市提升

重庆日报：推动高质量发展、创造高
品质生活，是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
视察重庆重要讲话精神的生动实践，结合
本地实际，潼南在高质量发展上确定了怎
样的路径？

曾菁华：按照市委、市政府决策部署和
陈敏尔书记指示要求，我们坚定不移走好
现代农业发展、产城景融合发展、高新产
业发展“三条路子”。这完全符合潼南实
际，是加快高质量发展的科学有效路径。

走好现代农业发展之路，就是加快潼
南特色高效农业发展，建设重庆、成都的

“菜篮子”“米袋子”“后花园”。坚持多功
能、大循环、绿色化，深化农业供给侧结构
性改革，发挥10个产业协会作用，进一步
壮大柠檬、蔬菜、中药材等7大特色产业，
增加绿色、无公害、有机农产品供给。加
快推动农业“接二连三”，引进培育一批优
质农产品加工企业，构建“全链条、全循
环、高质量、高效益”集群发展格局，办好

“花漾潼南、水韵潼南、田园潼南、乡愁潼
南”系列节会，活跃乡村旅游，促进农文旅
深度融合。

走好产城景融合发展之路，就是坚持
以产兴城、以城聚产、景城一体，建设100
平方公里、100万人口“双百”城市。科学
编制全域国土空间规划，大力推进“一江
两岸”为主轴的城市品质提升，加快推进
交通、学校、医院等39个重大项目建设，
打好城市品质提升大会战。重点谋划推
进朝阳湖片区、九龙山城市森林公园片
区、大佛坝至双江古镇“十里画廊”、双江
古镇“四大片区”建设。立足花园城市、田
园城市、滨江城市本底，加快建设花千骨
生态小镇、金福坝湿地公园、音乐百花园
公园综合体，着力建设公园城市，打造川
渝合作门户之城、成渝经济区枢纽之城、
山水田园智慧之城，推动潼南城市建设实
现根本性变化。

走好高新产业发展之路，就是扎实推
进国家高新区建设，画好国家高新区建设

“工笔画”。深入推进以大数据智能化为
引领的科技创新，强化新经济培育，大力
发展数字经济、软件信息、新材料等战略
性新兴产业。强化创新企业集聚，大力招
商引资，新引进培育科技型企业80余家、
高新技术企业20余家。强化创新平台建
设，建成投用现代农业科技创新中心，加
快建设国家工程技术中心、高新区创新创
业中心。强化创新人才支撑，实施“三百
三千”人才培养集聚计划，大力引进高层
次人才和创新团队。

抓好“三个赋能”，为高质量
发展插上智慧的翅膀

重庆日报：推动产业转型升级是经济
社会发展的重要驱动力。潼南在调整产
业结构，推动转型升级方面有什么打算？

曾菁华：以大数据智能化为引领的创
新驱动发展战略，是顺应科技变革和产业
革命、培育新增长点、形成新动能的必由
之路。推动传统产业转型升级，主要在

“三个赋能”上下功夫。
用大数据智能化为现代农业赋能。

大力发展智慧农业，把大数据智能化应用
于农业生产、经营、管理和服务全过程，提
升农业智能化水平，加快把潼南打造成全
市现代农业的“排头兵”。依托中国农机
院西南分院，因地制宜开发西南山地农
机，推广无人植保机等智能机械，提高生
产装备数字化、智能化水平。加快建设潼
南农业大数据平台，推进农业数据信息共
享开放，实现智能化管理。大力发展农村
电商，高效运营镇级电商综合服务中心，
在核心景区、城市商圈、高速路服务区等
设立集散营销平台，打造城乡一体的电商
运营中心和物流体系，把潼南特色农产品
卖得更多、卖得更远、卖得更好。

用大数据智能化为制造业赋能。大
力推进数字产业化、产业数字化，充分利
用大数据、互联网等新技术，对制造业进
行全方位、全角度、全链条改造。持续开
展“三创新两提升”专项行动，推动传统行
业向高成长和高科技产业转型升级。广
泛开展“机器换人”，建设智能工厂、数字
化车间和数字化生产线，不断提升制造业
技术装备水平和质量效益。

用大数据智能化为服务业赋能。积
极探索一个数据大脑、一笔数据资产、一
批“智慧+”项目、一个城市生活服务
App、一家运营公司（团队）、一个数字生
态圈“六个一”新型智慧城市建设路径，加
快建设潼南城市数据大脑，充分挖掘大数
据智能化政用、商用、民用价值，强化大数
据智能化成果在政府管理、民生服务、公
共产品、社会治理等领域的应用，统筹推
进“智慧+”项目建设，推动智慧交通、智慧
城管、智慧医疗、智慧教育等普惠共享，推
广智慧政务、智慧警务、行政审批智能办
理，真正让数据多“跑路”、群众少“跑腿”，
让“智慧树”在潼南落地生根、开花结果。

突出打造八大产业集群，
加快构筑现代产业体系

重庆日报：潼南作为欠发达地区，在
构筑现代产业体系方面将采取哪些举措？

曾菁华：牢牢扭住深化供给侧结构性
改革这条主线，全面贯彻“巩固、增强、提
升、畅通”八字方针，坚持特色发展、创新
发展、绿色发展、循环发展，因地制宜、因
势利导打造一批特色产业集群，重点谋划
推动8大产业集群，构筑现代产业体系，
形成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强大引擎。

一是打造千亿级天然气综合利用及
精细化工产业集群，大力发展天然气新能
源产业、新材料产业和精细化工产业，建
设天然气综合利用产业基地。二是打造
百亿级柠檬产业集群，实施汇达柠檬产业
发展三年行动计划，加快建设柠檬产业
园、柠檬交易中心、国家柠檬工程技术中
心，加大柠檬品牌塑造及宣传推广力度，
抢占生产加工、融合发展、市场销售和品
牌建设的制高点。三是打造百亿级蔬菜
及优质粮油、水产品产业集群，大力发展
绿色蔬菜、优质粮油、生态养殖等特色产
业，做大做强食品加工业。四是打造百亿

级智能终端及智能装备产业集群，积极培
育人工智能、智能机器人及智能制造装
备、数控机床等智能产业，促进新旧动能
发展接续转换。五是打造百亿级大众消
费品产业集群，培育发展高档纸业、休闲
食品及时尚箱包、灯具制造等大众消费
品工业，推进产品优化、产业升级。六是
打造百亿级表面环保处理产业集群，大
力发展表面工程用水清洁处理、重金属
在线回收等环保产业，促进上下游产业
集聚发展。七是打造百亿级休闲康养旅
游产业集群，推动景区升级，激活文化资
源，发展康养产业，叫响“周末来潼南”口
号，做大做强“周末经济”，建设养眼养
心、养颜养生、养气养福“六养胜地”，打造
全国新兴知名旅游目的地。八是打造百
亿级绿色建筑建材产业集群，推广使用低
碳、绿色、环保新型装配式建筑材料，发展
装配式钢结构建筑，建设三一绿色装配式
建筑产业园。

随着大数据智能化潮流兴起，大数据智能化正在越来
越快地融入人们的生产生活中，并不断地孕育着产业发展
的新动能。

潼南区在推进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转型的过程中，
坚定地推进用大数据智能化为农业赋能，现在不仅有智
能化的植物工厂，还有大量无人植保机等智能化装备，
以及潼南农业大数据平台等。大数据智能化成果广泛
应用于潼南农业的生产、经营、管理、服务全过程，加快
了潼南农业转型升级步伐，推进潼南成为全市现代农业
的“排头兵”。

在高质量发展过程中，各地要抢抓新一轮科技革命和
产业变革的难得机遇，加快大数据智能化的发展，不仅要
引入大数据智能化产业，也要运用好大数据智能化成果，
真正使其成为产业提质增效的“助推器”，为培育壮大发展
新动能打下坚实基础。

智能化是提质增效的“助推器”

本报讯 （记者 王翔）8月13日，在位于潼南区国家农业科
技园区的旭田植物工厂内，1000多株“新鲜出炉”的各种蔬菜被陆
续运出工厂装车，送往高端连锁超市和会员家中。作为我市首个
智能化植物工厂，其相比自然栽种的蔬菜，不仅产量高，而且一年
四季都可产出新鲜蔬菜。

植物工厂是现代设施农业发展的高级阶段，是一种高投入、高
技术、精装备的生产体系，集生物技术、工程技术和系统管理于一
体。该植物工厂总占地面积约为6600平方米，建筑面积1000平
方米，包括栽培室、育苗室、操作室、设备间和参观走廊等多个功能
区域。

重庆日报记者在栽培室看到，一层层蔬菜好像长在半空中，浓
浓的绿意透过无色玻璃迎面袭来。

“这些栽培室都是全封闭的，为确保种植环境无菌无尘，工作
人员必须穿上无菌套装、戴上口罩，经过风淋设备除尘杀菌之后才
能进入。”植物工厂负责人彭祖刚介绍，和自然环境不同，这里生长
的蔬菜不会受到疾风骤雨等极端天气的影响，更不需要担心的虫
害问题。而且，立体无土栽培技术，相对于大棚方式种植，更加保
证了蔬菜的“绿色”特征。

为了给封闭空间中的蔬菜提供养分和光照等重要生长条件，
植物工厂使用了智能化的LED植物光照技术，以及智能灌溉系
统。

在栽培室的立体式栽培架上，一排排整齐的LED灯可以模拟
出太阳的红光与蓝光，让植物更好地进行光合作用，并根据植物生
长周期的不同自动调节光源、光亮。

而智能灌溉系统可以将水和营养液按照一定比例混合，再通
过栽培架上的管道进行循环供给，使植物在每个生长阶段都能吸
收到充足的营养，这也让植物的生长周期缩短了近三分之一，而且
一年四季都可栽植。

目前，该植物工厂1000平方米的栽培空间每天可产出近600
株植物，已产出奶油生菜、红甜菜、田七等7种蔬菜和中药材。由
于是立体栽植且密度较大，因此，同等用地面积情况下，相比自然
栽种，蔬菜产量增加五倍以上。

“因为蔬菜是批量产出，我们的效益还是很可观。”彭祖刚说，
这种蔬菜不是按斤售卖，而是论棵销售，一棵蔬菜的最高售价可达
到近20元，均价约15元，主要供给高端连锁超市和个人，现已进
入重庆、陕西、上海以及北京等地的高端连锁超市，预计年产值
300万元。

潼南建起智能化植物工厂
四季都可产出新鲜蔬菜
单产增加五倍以上

加快“产城景”融合发展，潼南城市面貌日新月异。

潼南不断提升企业智能化水平。图为汇达柠檬数字化生产车间一角。

潼南打造智能终端及智能装备产业集群。 （本组图片均由潼南区委宣传部提供）

石油路街道 参与垃圾分类家庭达11000户
作为垃圾分类试点街道之一，石油

路街道在渝中区委、区政府安排部署下，
试点引导、逐步实施，引入第三方服务公
司，大力调动居民参与的主动性和积极
性，让“垃圾分类新时尚”惠及民生。

提前摸底 配备设施

走进石油路街道万科锦程小区，墙
上设计明快、色彩鲜亮的垃圾分类宣传
栏第一时间吸引了众人眼球。

垃圾分类公告、垃圾分类的详细方
法、垃圾分类处置流程图、小区垃圾分
类点位图、监督投诉电话……瞬间将人
带进倡导垃圾分类的浓郁氛围中。

作为街道垃圾分类示范小区之
一，石油路街道在万科锦程先后投入
经费57万余元，配备两分类、四分类垃
圾投放点46处，开展专场宣传20余
次，发放宣传资料11200余份，构建起
良好的文明生活环境。

同时，引入第三方服务公司——

恒奥环保，实施“居民分类投放—社会
单位分拣—责任单位分类收运—市级
分类处置”模式，得到小区1000余名
居民响应。

“垃圾分类工作的起步，关键在于
宣传和设施配备。”石油路街道相关负
责人表示，按渝中区工作部署会统一

安排，石油路街道成立了专门工作小
组，对辖区各单位分类垃圾桶需求数
量、经费投入概算、物业公司态度等内
容进行了摸底。

掌握情况后，街道依据实际情况，
按照“试点先行、广泛宣传、逐步推动”
的工作思路，拟制下发了《石油路街道

垃圾分类工作推进实施方案》，多次组
织社会单位、物业公司召开推进会，成
立以社区主任、副主任、城管委员、精神
文明委员为骨干的垃圾分类志愿者队
伍，垃圾分类工作已经走进社区和家庭，
辖区涉及的居民已达到11000余户。

同心共治 营造氛围

除了硬环境的打造和街道举行的
各类宣传活动，与居民生活最密切的
物业公司成为推进垃圾分类工作的最
好“合作者”。

“垃圾分类是大事，却是我们身边
力所能及的小事。”

“亲爱的美邻们，每天下午6点半到
8点半，指导人员定时定点为您守候。”

打开万科物业公众号，或是微信
朋友圈，楼栋管家不定期地发布垃圾
回收公告、分享垃圾分类知识，引导居
民养成垃圾源头减量和分类回收的良
好习惯。

同时，为进一步营造氛围，万科还
配合恒奥环保公司在小区公共区域划
出60余平方米打造垃圾分类的宣教体
验中心，拟引进电子显示屏、VR智趣
游戏等载体，力求更生动、形象、广泛
地推进垃圾分类宣传工作。

“推进垃圾分类并非行政部门的独
角戏，需要充分发挥各方面的共治作
用。”石油路街道相关负责人表示，在区
委、区政府的指导下，街道正通过不断
探索，着力把握、突出抓好推行垃圾分
类的关键环节，加快建立健全垃圾处理
系统，推动实现绿色可持续发展。

大力宣传 多方激励

晚上7时，吃完饭，收拾好餐桌，家
住万科锦程11栋的陈阿姨将吃剩的饭
菜和瓜皮“打包”，提下了楼。

垃圾投放指导员微笑着接过垃圾
袋，刷过积分卡后笑道：“阿姨，您连续
半个月都来投放易腐垃圾，坚持得特

别好，谢谢您对环保做出贡献。加上
今天的1分，您可以兑换生活用品了。”

易腐垃圾是绿色积分，可回收垃
圾是蓝色积分，作为垃圾回收的“忠实
粉丝”，周阿姨定期参与每日易腐垃圾
投放和每周六的可回收垃圾日，累计
获得绿积分32分和蓝积分207分，可
兑换数种生活用品。

截至目前，万科锦程有7831人次
居民参与易腐垃圾投放，累计发放绿
积分7831分、蓝积分63700分，累计收
集易腐垃圾9.9吨、可回收物4.7吨，有
害垃圾单独收集21.48公斤，实现生活
垃圾减量14.6吨。

“积分制度可以极大地激励居民主
动参与到垃圾分类中来。”石油路街道
相关负责人说，“随着习惯养成，居民逐
渐认识到了垃圾回收的重要性，开始自
发坚持。每天厨余垃圾只有1分，可是
很多居民依然坚持投放，还带动了更多
居民加入进来。此外，每天易腐垃圾投
放前我们都会称重，这为构建垃圾回收
大数据做好准备，也为进行下一步规
划、统筹工作打下坚实基础。”

张锋 詹米璐
图片由渝中区石油路街道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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