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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 黄光红 实习
生 王天翊）9月20日，重庆日报记者
从重庆市5G通信基础设施与电力基
础设施战略合作签约仪式上获悉，重庆
信息通信业将与国家电网重庆市电力
公司携手合作，通过站址共享、杆塔共
享等方式，提高5G网络建设效率、降
低5G网络建设成本和运营成本，加快
推进重庆5G网络建设。

据了解，5G基站因其信号频率
高、覆盖半径小的技术特性，要达到网
络覆盖效果，需要的基站数量远大于
4G。因此，5G基站建设需要大量的
新站址资源。同时，5G网络的建设成
本也因选址难、新建站址多一直居高
不下。

市通信管理局相关负责人透露，按
照计划，重庆力争在2019年底建成1
万个5G基站，并用3年时间基本实现
全市主要核心区域5G网络覆盖。但
目前，重庆在5G网络建设方面尚存在
一些困难——公共资源开放不够导致
站址保障能力弱；5G投资将达到4G的
3-4倍，网络建设资金压力大。

此外，随着5G单站功耗的激增，
5G网络运营成本将进一步加大。数据
显示，仅2018年，重庆信息通信行业4
家主要企业的电力成本就达到16亿
元。

在此背景下，市通信管理局、国家

电网重庆市电力公司与重庆电信、重庆
移动、重庆联通、重庆铁塔，当天分别签
署了三方战略合作协议。

协议各方约定，积极推动电力资
源与通信网资源信息共享，全面支持
电力泛在物联网与5G通信网规模部
署，促进电力和通信行业高效协同发
展。

其中，国家电网重庆市电力公司将
全面开放电力杆塔资源加装通信设备，
支持5G网络快速部署。重庆信息通
信业全力支持国家电网重庆市电力公
司建设“三型两网”——开放通信杆塔、
机房等设施，支持电力营业厅、供电所、
变电站等区域的5G建设，满足电力数
据传输速率及带宽需求；依托5G、SDN
（软件定义网络）、NB-IoT（窄带物联
网）和“大云物移智链”等技术，促进双
方在泛在电力物联网和能源互联网领
域进行深入合作，等等。

据统计，截至2019年 6月，重庆
通信基站铁塔物理站址数量为6.1万
座，而国家电网重庆市电力公司 35
千伏以上的输电杆塔有9万余座，可
为5G基站的建设提供丰富的站址资
源。

另一方面，重庆信息通信业也在加
快基站物理站址的建设。到2020年
底，全市基站物理站址预计将达到7万
座，5年内预计达到10万座以上。

站址杆塔共享 降低5G基站建设运营成本
重庆信息通信业与电力行业签订战略合作协议

本报讯 （记者 杨骏）9 月 22
日，重庆日报记者从重庆国际物流枢
纽园区（原重庆西部物流园，下简称
国际枢纽园）了解到，本月 19日，该
园区成功发行5亿美元5年期海外债
券，共吸引全球 50余家投资机构踊
跃认购。

据了解，此前，园区曾发行中新（重
庆）项目首批美元狮城债，也是重庆首
批需要国际三大评级机构评级的海外
发债项目，成功募集5亿美元海外资
金，创造了我市国有企业登陆国际资本
市场的典型案例。

本次是该园区第二次全向全球公
开发行高级无抵押债券。其中，花旗银
行、星展银行、中银国际和工商银行共
同担当联席全球协调人、联席牵头经理
人和账簿管理人。

国际枢纽园方面介绍，本次发债有
四大亮点，一是发行成本较低，属于今
年重庆企业采取直接发行模式的海外

债券中实际利率和成本最低案例。二
是投资者结构及分布区域多元化，高质
量国际基金、私人银行和商业银行的投
资认购比例较高，分布区域为欧洲、新
加坡、中国香港、中国台湾等。三是不
乏高质量投资者，包括华夏基金、高腾
资管、Vendome资管、诺亚控股、宝盛
集团、瑞信私行等国内外顶级机构。四
是国外投资者对国际枢纽园在“一带一
路”中的重要枢纽地位高度认可，踊跃
认购。

据了解，本次发债所募资金将主
要用于为中欧班列（重庆）、陆海新通
道发展和园区 35.5 平方公里基础设
施建设提供资金保障，推动设立中新
（重庆）合作示范区，引入含新加坡在
内的东南亚等国的海外企业，完善产
业和口岸经济，支撑园区重资产扩
张，同时聚焦产业培育，服务实体经
济，满足入园企业多元发展的资金需
求等。

重庆国际物流枢纽园区
成功发行5亿美元海外债券

用于中欧班列（重庆）和陆海新通道等项目

本报讯 （首席记者 彭瑜）9月
22日，重庆日报记者从万州区获悉，鲁
渝东西部扶贫协作重要示范项目国家
级汶上芦花鸡保种场西南基地（万州区龙
驹镇汶水芦花鸡良种繁育基地）落户万州
龙驹镇梧桐村。据悉，该项目拟投资
1600万元，年提供鸡苗100万只以上。

早在 2017 年，龙驹镇梧桐村就
引进了鲁渝东西部扶贫产业协作项
目——汶上芦花鸡生态养殖扶贫产业
项目。两年来，项目业主和梧桐村共同
建起了390亩花园式汶上芦花鸡生态
养殖示范基地，创新推出消费领养、社
会认养、区域联养、分户散养和托管代

养“五养新模式”，并按照“公司+集体+
农户”的运作模式，实现村集体经济发
展壮大和脱贫攻坚双赢。去年底，梧桐
村集体获得首次半年分红收益6018
元，7户贫困户共增收9000元。

为进一步发挥芦花鸡产业扶贫带
动作用，龙驹镇又将鲁渝东西部扶贫协
作重要示范项目国家级汶上芦花鸡保
种场西南基地落户梧桐村。该项目建
成后，芦花鸡生态养殖出栏量将由目前
的年出栏3万只增至年出栏10万只，
向西南地区养殖户提供芦花鸡鸡苗
100万只以上，梧桐村集体经济因此年
增收将达到15万元以上。

鲁渝东西部扶贫协作重要示范项目

山东国家级汶上芦花鸡
保种场西南基地落户万州

打探智能产业“新引擎”10

一块普通玻璃，经过重庆惠科金渝
光电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称惠科金渝）
智能化工艺加工后，成为用于电脑、电
视的液晶显示屏，“摇身一变”身价倍
增。

在重庆宗申发动机制造有限公司
（以下称宗申制造），上线运行近1年的
“1011智能制造装配生产线”，带动了
国内摩托车发动机制造新一轮变革。

惠科金渝和宗申制造，是日前入
选国家工信部第四批“绿色制造示范
名录”的21个单位及产品的代表。自
2016年工信部启动绿色制造体系建
设示范单位和产品创建以来，我市共
有36个单位及产品上榜，绿色制造正
推动全市工业经济向高质量发展迈
进。

智能化绿色化生产加速
新兴产业崛起

15天，这是将一块普通玻璃变为
液晶显示屏所需的加工周期。在惠科
金渝生产车间，每天都上演着这样的

“玻璃变形记”，车间里没有火花飞溅、
机械轰鸣，整洁干净得像一个图书馆。

惠科金渝负责人表示，该企业将普
通玻璃制成液晶面板的生产流程全部
是智能化，整个车间只需两名工作人员
负责观察机械运行，核实机台的上报数
据即可。

该负责人表示，智能化生产让员工
摆脱了机械重复的体力活，可以将更多
时间用于技术研发。目前惠科金渝有
员工近2000人，其中技术研发人员达
800人，占比40%。

实施智能化绿色生产，为惠科金渝
带来的变化不仅体现在产品数量上，更
体现在质量上。

据介绍，液晶面板能够呈现出精致
画面的原因，全靠玻璃基板上刻蚀的金
属线进行信号传输，每一根金属线的质

量都决定着整个面板显示的精确度。
如今惠科金渝生产的液晶面板的

金属线越来越多、越来越细，依靠智能
化、绿色化生产线，惠科金渝机台刻蚀
金属线的误差仅只有一根头发丝直径
的1/50。

作为国内首个由混合所有制企业
主导建设的液晶面板项目，惠科金渝自
投产以来，通过实施智能化绿色化生
产，让生产成本下降5%，生产效能提
升20%，推动液晶面板产业成为全市
正崛起的战略性新兴产业之一。

智能化绿色化工艺促进
传统产业升级

在宗申制造，蒋文彬岗位变了，由
一名摩托车发动机生产线的装配工，转
岗为物料配送工。

40岁的蒋文彬在宗申制造摩托车
发动机1011生产线从事一线操作8
年。以前他的工作是为摩托车发动机
装配电机，每装配一台电机耗时约25
秒，他每天最多可装配1500台，工作强
度很大。

去年11月，蒋文彬被企业告知，由
于1011生产线进行智能化改造，他被
调往另一条生产线从事物料配送。与
他一起调整到新岗位的，还有1011生
产线上的60多名工友，他们都被转岗
到了宗申制造其他一线操作岗位。

“当时心里很忐忑。”蒋文彬说，一
方面离开熟悉的生产线去新岗位工作，
难免为“新饭碗”担忧；另一方面他也在
琢磨，这些智能化“铁坨坨”，就真比他
这样在装配工岗位上摸爬滚打多年的
老师傅管用？

很快，智能化改造的效果便让蒋文
彬心服口服——相比传统生产线，改造
后的1011生产线，操作人员减少了一
半，同时生产效率提高14%，产品不良
品率降低26%，运营成本降低17%，单

位生产能耗降低29%。
宗申制造总经理陈耀军介绍，

1011智能制造装配生产线使用了大数
据、数字模拟和工业物联网等技术，由
智能装配、智能物流、智能信息等三个
系统组成。其中，仅智能装配就有12
个自动化单元，配备近200台全自动专
机、机器手等智能设备，通过运用激光
检测等前沿工艺，让生产过程实现工艺
单元化、生产数据价值挖掘等。

陈耀军说，以前 1011 生产线需
120多名工人“两班倒”，而现在这条生
产线只需60名工人进行操作，不仅产
品产量更大，而且品质、耐用度、降噪音
等指标均大幅提高，产品趋于零缺陷，

“智能化、绿色化工艺，为传统企业转型
升级提供了很大帮助！”

工业园区产业向绿环境变美

工业园区，是工业经济发展的“主
战场”。如今，我市工业园区在推动产
业向绿色转型的同时，也同步加强对环
境生态保护防控。

此次获评工信部第四批“绿色园
区”称号的重庆两江新区水土工业开发
区（以下称水土园区），就是表率之一。

确保园区天蓝、树绿、水清，水土园
区从建园之初便严格制订近乎苛刻的
招商引资“准入制度”——企业的投入
产出指标仅作为入园参考条件之一，对
高耗能、高污染、高排放的“三高”企业
及隐性污染企业，无论其产值有多高、
利税有多大、解决就业人员有多少，都
会直接“毙掉”。

为遵循绿色可持续发展理念，近年
来水土园区先后拒绝近50个项目，投
资总规模超过200亿元。绿色优良的
环境，让园区迎来规模更大、前景向好
的众多新兴产业——云计算、生物医
药、机器人等对环境要求高的新兴产业
陆续入驻，京东方、莱宝高科、川崎重工

等大批高精尖企业纷至沓来。
当前，水土园区的生态环境保持

“在绿色中呼吸、在花园里工作”状
态，园区全域空气优良天数和污染防
治等多项指标，均名列全市工业园区
前列。

多方位建设绿色制造体系

“要把我市建成为国内制造业绿色
发展先进地区，需要从多个方位持续建
设绿色制造体系。”市经信委负责人表
示，去年5月我市专门出台《重庆市绿
色 制 造 体 系 建 设 三 年 行 动 计 划
（2018—2020 年）》（下 称《行 动 计
划》）。

《行动计划》提出，今年全市将建设
市级绿色工厂30家、市级绿色园区3
个；2020年建设市级绿色工厂40家、
市级绿色园区4个。到2020年，全市
计划创建国家级绿色工厂和绿色园区
超过25个，开发50种以上国家级绿色
设计产品，建成5条国家级绿色供应
链，培育5家国家级工业节能和绿色发
展评价中心。

另外，《行动计划》还提出5项重点
任务，包括建设绿色工厂、发展绿色园
区、开发绿色设计产品、建成绿色供应
链和培育绿色服务平台。

其中，建设绿色工厂将在电子信
息、装备制造等行业中，选择基础条件
好、代表性强的企业开展集中创建；发
展绿色园区，将从市级及以上园区择优
创建，促进园区内企业废物资源交换利
用；开发绿色设计产品，是鼓励企业绿
色生产，促进绿色消费；建成绿色供应
链，是引导龙头企业带动产业链上下游
实现绿色发展；培育绿色服务平台，将
重点培育一批提供咨询、检测等服务的
专业化绿色服务平台，满足绿色制造体
系建设需要，推动工业经济高质量发
展。

36个单位及产品上榜国家绿色制造榜单

绿色制造推动重庆工业高质量发展
本报记者 夏元

本报讯 （记者 汤艳娟 实习
生 吴志杰）干干净净的院落、漂漂亮
亮的房屋……最近一段时间，大足区棠
香街道惜字阁村村民严廷福家的老屋

“火”了，迎来一批又一批城里游客前来
拍照留恋。自大足区棠香街道启动农
村人居环境整治工作以来，先后争取
7000余万元投入“棠香人家”建设，并
以“三改”行动美化了1678户农村人家
的“颜值”。

严廷福的老屋处于市级改善农村
人居环境示范片区，属“棠香人家”改善
人居环境项目。为了建设“田园美、村
庄美、生活美”的美丽幸福新村，棠香街
道以改庭院、改水、改路“三改”行动重
塑乡村人居环境，着力让惜字阁村、和
平村等村的1679户“棠香人家”“颜值”
提升。

“我们重塑‘棠香人家’的人居环
境，按照旅游景区的标准来打造。”棠
香街道党工委书记汤伟介绍，在改庭
院方面，主要将“棠香人家”统一按“川
东民居”建筑风格改造，并为有条件的
农房外墙绘制漂亮的彩绘画。同时，
实施农村厕、厨、圈舍集中整改，清理

公共空间及农村院落乱堆乱放杂物，
并种植了1000平方米景观植物、打造
了5个景观广场、建设了4个旅游公

厕。
重庆日报记者在惜字阁村看到，新

建的26.26公里乡村公路上，彩色慢行

系统、人行便道、生态停车场正加紧建
设，一条乡村旅游环线已见雏形。而公
路两旁的格桑花、玫瑰花、美人蕉等在
花坛里次第盛开，与一幢幢白墙灰瓦的

“棠香人家”相互映衬。
来到严廷福干净整洁的老屋时，

他正在坝子里打扫卫生。带着记者参
观了家里新装的自来水、冲水厕所、三
格式化粪池后，严廷福一脸满足地说：

“政府帮我把这老房子美化了，我要把
这么好的环境保持下去。你们看，这
是我新刷的大红门窗，是不是很喜
庆？”

就在严廷福的老屋不远处，两湾碧
水萦绕着农田向东流去。“以往，这两条
长5公里的溪流污染严重，常年散发出
恶臭味。后来，政府启动实施了生态河
道治理工作，清理了500余吨河道垃
圾，拦截生活污水接入污水处理站，关
闭了沿途排污不达标的畜禽养殖场，这
两条溪流才慢慢变清澈了。”棠香街道
规划建设管理环保办工作人员王伍伦
说，如今，严廷福等40个村民主动申请
成为河道清漂员，负责日常河道漂浮垃
圾清理工作。

“我们希望以‘三改’行动改善人居
环境，让村民过上高品质的生活。”汤伟
介绍，“棠香人家”吸引了众多城里游客
前来踏青赏花、休闲度假。今年以来，

“棠香人家”共接待游客60万人次，创
旅游收入3000余万元。

以改庭院、改水、改路重塑乡村人居环境

大足“三改”行动美了1678户人家

大足区棠香街道惜字阁村村民从漂亮的“棠香人家”前走过。
通讯员 罗国家 摄

碧桂园“阳光粉笔计划”永川首站开启 持续关注儿童心理健康
“人人有情绪，一会就过去。”9月20

日，永川区仙龙镇粉店小学多功能会议
室内，60余名学生在心理学专家尚传福
副教授的鼓励下，分享了自己对学习的
想法，对关爱的向往，对未来的期许。这
是“2019碧桂园关爱儿童心理健康大型
公益活动——阳光粉笔计划——童心

‘碧’修课”的永川首站现场。

永川首站
给孩子们插上梦想的翅膀

9月20日，永川区仙龙镇粉店小
学迎来了一批特殊的志愿者，这个由
碧桂园重庆区域、特邀博士、心理学家
组成的队伍，给同学们带来了一场别
开生面的分享互动体验。

“我来自四川的一个小山村，小时
候也和你们一样调皮爱玩。但我在玩
的过程中，并没有放下学习，因为我从
小立下考大学的梦想，这就是我取得
成功的经验。现在我加入了世界500
强的企业碧桂园，与优秀的人共同工
作，共同成长。”重庆大学岩土工程博

士研究生陈红军用简单质朴的语言为
同学们分享成功之路与学习经验，在
孩子们心中埋下一粒希望的火种。

随后，童星同梦的联合创始人尚传
福为永川粉店小学的同学们进行了心
理健康指导，他借助趣味的图片和故
事，教会他们理性情绪调节训练的方
法。尚传福分享到：“遇到不开心的事
情，就放一放，换个时间或转个角度去
看，可能会出现不一样的结果。”

参与体验的五年级一班的庞欣雨
同学说：“听了叔叔们的话，我知道了
一个问题你可以从多个角度去看，比
如说你遇到悲伤，或者伤心的事的时
候，你从多个角度去看，悲伤就可以消
除，你就会突然变得开心、快乐了。”

活动最后，永川区教委相关负责
人为企业代表、授课专家机构等颁发
证书，鼓励他们继续坚持公益，为更多
的孩子送去心理关爱。

快乐互动
为校园增一抹美丽色彩

简单的校舍、有限的教师资源，并
不能阻挡孩子们渴求知识的心，一盒
彩色的笔就能给他们带来快乐的时
光。碧桂园重庆区域志愿者们将满满

一车的爱心物资搬运到教室里面，并
把彩色画笔、爱心书籍等物资发放到
每个小朋友的手中，他们的质朴笑容，
让世界多了一份美好。

值得一提的是，碧桂园重庆区域
还邀请了专业绘画老师，他们用多彩
的颜料，在校园墙上描摹了一棵“智慧
树”，让知识和书本开启同学们的梦想
大门。孩子们积极参与到填画活动
中，在校园墙上画上几朵小花、几只蝴
蝶、几片树叶，用手中的笔去画出心中
美好的世界。

作为“阳光粉笔计划——童心‘碧’
修课”的第一站，同学们积极参与，快乐
分享，度过了美好而温暖的一天。

不变初心
持续为孩子们送去心理关爱

据悉，本次活动将贯穿9-10月，
历时两个月分别在永川区、涪陵区、江
北区、梁平区等多个学校开展心理健
康公益活动，由碧桂园重庆区域带领
心理专家、博士等公益志愿者，分享成
功人才的成才之路，让同学们明白梦
想的力量。同时通过专业的公益心理
辅导课程让同学们学会缓解和释放负
面情绪，用积极乐观的态度迎接美好

的未来。
为什么会选择少年儿童这一群体

为心理关爱对象？碧桂园重庆区域相
关负责人表示：“少年儿童是祖国的现
在和未来，儿童时期的心理健康对成
长发展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他们需
要更多的关爱。”

如何让城市生活变得更加美好，
是碧桂园一直坚持的内容，也是碧桂
园的初心所在。正是在这样的理念坚
持下，碧桂园重庆区域积极开展形式
多样的公益活动，并不断通过碧桂园
的爱心力量，带动全社会一起弘扬慈
善精神。

本次活动联合“童星同梦”教育机
构专家和社会公益志愿者，是碧桂园
重庆区域长期坚持公益事业的重要实
践之一，通过多方面资源的协调和广
泛支持，激发孩子内心强大的生长动
力，这与碧桂园重庆区域“渝生‘碧’有
你”的品牌主张也不谋而合。

方媛 图片由碧桂园重庆区域提供

孩子们积极参与到填画活动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