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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 杨永芹）11月20日，重
庆日报记者从重庆交运集团获悉，交通运输部
和国家发改委联合下发通知，正式命名全国12
个多式联运示范工程项目为“国家多式联运示
范工程”。由重庆交运集团负责实施的渝新欧
多式联运示范工程入选。

2016年11月，渝新欧多式联运示范工程成
功入选全国第一批16个多式联运示范工程项目
名单。工程包括建设公铁联运场站、信息系统
以及装备设施配备等内容，总投资超过18亿元。

经过3年的建设，项目实现了公铁无缝衔
接，推进了多式联运“一单制”等，中欧班列（重

庆）货源集聚辐射能力明显增强。从货源地分
布来看，重庆及周边区域占比29%，华东地区
占比27%、华南地区占比44%。

同时，重庆交运集团自主研发的40英尺蓄
能保温集装箱，可以保证箱内温度达到运输商
品的要求。

2019年9月，交通运输部会同国家发改委
组织专家组对第一批多式联运示范工程项目进
行验收。验收专家组一致认为，渝新欧公铁联
运示范工程在技术装备、服务模式、信息互联等
方面涉及多项技术和业务创新，值得在全国积
极运用推广。

重庆交运集团

渝新欧多式联运入选国家示范工程

本报讯 （首席记者 陈钧 实习生 王天
翊）11月20日，重庆日报记者从科技创新推动两
江新区环保产业转型升级专题论坛上获悉，近年
来，我市环保产业年增速达到20%左右，今年预
计可实现近1100亿元的销售收入。

市环境保护产业协会会长张勇在论坛上介
绍，重庆环保产业发展迅速，2018年我市环保产

业年销售收入在900亿元左右，今年则可达到近
1100亿元，而到2020年有望达到1300亿元。

近年来，我市持续加大对环保产业的投入
力度，财政对环保产业的投入占GDP的2%以
上，高于1.5%的全国平均水平；一批环保企业
和机构也运用数字化、智能化技术，针对不同的
环境问题提供新的解决方案。

市环境保护产业协会预测

今年重庆环保产业销售收入将破千亿元

本报讯 （记者 夏元 通讯员 傅智
治）“我早上来办理企业注销，不到中午就办
妥了，为好政策点赞！”11月20日，在长寿区
市场监管局顺利完成注销手续，创业者刘星
倍感轻松。今年以来，长寿区市场监管局通
过简化企业注销流程，累计为300多户企业
快速办理注销手续，不仅方便经营者，还释

放了市场域名空间，为“大众创业”提供宽松
环境。

此前，刘星与合伙人联合创办了文化传
媒、电脑销售、弱电安装3家公司，因弱电安
装业务发展最好，他打算注销其他公司，集中
力量拓展优势项目。然而，按照以前的企业
注销流程，无论企业是否有债权债务，都必须

“步步来、往返跑”，要完成清算备案、发布公
告、正式注销等多重手续，流程繁琐周期冗
长，办妥最少要3个月。

今年以来，长寿区市场监管局实施企业
注销制度改革，将企业注销过程中须提交的
清算报告、投资人决议、清税证明等材料，合
并为1份《全体投资人承诺书》，大大简化了
流程。

长寿区市场监管局表示，只要是无债权
债务，且属于个人独资或合伙经营的企业，只
需在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上进行免费公告
满30天后，即可向市场监管部门申请办理注
销，最快当天就能办结。

长寿区简化企业注销流程
免费公告期满后，最快当天即可办结

11月15日，位于重庆公路物流基地的重庆
东盟国际物流园，重庆造透明液晶面板在此展
示，即将由重庆东盟公路班车出口至巴西、土耳
其、韩国等国。

重庆公路物流基地积极推动西部陆海新通
道建设，2016年4月首发重庆东盟公路班车，联
结“一带一路”。至今年9月，班车已开通东线、
东复线、中线、西线、亚欧线以及重庆-新加坡
线 6 条国际物流运输线路，涵盖陆运、陆海联
运、公铁联运等多种物流组织方式，覆盖越南、
泰国、新加坡等51个国家及地区、92个港口，目
前累计开行1652车次，总货值约13亿元。

记者 张锦辉 摄

重庆东盟公路班车开行1652车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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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首席记者 陈维灯 实习生 周传勇

今年4月30日，生态环境部正式发布“无
废城市”建设试点名单，重庆等“11+5”个城市
入选。今年11月15日，重庆正式印发了《重
庆市（主城区）“无废城市”建设试点实施方
案》。

重庆“无废城市”建设试点范围为渝中区、
大渡口区、江北区、沙坪坝区、九龙坡区、南岸
区、北碚区、渝北区、巴南区以及两江新区和高
新区（以下简称主城区），试点时间为2019年1
月至2020年12月。

“通过‘无废城市’建设试点，统筹全市经
济社会发展中固体废物管理，大力推进源头减
量、资源化利用和无害化处置，坚决遏制非法
转移倾倒，探索建立量化指标体系，系统总结
试点经验，形成可复制、可推广的经验，为推动
建设‘无废城市’奠定良好基础。”市生态环境
局负责人表示。

大力推广清洁生产
强化源头减量

市生态环境局负责人介绍，2018年，我市
印发了《重庆市清洁生产水平提升三年行动计
划（2018-2020年）》《重庆市重点节能技术和
设备推广目录》《重庆市清洁生产技术推广目
录》《重庆市绿色制造体系建设三年行动计划
（2018—2020年）》等文件，以清洁化诊断行
动、生产过程清洁化改造、工业产品绿色设计、
清洁能源和原辅材料利用、先进成熟技术推
广、技术服务能力提升为重点，提升工业清洁
生产水平，对主城区57家企业免费开展清洁
生产审核，帮助企业查找问题，引导企业实施
清洁生产技术改造，目前主城区已创建国家级
绿色工厂5家，市级绿色工厂12家。

“在试点‘无废城市’建设中，我市将修订
《重庆市工业项目环境准入规定》，严格环境准
入，在新改扩建工业项目中明确一般工业固体
废物产生强度限值。”该负责人介绍，我市将进
一步推广清洁化生产工艺，实施清洁生产审核；
建设绿色制造体系，创建一批用地集约化、生产
洁净化、废物资源化、能源低碳化的绿色工厂。

此外，我市将推进汽车工业循环经济先进
适用技术应用与示范，引导企业采用轻量化设
计理念，采用水性漆代替油性漆等清洁生产工
艺；促进笔电行业清洁生产技术研发和工业固

体废物处理处置关键技术利用与示范，推动以
新型高效包装材料替代传统包装材料等项目
建设，构建汽车、笔电行业“零部件制造—整车
（整机）生产—销售—回收—拆解—再生资源
利用”循环产业链。

抓好农村环境综合治理
提升农业固体废物管理水平

2018年，我市印发了《重庆市农村人居环
境整治三年行动实施方案（2018—2020年）》，
各区县也分别编制了三年行动实施方案，在全
市全面开展以“三清一改”为重点内容的农村
人居环境整治村庄清洁行动，营造整洁有序、
生态宜居的乡村环境，助推大美乡村建设。

市生态环境局负责人介绍，我市将提升畜
禽粪污资源化利用水平，完善配套设施，建立
畜禽养殖业“种养结合”循环发展体系；推进农
村生活垃圾处理，引导农民采取简便易行的生
活垃圾分类方式，合理配置收集设施，科学配
备保洁队伍，健全“户集、村收、乡镇转运、区域
处理”的农村生活垃圾收运处理体系；采取就
地简易封场、规范封场、搬迁处理等方式，“一
处一策”完成非正规垃圾堆放点整治；合理选
择改厕方式，完成新建和改造标准卫生厕所任
务，做好农村改厕与生活污水治理的有效衔
接；开展农膜生产销售专项执法行动；开展废
弃农膜回收利用，建成“村、乡镇（街道）回收转

运—区县集中分拣贮运—区域性加工”的有偿
回收利用体系。

践行绿色生活方式
推进生活垃圾分类

2017年，我市印发了《重庆市生活垃圾分
类制度实施方案》，在2018年又印发了《重庆
市生活垃圾分类管理办法》，全市市级党政机
关已基本实现生活垃圾分类全覆盖，主城区已
在23个街镇开展居民生活垃圾强制分类试点
示范工作。

下一步，我市将制定进一步加强塑料制品
管理的意见，有序禁止、限制部分塑料制品的生
产、销售和使用，积极推广可循环、易回收、可降
解替代产品，规范塑料废弃物回收利用；开展

“绿色快递邮政城市”试点，鼓励快递行业使用
电子运单、循环中转袋，减少二次包装，在快递
收发点设置包装废弃物回收装置，实现快递包
装减量化和循环利用；统筹开展可回收物、有害
垃圾、餐厨垃圾、其他垃圾、厨余垃圾、装修垃圾
等6个重点领域收运网络建设，完善生活垃圾
和社会源固体废物分类收运体系，合理布局转
运设施，建立统一的物流调配信息管理中心。

在此基础上，我市将探索“互联网+垃圾分
类”方式，建立垃圾分类“绿色账户”，对主动、准
确分类的居民给予可兑换积分奖励，鼓励居民
参与分类工作；加强施工场地源头监管，确保具

有可资源化潜力的建筑垃圾分类存放和统一收
运；将建筑渣土减量纳入各级建设规划和市政
规划，鼓励采用基坑回填、矿坑修复、土地复耕、
园林绿化等方式进行渣土消纳，减少余土总量。

我市将严格执行“三线一单”（生态保护红
线、环境质量底线、资源利用上线和环境准入
清单），建立项目环评审批与规划环评、现有项
目环境管理、区域环境质量联动机制，健全危
险废物收集、贮存、转运体系。

积极发展循环经济
创建循环经济试点示范

“十二五”以来，我市累计推动实施了107
个示范工程，总投资超过90亿元，争取中央预
算内投资补助达5.6亿元。

在试点“无废城市”建设中，我市将进一步
完善再生资源回收利用体系。

市生态环境局负责人介绍，我市将规范回
收网点设置，初步建立再生资源回收统计制
度，改造或新建再生资源分拣中心。鼓励废弃
电器电子产品拆解企业开展塑料深加工、荧光
粉综合利用、线路板贵金属提取等，延长拆解
产品产业链。强化机关事业单位、国有企业等
公共机构产生废弃电器电子产品管理，探索在
社区设置小型废弃电器电子产品回收站，由具
备资质的企业统一回收拆解。引导报废汽车
拆解企业升级改造设施设备，提高有色金属、
可用件、可再制造件等回收水平。鼓励将报废
汽车回收拆解项目用地纳入在建、新建工业园
区总体规划，推动报废汽车拆解企业入园。

与此同时，按照市场主导和政府引导相结
合、培育扶持和开放引资相结合的原则，以重大
生态环境保护工程为依托，我市将在资源综合
利用和环保技术装备领域，培育一批固体废物
回收利用处置骨干企业、一批再生资源回收利
用骨干企业，并建设固体废物资源化利用基地。

推进源头减量 坚持绿色低碳循环发展

重庆主城区试点“无废城市”建设

11月20日，永川区纪委监委派驻凤凰湖管委会纪检监察组工作人员走访长城汽车永川工厂。
“如果您发现有党员干部和公职人员损害企业发展环境，出现不作为、慢作为、乱作为以及‘吃拿卡

要’等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请直接联系我们。我们将严肃查处，绝不姑息！”最近，永川区纪委监委作
风建设督查组工作人员走访全区民营企业，深入一线开展监督并做出承诺，以实际行动，优化营商环
境，构建“亲清”政商关系。 记者 齐岚森 摄

当好监督“前沿哨”
优化营商“软环境”

重庆建工第三建设有限责任公司
设备安装分公司的聂学均，从业21年
来，先后参与和主持了10余个工程建
设项目，其工程优良率100%。聂学
均在学习和实践中锻炼自己，实现了
从普通农民工到专业技术领域人才的
蜕变。今年，他获得了重庆五一劳动
奖章和“2019年巴渝工匠年度人物”
称号和2019第二批重庆市“技术能
手”称号。

掌握“硬技术”成就自我
1998年，聂学均在亲戚的带领下

开始了建筑生涯。从建筑安装的一线
工人做起，他自主学习书本知识，并不
断巩固理论知识、练习实操技能。经
过10年的不断积累，他考取了建筑电
工操作证、设备安装施工员、设备安装
质量员、建筑电工高级技师等多个执
业资格证，学历层次也逐渐提升到大
学本科。

从每项工程组织之初，聂学均都
和项目部成员一起严格按照施工规

范，对每道工序、每个工程阶段进行严
格的质量检查，并针对施工中存在的
质量通病问题制定详细的纠正预防措
施，及时进行整改。西南医院外科综
合大楼工程屋顶航空障碍灯的安装是
工程竣工末甲方临时追加的施工要
求，接到任务的聂学均与项目团队制
定了详细的加固和安装方案，并由他
具体操作施工，成功地完成了安装任
务，获得甲方的认可和赞扬。

从事安装专业工作21年，聂学
均不断学习、熟悉各类安装工种，自
身的进步让他逐步走上建筑安装施
工负责人这个岗位，施工管理面积达
100多万平方米。如今他已在行业
里取得了傲人成绩：近几年负责安装
施工的地产大厦、四川美术学院、渝
富大厦等工程荣获了包括全国安装
最高奖项“中国安装之星”、鲁班奖、
詹天佑奖等各类荣誉；2018年，他先
后参加重庆职业技能大赛建筑行业

“渝中工匠”杯技能大赛、“巴渝工匠”
杯总决赛，均取得建筑电工第一名的

好成绩。

敢啃“硬骨头”提升工效
多年来，聂学均始终保持着对建

筑安装行业前沿技术的好奇心，并且
不断进行总结与创新。聂学均最早研
究出排水管采用预埋止水节施工方
法，替换前期土建预留洞口、后期安装
排水管二次浇灌的传统施工方法，既
降低了成本，又提高了施工效率。他

还首倡可拆卸式预埋轧洞模版、预留
预埋排水管道支架、强弱电桥架支架
预埋螺栓等施工方法，在公司甚至行
业里得到推广应用，取得了不错的经
济效益和社会效益。

在巴南区鱼洞P06项目安装工程
中，他对安装施工工艺创新及优化，对
工程涉及的桥架、给排水支架采用预
留预埋支架和排水管道等采用一次性
预留的施工工艺，节约施工成本达50

万元以上，同时对土建防渗漏工作控
制得以提高和保证了整体施工质量；
为项目设计了一套完整的绿色施工用
水自动循环供水系统和现场扬尘控制
喷雾喷水系统，节约施工用水成本达
100万元以上，同时有效地进行现场
扬尘控制，得到公司及巴南区建委的
一致好评，引来同行业各项目多次观
摩、交流。经过聂学均和团队的共同
努力，巴南鱼洞P06项目的安装施工
工地被评为市级文明工地、国家3A级
文明工地，还成为重庆众多施工单位
和开发商参观学习的示范工地。

此外，由他自主研发制作的智能
喷水机器人已经升级到了第三代：头
顶喷雾降尘、右手自动冲车、左手屋顶
喷水降温、同时左右手都可作为消防
取水口，一切功能都可通过遥控和自
动感应实现，极大地解决了工地卫生
控制和临水临电问题。

当工程讲师诠释担当
多年来，聂学均一直坚守自己热

爱建筑的初心，在平凡岗位上用精湛
的工匠技术和执着的敬业精神，感染
和激励着身边的同事，起到了模范带
头作用。

聂学均所在的班组成员都是他的
徒弟，平均年龄达40岁。“他们都是老
员工了，但是工作起来很踏实、靠谱。
很多新人理论知识虽然过硬，但是实
际操作起来还有很大差距，我们要以
技术服人。”今年的建设行业职工技能
竞赛中，聂学均的两个徒弟分别获得

“BIM建模师”一等奖和“建筑电工”
三等奖的好成绩。

此外，项目上还开设了民工夜校，
他积极担任课程讲师，将自己的创新
做法毫无保留地传授给更多施工队，
提高了建筑工程的作业效率。同时，
也为培养更多高技能人才打下了坚实
基础。

谈起工作，聂学均总是满面笑颜：
“看着项目上的队伍团结一心，井然有
序地朝着共同的目标努力奋斗，很是
振奋人心！” 潘锋

聂学均 充满建筑好奇心的“巴渝工匠”劳动筑梦·榜样同行

聂学均维修智能喷水机器人聂学均维修智能喷水机器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