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责编 许阳 美编 何洪

2019年9月6日 星期五 5
CHONGQING DAILY

市长公开电话 12345 税务热线 12366 药监局投诉 68810255 医疗事故纠纷咨询 67706615 市卫生监督所 68810000 市教委 63862151 市疾病控制中心 68809389 环保举报 12369

中央第四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进
驻重庆期间，南川区共接到中央第四
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转办件共计57
件，从投诉渠道分来电36件，来信21
件。从办理情况来看，已办结52件，
阶段性办结5件。

对于督察组转办的环境问题，南
川区委、区政府高度重视，坚持绿色发
展理念，举一反三，立行立改，切实解
决群众反映强烈的突出环境问题。

休闲山庄拒不整改强制拆除

8月2日，中央第四生态环境保护
督察组接到群众投诉，三泉镇一千一
休闲山庄占用集体林地和部分私人柴
山林地、部分集体用地修建山庄，对生
态资源和森林植被造成破坏。接件
后，该区迅速成立工作组，按照相关法
律法规开展立案调查。

8月3日，区规划和自然资源局牵
头，区林业局、区生态环境局、区金佛
山管委会会同三泉镇到现场调查核
实。经现场查勘，一千一休闲山庄位
于三泉镇观音村4组，系金佛山自然
保护区实验区范围，由当地村民任某
华、任某波连体合建，占地面积338.46
平方米、建筑面积1311.75平方米，附
属设施建筑面积160.74平方米，并建
有房前屋后院坝、鱼塘、公路等设施，
存在超建和违法占用林地行为。该房
屋于2015年7月动工修建，12月房屋
主体完工。

据介绍，该房屋自 2015 年开建
起，三泉镇多次口头制止并向当事人
下达《责令停止违法行为决定书》，责
令其停止违法建设行为，并予以自行
拆除，当事人对此置之不理。其间，三
泉镇3次对该处部分违法建（构）筑物
进行强制拆除。由于主体房屋拆除存
在较大安全隐患，未拆除主体建筑。

调查核实后，区规划和自然资源
局会同相关部门和三泉镇作出决定，
保留该房屋合法建筑，立即拆除超建

的房屋，对厨房、地坝、鱼塘等附属物
立即实施拆除并恢复原貌。目前，该
房屋超建的违法建筑主体应拆除部分
已拆除，附属建（构）筑物已拆除完毕
并恢复原貌，共计拆除违法建筑近
900平方米，复耕土地约7亩，相关后
续工作正在加快推进。

区规划和自然资源局相关负责人
表示，下一步，该局将进一步强化执法
措施，规范执法行为，加大执法力度，
严肃查处各类违法案件；切实加强法
律法规宣传、日常动态巡查，保护土地
和矿产资源，制止和打击国土资源违
法行为，保护好国土资源。

火锅馆排放油烟限期治理

8月5日，群众投诉南川区南城街
道书院路巨尚记火锅馆排放油烟扰
民，区生态环境局、区住建委、南城街
道办事处等单位，迅速前往调查解决。

经查，该店工商注册名称为南川
区巨尚记火锅城，位于南川区南城街
道办事处金光大道6号南洋城小区11
栋1-1、1-2门市，该位置自2008年小
区建成以来一直在开展餐饮经营，后
经转让经营自助火锅。

区生态环境局大气科相关人员介

绍，该火锅店已安装油烟净化设施，但
由于南洋城小区建成较早，当初的规
划设计中未设置公共烟道，餐饮业主
将处理后的油烟排放到小区花园内，
造成油烟影响。

针对群众投诉反映的问题，结合
现场检查情况，要求火锅店立即联系
相关专业公司制定油烟治理方案，新
建专用烟道，实现高空排放；开展油烟
净化设施清洗和维护工作，建立设备
清洗情况的台账，杜绝油烟跑、漏现
象，确保油烟净化设施正常运行；整改
完成后立即委托有法定监测资质的机
构对排放的油烟进行监测，核实油烟
处理效果，确保达标排放；由南城街道
办事处对该火锅店加强日常巡查监
管。

区生态环境局已对该企业下达限
期治理通知，要求该火锅店于2019年
9月7日前完成整改。目前，该火锅店
已完成整改工作，新建十余米专用烟
道，从远离小区住户处向高空排放。

企业异味扰民立即整改

8月12日，群众投诉南川区南平
镇兴湖村6组4—5家工厂排放难闻气
味扰民。区生态环境局、区工业园区

管委会等组成联合调查组，针对投诉
人反映的内容，调查核实了涉及该区
域内易产生异味的企业共计3家，分
别为重庆市南川区金鑫纸业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金鑫纸业）、重庆方略精控
金属制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方略精
控）、重庆市上泽机电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上泽机电）。

经查，上泽机电污染治理设施运
行正常，未发现闲置和停运污染治理
设施的行为。金鑫纸业和方略精控存
在排放难闻气味行为。

金鑫纸业主要从事瓦楞纸生产，
产生的主要污染物为废水、废气。废
水经预处理达到排放标准后进入园区
污水处理厂再处理排放；燃煤废气经
脱硫除尘处理后达标排放；办理了相
关单位行政许可手续。现场检查时，
该公司在生产，污染治理设施运行正
常，未发现闲置和停运污染治理设施
的行为。该公司因前期有附近居民投
诉存在异味扰民的问题，检查时正在
开展整改：一是已完成污水处理厌氧
池、储存池的加盖密闭；二是已采用优
质低硫煤降低锅炉废气排放总量；三
是正在搭建废纸堆放场的钢架棚，减
少因露天堆存产生的异味。

方略精控主要从事拉丝、冷镦、标
准件生产，主要污染物为废水、废气、
危废（废酸、污泥、磷化渣），废水经处
理达到三级排放标准后进入园区污水
处理厂再处理排放；废气来自酸洗工
段，配套建设有酸雾吸收塔；危废交由
有资质单位进行回收处理；办理了相
关单位行政许可手续。现场检查时该
企业在生产，污染治理设施运行正常，
没有闲置和停运污染治理设施的行
为，但发现其酸洗工段存在对产生的
酸雾收集不全的现象。

调查组要求，督促金鑫纸业强化整
治措施，加快整治进度，减少异味产生；
督促方略精控立即对酸洗工段加强收
集治理工作，杜绝酸雾废气的跑逸。

下一步，区工业园区管委会、区生
态环境局、南平镇将加大对辖区企业
的巡查监管力度，严厉打击环境违法
行为，对发现的问题及时督促整改。

南川群策群力解决生态环境问题
本报首席记者 陈维灯 实习生 胡梦 本报讯 （记者 吴刚）开办一

家企业，需要多长时间？重庆的答
案是3个工作日，远高于国务院要
求的8.5个工作日。重庆日报记者
从9月5日市政府新闻办举行的发
布会上获悉，受良好营商环境推动，
今年前8个月，全市新开办企业8.4
万户，新发展率达10.22%。

发布会上，市市场监管局副局
长杨光介绍，在重庆开办企业效率
高，主要得益于线下“一窗受理”和
线上“一网通办”两项举措。

所谓“一窗受理”，即设立合署
办公柜台，让创业者进一家门、办多
家事。今年1月，市政府印发《关于
进一步提升企业开办便利度的通
知》（渝府办发〔2019〕5号），在全市
各区县行政服务大厅设立开办企业

综合受理窗口，统一受理企业设立
登记、刻制公章、申领发票和银行开
户申请等。创业者只需在综合受理
窗口按需选择开办事项，一次性提
交申请材料，各有关部门后台“并联
办理”，减少企业往返跑路。

所谓“一网通办”，即今年4月1
日，我市上线开办企业网上服务平
台，创业者可“一站式”在线办理企
业设立登记、刻制公章、申领发票和
银行开户预约，变“多次分别填报”
为“一次集中填报”，变“逐项串联办
理”为“并联同步办理”，变“重复提
交材料”为“数据共享互认”，变“群
众跑腿”为“数据跑路”。截至8月
底，通过该平台开办企业 3.18 万
户，占同时期所有新设企业数量的
71.12%。

在重庆开办企业
只需3个工作日

南川区三泉镇一千一休闲山庄占用集体林地和部分私人柴山林地修建山
庄拒不整改，被强制拆除。 （南川区生态环境局供图）

只需要 3 个工作日。据了解，
在重庆开办企业的便捷程度，已经达
到全国领先水平。能做到这一步，

“一窗受理”和“一网通办”是具体的
工作举措，从根本上说，靠的是两点，
一是改革创新，二是大数据的应用。

改革方面，我市以“减证”促“简
政”，破解企业“准入不准营”难题。
其中，“三十一证合一”改革，大幅缩
减企业所需办理的各类证照，使企
业在办理营业执照后即达到预定可
生产经营状态，大幅缩短企业从筹

备开办到进入市场的时间；“证照分
离”改革，在全市范围内对106项涉
企行政审批事项分别按照直接取消
审批、审批改为备案、实行告知承
诺、优化准入服务等4种方式实施改
革，有效降低企业制度性交易成本。

大数据应用方面，我市完善数
据交换体系，推动信息归集共享。
升级改造了各部门信息系统，并依
托市政务信息资源共享平台，做到
部门间系统对接和数据共享通畅。
同时强化涉企信息的统一归集，开
展许可类涉企信息直接归集试点，
打通网上审批系统、共享交换平台、
法人数据库之间的联系，变逐级、人
工、残缺归集为直接、自动、全量归集。

高效率靠的是
改革创新和大数据的应用

□吴刚

本报讯 （记者 杨永芹）9月5
日，重庆日报记者从中铁建重庆投资
集团获悉，今年我市惟一一条将建成
通车的高速公路-潼（南）荣（昌）高速

正在加快建设。9月底，路面将铺设完
毕，10月底主体工程将完工，年底前将
建成通车。届时，川渝间又新增一条
新通道，潼南到荣昌车程将缩短到约1
小时。

9月3日，重庆日报记者在现场看

到，现场施工工人正在加快推进路面、
绿化、收费站、服务区建设。

目前，整个项目正在加快推进。
截至2019年8月，路面工程（单层单延
米）已完成 88%；交安工程已完成
65%；绿化工程完成80%，房建工程完

成83%。
据介绍，潼荣高速起于重庆市潼

南区北面川渝界的楠木湾，止于荣昌
区清江镇梧桐寺，全长138公里，设计
时速100公里/小时，采用双向四车道
高速公路标准建设。

潼荣高速主体工程10月底完工
今年底将建成通车

潼荣高速是重庆市惟一一条入选
交通运输部绿色公路建设典型示范工
程。目前这条高速公路建设进展如
何？9月3日，重庆日报记者前往施工
现场进行了打探。

路面铺设有望9月底完成

4台压路机来来回回穿梭，橙色的
摊铺机大口大口“吐出”温度高达
130℃的沥青，一条暂新的沥青路渐渐
向远处延伸。

这是9月3日上午，记者在潼（南）
荣（昌）高速公路大足段路面铺设现场
看到的情景。

“目前潼荣高速路面铺设已进入
冲刺阶段。”现场负责人表示，截至8
月底，路面铺设已完成近九成，预计9
月底就可全部完成铺设工作。

不仅如此，潼荣高速路面建设更
环保、更绿色。

“现在铺设环境好多了，施工环境
更环保。”中铁十五局潼荣高速项目相
关负责人表示，传统的沥清温度在
160-180℃间，为确保潼荣高速更

“绿”，施工方路面铺设采用了温拌沥
青，即在沥青里添加温拌剂，沥清铺设
时的温度可降低30-40℃左右，这样
施工过程中沥青烟气浓度将减少80%
以上，可减少有毒气体排放约90%。
也让路面行车更舒适。

同时，潼荣高速在潼南段试点铺
设橡胶沥青混凝土，荣昌段开展泡沫
沥青混凝土试验段建设，旨在建设“绿
色”高速公路，实现废弃物循环利用和
节能降噪。

绿化带：设5个特色景观

高速公路开车，“千里一绿”的景
观，容易导致视觉疲劳。潼荣高速在
景观设置方面颇费心思，有移步移景
的视觉美感。通过路边景观你会知
道，你行驶在哪个区域。

据介绍，潼荣高速全线串起潼南、
大足、荣昌。景观设计上，项目方根据

三个区的特色，分设了漫野金波、云水
襟怀、东方禅音、千梯盈香、陶都觅踪5
种景观。

潼南是著名的油菜之乡，打造的
便是“漫野金波”，体现“一沐春风万顷
黄”的壮观景象。

大足的“东方禅音”就以“摩崖细
赏碑千品，石窟诚参佛万尊”为主题，
表现大足石刻艺术雕刻精细、技艺高
超、俊美典雅的特点。

荣昌打造的“千梯盈香景观”，表
现的是梯田和果林景观等。

同时，沿线重要路段还增加了彩
色叶树种，比如波斯菊、紫薇等，打造
多层级视觉景观，旨在将高速公路修
复成自然景观美观、生态植被良好的
连续性景观通道。边坡上，则先用本
土的野生花草，尽可能保留原生态。

路面：智能雾区诱导系统

高速公路行车，若遇大雾，极易发
生交通事故。

潼荣高速专设了智能雾区诱导系
统，在互通立交、长大下坡、隧道/桥梁
路段、收费站、服务区/停车区等区域
进行重点监控。

据介绍，智能雾区诱导系统，即使
在雾天等能见度较低的环境下，驾驶
员也能够通过灯光预警信号看清前方
道路及走向，提前发现前方车辆以避
免追尾事故的发生。

该系统不仅仅限于雾天使用，在
夜间、雨天等低能见度环境下也会自
动实现主动引导。

服务区：设智能导视系统

每逢节假日，高速公路服务区就会
出现停车位一位难求现象，甚至导致大
堵车，今后这种现象将会大大减少。

据介绍，潼荣高速公路服务区配
备了智能导视系统和停车管理系统。
停车管理系统由激光式车辆检测器系
统、车牌识别子系统、诱导显示系统等
组成。

激光式车辆检测系统和车牌识别
系统，可以对进出车辆实时监控，将车
型、车牌号等信息实时上传到高速公
路可变情报板上。这样，司机在进入
服务区前，就可通过入口情报板信息
提前了解服务区的车位使用情况，并
引导司机将车停在适当位置。

“该系统不仅更人性化，还提升了
服务区整体服务水平。”中铁二十二局
相关负责人表示。

同时，卫生间也设有智能系统，游
客可通过引导牌提前了解卫生间使用
情况，快速寻找位置，提高卫生间使用
效率。

在荣昌广富服务区——目前重庆
境内最大的服务区，记者看到服务区
专设有电动车位，设有10个充电桩车
位。智能停车系统可以实时查询充电
站、充电桩运行状态，车主可通过App
进行充电预约等自助服务功能。此
外，小车停车位也较充足，有224个，
大车停车有位129个。

路面设雾区诱导系统 服务区建智能停车系统

潼 荣 高 速 既 绿 色 又 智 能
本报记者 杨永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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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 廖雪梅）9月
5日，市城市管理局举行城市综合
管理“路平桥安”工程推进情况新闻
发布会。重庆日报记者从会上获
悉，今年内主城区有望启动内环快
速路综合整治工程，以解决沿线道
路破损、影响行车安全和舒适性的
问题，这将是内环快速路建成以来
的首次大修。

据了解，内环快速路综合整治
包括78.6公里路面大修工程以及
沿线附属设施、景观绿化、智能化监
测系统等改造提升项目。整个大修

“手术”为期3年，将从交通压力较
小的路段开始施工。

内环快速路综合整治是我市大
力开展的“路平桥安”工程的剪影。
市城市管理局人士介绍，为进一步
提升城市品质，我市今年重点开展
城市综合管理“治乱拆违、街净巷
洁、路平桥安、整墙修面、灯明景靓、
江清水畅、城美山青”七大工程。其
中，“路平桥安”工程涉及重点项目
135个，均已启动实施。

推进“路平”工程方面，全市已
完成车行道整治72.4万平方米、人
行道整治41.2万平方米。其中，内
环快速路黄桷湾立交路面、渝航大
道、G93渝遂快速路等市管路段路
面以及渝北区空港大道人行道，两
江新区金山大道等整治项目已完
成。

推进“桥安”工程方面，我市计
划2020年12月底前完成城市桥梁
的护栏升级改造工作。调查显示，
由各级城管部门和桥梁管护单位负
责管理、需要进行护栏升级改造的
城市桥梁有199座，其中67座计划
今年底前完成改造，132 座将在
2020年底前完成改造。

值得一提的是，我市城管部门
在“路平桥安”工程中利用了许多新
产品、新技术，使得道路变得更加平
坦、靓丽。比如，黄桷湾立交匝道路
面整治工程采用了“精表处”（即路
面精细表面处理技术）养护“黑科
技”，通过物理化学作用将高品质沥
青材料与路面融为一体，既防滑抗
噪，也使道路更加稳固耐用。再比
如空港大道人行道采用了仿石材生
态海绵砖，不仅使人行道变得美观
大方，还实现了“晴天不扬尘、雨天
不湿脚”，深受居民欢迎。

又讯 （记者 廖雪梅）9 月
5日，重庆日报记者从市城市管理
局了解到，为释放道路交通资源，
我市强化停车管理，适度收紧路内
停车场设置。截至7月底，主城区
共有备案登记及对外公示的停车
场（点）5317个、停车泊位164.65
万个，其中：配建停车场停车位
154.56 万个，公共停车位 6.07 万
个；路内停车位4.02万个，比上年
减少近3000个。

内环快速路
年内有望实施大修“手术”

本报讯 （记者 杨永芹 通
讯员 许岗）9月5日凌晨，随着最
后22.5立方混凝土浇筑完毕，重庆
铁路枢纽东环线渝湘双线特大桥连
续梁顺利合龙。这也是东环线全线
首座合龙的跨高速公路特大桥。它
的精准合龙，为全桥今年9月底顺
利完工赢得时间。

东环线渝湘双线特大桥，位于
巴南区境内，全长2166米，由中铁
二十局市政公司承建。

“大桥要跨长江支流花溪河以
及渝湘高速公路，施工安全难度特
别大。”中铁二十局市政公司东环
线项目二分部总工程师马帅说，要
确保大桥施工时下方渝湘高速正
常通行，项目方采用全封闭式挂篮
架设以及运用菱形挂篮悬臂灌筑
技术，降低了施工风险、缩短了建
设工期。

挂篮架设等技术，通俗地说，就

是施工时，在桥下挂一个三面封闭
的篮子，将桥上施工掉下来的垃圾
等物体接住，避免落在路面发生安
全事件。

据介绍，主跨长64米的跨长江
支流花溪河连续梁，已于今年1月
23日合龙。此次合龙的跨渝湘高
速公路连续梁，与渝湘高速公路斜
交角度52度，“渝湘双线特大桥梁
建成后，梁体底板与公路路面净高
13.01米，不影响渝湘高速公路正
常通行”。

重庆铁路枢纽东环线起自珞璜
站，途径南彭、茶园、东港、庙坝、龙
盛、统景、古路、水土，止于磨心坡
站，全长150多公里，设计时速每小
时160公里。项目建成后，将为沿
线交通节点客运、物流转换提供快
速通道，也将串接起多个工业园区
和综合货运枢纽，市民可乘坐东环
线出行。

重庆铁路枢纽东环线
渝湘双线特大桥连续梁合龙

记者手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