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讯 （记者 颜若雯）9月23日，在
市五届人大常委会第十二次会议上，市政
府作了关于重庆高新区体制机制改革情
况的报告。报告披露了高新区体制机制
改革的目标，高新区以西部槽谷地带为核
心载体，实行“一区多园”模式，形成规划
统一有序、管理高效便捷、资源有效整合
的格局，为高标准规划建设重庆科学城奠
定坚实基础，努力打造全市创新驱动发展

引擎和新的经济增长极。
重庆高新区自1991年设立以来，从石

桥铺片区2平方公里起步，历经向北发展、
向西扩张，逐步拓展至74.3平方公里，建设
发展取得了较大成绩。但近年来，重庆高
新区发展空间不足、运行机制不活、政策环
境不优等制约发展的问题逐步显现。

为全面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对重
庆提出的“两点”定位、“两地”“两高”目

标、发挥“三个作用”和营造良好政治生态
的重要指示要求，按照市委要求，市政府
立足充分赋权、充分优化、充分激励，持续
释放重庆高新区体制机制活力，增强重庆
高新区引领开放、推动发展的动力和能
力，对重庆高新区实行体制机制改革。

具体而言，改革目标包含四个方面：
一是体制机制优化。推行“小政府、大服
务”，实现组织架构精简高效；二是管理

效能提升。充分授予市、区两级经济管
理权限，实现“高新区的事在高新区办”；
三是要素资源汇聚。促进资金、土地、人
力、能源等要素资源进一步优化配置，推
动产业转型升级，提高产业层级；四是营
商环境改善。优化办事流程，推行告知
承诺制、“互联网+政务服务”、监管执法
一体化等措施，打造法治化、国际化、便
利化营商环境。

高新区体制机制改革目标确定
以西部槽谷地带为核心载体 实行“一区多园”

本报讯 （记者 颜若雯）9月23日，记
者从市五届人大常委会第十二次会议上
了解到，针对第二轮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
察组交办的群众投诉问题，我市已经办结
2074件，约谈327人，问责23人。

市政府关于《重庆市人大常委会对
〈重庆市人民政府关于2018年度生态环
境保护工作情况的报告〉的审议意见》研
究处理情况的报告显示，截至2019年8月
底，第二轮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交办
的3863件群众举报投诉已办结2074件，

阶段性办结737件；责令整改1154件，立
案处罚417家，罚款金额1411万元，立案
侦查4件，行政拘留1人，刑事拘留6人；
约谈327人，问责23人。

报告显示，截至目前，我市针对污水

偷排直排乱排行为，已出动执法人员9万
余人次，排查点位 7万余个，发现问题
3729个，整改问题2164个；发现涉嫌环境
违法行为444件，移送公安机关行政拘留
案件27件、刑事案件17件，依法关停污水

偷排偷放问题经营者24家。我市还率先
在全国试点长江入河排污口排查整治，重
点推进重庆段长江干流和嘉陵江、乌江2
条支流入河排污口底数排查工作，基本摸
清入河排污口排放现状。

针对第二轮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交办的群众投诉问题
重庆已办结2074件约谈327人问责23人

本报讯 （记者 颜若雯）9月23日，
在市五届人大常委会第十二次会议上，市
人力社保局局长陈元春在作全市人才强市
工作有关情况的汇报时表示，截至2018年
底，全市人才总量达到527.6万人，占人力
资源总量的29.6%；中高级专业技术人才
86.7万人，占专业技术人才的50%；高技能
人才99.7万人，占技能人才的27.7%。

去年，我市主办2018重庆国际人才创
新创业洽谈会，引进高层次人才268人、项
目163个。在加强产业人才培养方面，去
年全年培训市属国有企业经营管理人才
4500余人、民营企业家700余人，通过产

教融合、校企合作、联合办学等方式，培训
技能人才10万余人次。此外，去年我市还
实施农村本土人才回引计划，全年回引优
秀本土人才8893名，并加强了基层农技人
员培训，培训农村实用人才4.2万人。

陈元春表示，下一步，我市将深入实

施“重庆英才计划”，今后5年重点支持培
养优秀科学家、名家名师、领军人才、青年
拔尖人才等高层次人才2000名，培育创
新创业示范团队500个。重点支持重庆
大学培养1000名博士后。实施职业技能
提升计划，今后3年培养职业技能人才

150万人。加强新型职业农民培育，到
2020年全市新型职业农民达到20万人。

在提升人才服务水平方面，我市还将
落实“人才贷”金融政策，优化人才金融服
务，并制定人才安居保障政策，配置3万
套人才公寓。

截至去年底重庆人才总量达527.6万人
今后5年重点支持培养优秀科学家、名家名师、领军人才、青年拔尖人

才等高层次人才2000名

在 市 五 届 人 大 常 委 会 第 十 二 次 会 议 上

9月6日，位于朝天门广场的来福士综
合商业体开业。这个备受关注的项目，在当
天涌入了超过20万的人流量。

来福士的定位，是一个集住宅、办公楼、
商场、服务公寓、酒店、餐饮会所为一体的城
市综合体，开业以来，引入了大量新业态，丰
富了市民生活。它的背后，正是新加坡凯德
集团。

“开放促进发展，发展改善生活。”市商
务委有关负责人肯定地说。

重庆市市长经济顾问团（下称市长顾问
团）年会制度建立以来，世界500强企业、知
名跨国公司加速落户重庆，为重庆市民生活
品质的提升，创造了更多机会。

助力重庆守护绿水青山

作为世界500强企业之一，苏伊士环境
集团对重庆的发展十分关心，是市长顾问团
年会制度发起企业。

该企业当时的首席执行官梅斯特雷提
出，希望以苏伊士环境集团在世界的知名度
及遍布全球的业务，向各国大力推介重庆，
并集中世界大型企业的先进经验及建议，为
重庆的国际化发展出谋献策。

作为全球知名的从事水务改善业务的
企业，苏伊士环境集团也积极与重庆合作，
为重庆污水处理提供帮助。

早在2017年，苏伊士便与重庆签下价
值400万欧元的合同，向悦来生态区提供数
字化污水处理技术，以改善当地的水务环
境。

根据协议，苏伊士集团提供的污水操作
监控系统，通过对污水（流量、水压、水质）等
元素的数字化分析，可实时对当地原有污水
处理系统进行管理和检测升级。除此之外，
这一系统还能对洪水和水污染等多种未知

危险作出预警。
这是苏伊士将自身技术，在中国生态领

域加以运用的首个合作案例。
同样在2017年，重庆能源安稳电厂坑

口煤电扩建项目4号机组顺利正式发电。
这一项目，是在中新（重庆）战略性互联

互通示范项目的框架下，完成的首个电源合
作项目——重庆能源集团与新加坡胜科集
团（中国）公司合作成立中外合资企业，共同
推进项目建设。

而在4号机组成功发电后，加上此前已
成功发电的3号机组，安稳电厂总装机容量
达162万千瓦，成为重庆第四大主力火电
厂。

为现代服务业架起通往
世界的桥梁

“德勤将立足重庆服务中国，甚至辐
射整个亚太地区。”在2019中国国际智能
产业博览会期间，德勤全球副主席、德勤
中国主席蔡永忠接受记者采访时如此表
示。可见，重庆在德勤的战略布局中占有
重要地位。

作为全球四大会计师事务所之一，德勤
也是市长顾问团咨询顾问企业，从第五届开
始，年会主题中的具体专题，便由德勤负责。

德勤在2009年便入驻重庆，随后又在
重庆设立了全球交付中心。经过10年的发
展，德勤在重庆的员工已发展到3000多人，
对推动重庆金融发展贡献巨大。

而在德勤的“刺激”下，普华永道、毕
马威两家会计师事务所也先后落户重
庆。今年9月，渝中区宣布，安永华明会
计师事务所正式落户，至此，全球四大会
计师事务所全部入驻重庆。

在现代服务业领域，不仅是德勤，市长
顾问团中多家企业都有布局，比如三井住友
银行、澳新银行等。当然，还有一些其他跨
国公司也对重庆金融有所助力，如星展银
行、利宝保险、大都会人寿保险等。

市商务委相关人士称，这些会计师事务
所、跨国银行和保险公司为重庆市场带来活
力，也为重庆现代服务业与世界交流架起了
桥梁。

跨国公司已涵盖重庆人
衣食住行

永辉超市，是重庆市民常见、常逛的地
方。很多人不知道的是，永辉超市是市长顾
问团企业之一怡和集团旗下的企业。

在今年6月举行的“一带一路”陆海联
动发展论坛上，怡和(中国)有限公司主席许
立庆表示，怡和集团已在重庆生根15年，
重庆是怡和集团在内地投资最大的城市，
在中国内地的业务上，有将近一半的投资
都在重庆。接下来，怡和集团将紧跟重庆
发展的步伐，进一步提升高品质生活，为老
百姓服务。

在渝中区化龙桥，“重庆天地”是本地知
名的房地产项目。它的开发者，正是市长顾
问团企业之一的香港瑞安。也正是因为香
港瑞安对重庆天地的打造，该区域也成为重
庆高端房地产项目的代表。

除了香港瑞安，还有香港置地、凯德置
业等跨国企业先后进入重庆房地产市场，为
重庆提供高品质房地产商品，并建立了许多
高品质的购物中心。

重庆是中国汽车生产基地之一，在重庆
本地的合资汽车品牌中，也能看到市长顾问
团企业的身影。

比如福特集团与长安汽车合资成立的
长安福特汽车公司，其车型福特金牛座更是
多届市长顾问团年会的指定用车。再如长
安铃木，它是由长安汽车与日本铃木株式会
社、日商岩井株式会社合资组建，旗下车型
启悦，则是作为重庆出租车使用车型被市民
熟知。而怡和集团旗下的仁孚汽车，则在重
庆设有奔驰4S店，为市民购买高档汽车提
供了选择。

市商务委有关负责人表示，随着重庆开
放程度加深，与世界的联系也越来越紧密。
若翻开这些跨国企业在重庆的投资布局，能
明显发现，在市民的衣食住行等各领域，都
有跨国公司的身影——

沃尔玛、家乐福、宜家、时代百货以及屈
臣氏、711便利店等在渝零售标杆企业，为
重庆商业的多元化均添浓墨重彩的一笔；

麦当劳、必胜客、星巴克等在渝食品餐
饮企业，为爱好美食的重庆市民带来全新舌
尖体验；

万豪、希尔顿、温德姆、洲际、喜来登等
国际品牌酒店入驻，让重庆酒店业提档升
级，直接与国际接轨；

环球医生等外资医院落户，将先进治疗
方法、国际化的医疗规范和管理标准带到重
庆，提升重庆的医疗资源品质以及国际化水
平；

耀中、诺林等在渝国际学校丰富了重庆
教育资源，为在渝外籍人员子女提供了良好
教育环境……

“以市长顾问团企业为代表的跨国公
司，已经成为重庆市民生活的一部分，他们
随重庆一起发展，也为提升重庆城市品质，
助力市民高品质生活贡献力量。”市商务委
相关负责人如此表示。

助力重庆高品质生活

跨国公司在重庆做了这些事
本报首席记者 陈钧 记者 杨骏

前不久，在广安市邻水县高滩镇
宝竹寺村，广安人盼望已久的重庆南
北大道北延段（高滩—茨竹）项目正式
开工。项目建成通车后，广安高滩新
区至重庆主城区的距离将进一步缩
短，高滩新区至重庆主城区仅需30分
钟车程。

在川渝合作的大背景下，2012年
11月，广安市邻水县抢抓机遇，在与重
庆一桥之隔的高滩镇，成立了邻水县
高滩川渝合作示范园，并于2013年6
月正式启动建设。

经过多年的发展，园区不断发展
壮大，但和类似新区等相比，仍有较大
差距。究其原因，交通是阻碍园区发
展壮大的最大一块短板。

“从高滩新区到重庆主城区，目前
最快都需要50分钟。”高滩新区相关负
责表示，从高滩新区到重庆主城区主

要有两条线路：一条是走国道210，但
是这条路比较窄而且弯道多，不仅通
行速度慢，而且超过12米的大货车也
很难通行；另外一条是从邻水县坛同
镇上包茂高速，线路里程较长，时间也
更长。

为打通这条免费黄金物流大通道，
今年广安市委、市政府主要领导数次率
队赴重庆市对接，最终成功敲定了重庆
南北大道北延段（高滩—茨竹）项目，并
写进了今年7月重庆市党政代表团回
访四川时所签订的《川渝合作示范区
（广安片区）2019年重点工作方案》。

“每天都有各地客商到园区考察。”
高滩新区相关负责人表示，今年广安对
标重庆两江新区，将高滩园区升级为高
滩新区，加上重庆南北大道北延段（高
滩—茨竹）项目正式开工，越来越多人
看中了高滩新区这块宝地。

今年，在成渝城市群和川渝合作
正在提速的大背景下，广安作为四川
省委定位的打造“川渝合作示范城
市”，正在将高滩新区作为落实川渝合
作的抓手，高滩新区也成为广安重点
建设的三大开放合作园区之一。

深化广渝合作，交通先行。在广

安全面打响交通硬仗的蓝图中，有多
条公路、铁路与重庆密切相连。

公路方面，广安正加快推进镇巴
至广安至重庆高速公路（通江至广安
段）“两评一案审”查工作，积极与投资
人洽谈，争取年内完成投资人招商；武
胜至合川的快速通道建设也有望在明

年开工，目前该快速通道的重要工程
之一，武胜县中心嘉陵江大桥已于今
年开工建设，正在进行下部结构施工。

此外，途经广安区、前锋区、华蓥
市的广安过境高速东环线及渝广高速
支线也正在加快建设。项目建设通
车，将结束前锋区不通高速的历史，这
也意味着，未来的广安，无论是在哪个
地方，都可通过高速公路直达重庆。

巴南广高速邓小平故居互通及连
接线工程路基土石方已完成80%以
上。该工程建成通车后，以后广安城
北、协兴园区以及龙安乡、崇望乡等地
到重庆将节约20分钟；重庆到邓小平
故里旅游景区游玩的游客，可不必经
过广安主城区，即可直达邓小平故里
旅游景区。

在铁路方面，前不久，重庆至广安
站、广安南站的“绿巨人”动车组进行

了车辆测试。不久的将来，广安至重
庆有望开通“绿巨人”动车组，结束广
安至重庆不通动车的历史。

未来，广安至重庆将会更加便
捷。目前，西渝高铁广安站点选址基
本确定，预计明年将开工建设，建成后
广安将正式进入高铁时代，广安至重
庆将缩短到20分钟。

此外，广安还在加快推进广涪柳
铁路前期工作，争取广安至涪陵段纳
入国家相关规划。

随着交通的加快建设，广安开放
合作成效也越来越明显。今年1—8
月，广安成功引进457个项目，协议资
金911.4亿元。其中，来自重庆的项目
136个，协议资金360.76亿元，重庆仍
是广安最大的合作伙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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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安 深化广渝合作 未来多条道路直通重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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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入9月以来，黔江区五
里乡胡家坝社区程举超一家，
一直都在桑园里忙碌，为接下
来的养蚕做准备。“精心管护
下，桑园一年比一年茂盛。”9
月19日，正忙着割桑叶的程举
超介绍说，他家种桑100多亩，
这两年每年都养蚕210多张，
一年卖茧可获益 30多万元。

“桑树林下好乘凉！”如今，种桑
养蚕，已成为老程家最重要收
入来源。

在当地，背靠桑树这棵大
树“乘凉”的还有很多。在新一
轮退耕还林、巩固退耕还林成
果等工程项目的推动下，胡家
坝社区12户贫困户依靠种桑
养蚕顺利脱贫。而在市级深度
贫困镇金溪镇长春村，则发展
起2700多亩蚕桑及林下产业
等，将“颜值”转变成“价值”，蚕
桑产业正成为全村脱贫的支柱
产业。

“这都源于国家退耕还林
政策。”黔江区林业局相关负责
人介绍，“退耕还林，农户除了
能享受国家补助，还可以从林
产业、林下种植养殖中获利。
可以说，退耕还林为农民特别
是贫困群众搭建了一所‘绿色
银行’。”

自1999年我国退耕还林
揭开序幕以来，黔江先后实
施了两轮退耕还林，2000 年
第一轮退耕地还林 23 万多
亩；从 2014年国家新一轮退
耕还林工程至今，该区又实
施退耕地还林20万亩。2018
年，黔江全区森林覆盖率达
到65%。

山多地少、土地贫瘠、生态
环境脆弱，是过去黔江区群众

致贫的重要原因之一。而今，
大规模退耕还林，改善了当地
生态环境，而发展经济林及林
下产业，黔江区则培育出桑蚕、
水果（脆红李、猕猴桃）和木本
油料（油茶、核桃）等支柱产业，
为群众增收脱贫打下了坚实基
础。

在前一轮退耕还林中，黔
江因地制宜以生态和经济兼顾
的杨树、桑树、核桃树等作为主
要造林树种，让退耕农户在补
助期满后有稳定的经济收入。
在新一轮退耕还林中，黔江立
足保护三峡库区重要水源地，
扶持群众发展蚕桑、银杏、优质
高端水果等产业。

退耕还林，让国家得绿、农
民得利的同时，也对黔江农民
的生产生活方式产生了广泛而
深刻的影响。水市乡的“退耕
户”朱训娥就有滋有味地吃上
了“旅游饭”。实施退耕还林，
让全村周围的大山都披上了绿
装。来村里消夏避暑、吃农家
饭的游客越来越多。朱训娥利
用自家房屋开办的客栈，18个
床位在夏天几乎天天爆满。按
每个房间60块钱，朱训娥一个
月收入近2万元，日子越过越
红火。

截至目前，黔江区桑蚕茧
及丝绸总产值已超过4亿元。
此外，该区依托退耕还林，与林
业产业发展、脱贫攻坚结合起
来，已发展优质桑园8万亩、水
果（猕猴桃、脆红李等）4.2 万
亩、木本油料（油茶、核桃等）
4.37万亩。

退耕还林20年，黔江“种
下”片片青山扮靓生态的同时，
更收获了一座座“金山银山”。

黔江“点翠山川”改变的
不止是山山水水

20年来累计退耕地还林43万多亩，森林覆盖率跃升至65%
本报记者 王亚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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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 李星婷）
9月23日，由重庆日报报业集
团在重庆创意公园打造的“重
庆创”文旅品牌，举行“文旅升
级时代：谋变设计，运营帷幄”
主题沙龙。重庆日报记者从沙
龙上了解到，洪崖洞将从三方
面进行提档升级。

本次主题沙龙吸引了江西
景德镇陶溪川文创街区、上海
大椽建筑设计事务所、重庆洪
崖洞文旅公司、重庆创意公园
等文旅项目负责人参与，围绕
运营与设计的相关话题进行探
讨，以碰撞出行业发展的新思
路、新方式和新机遇。

“据统计，洪崖洞目前日均
人流量达到数万人。”重庆洪崖
洞文旅公司总经理张仁进介
绍，为了分流并让游客得到更
好的体验，洪崖洞将从三方面
进行升级打造。

首先，提升商业业态，以
“洞见山城”为主题，将把洪崖
洞的商业业态分为古代、民国
和记忆、现代4个板块，并将有
代表性的元素融入到各种业态
中，既怀旧又有科技感，提升整
体形象与功能。

其次，建“母城时光隧道”，
将通过打造戴家巷崖壁公园内
的防空洞，增加新通道及文旅
体验功能，其中一期工程从洪
崖洞到重医附二院附近。

第三，通过政府配套，打造
文旅廊道及慢行系统，一是打
造连接滨江路和沧白路的步梯

和电动扶梯，增强纵向区域联
系；二是在千厮门桥下建设游
客中心，增强通道及服务功能；
三是打造洪崖洞与朝天门连通
的桥下空间，形成滨江文旅廊
道和慢行系统。

张仁进表示，本次升级，洪
崖洞将注重针对产品、服务、游
客三大体系的包装打造。在产
品方面，打通洪崖洞、朝天门、
解放碑、湖广会馆、李子坝和磁
器口等为一体的旅游线；在服
务方面，为大家提供更时尚或
更具个性差异化的特色服务；
在游客方面，会根据大数据后
台分析，对游客进行有针对性
的营销分发，延长消费链条。

位于渝北区的服装小镇也
是由重庆日报报业集团打造的
特色文创园，重庆纬图设计机
构创始合伙人李卉是服装小镇
的设计者之一。

李卉表示，服装小镇是上
世纪九十年代的老街区，在打
造的时候要找到它的灵魂，尊
重原来的生长脉络，提取里面
的基因，从而唤醒和激活它的
活力。

“服装小镇的性质有别于
其它小镇，它的谜面是服装，但
谜底并非裁剪和布料，而是一
种时尚和新时代的生活方式。”
李卉表示，服装小镇会设计更
多激发活力的内容和玩法，比
如发布会、演出、自拍橱窗、更
衣间等等，“让这里成为每个人
的T台和秀场。”

打造“洞见山城”、建母城时光隧道和文旅廊道

洪崖洞将从三方面提档升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