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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杨永芹

彩色混凝土步道两旁，盛开着大
片黄色木春菊，银杏树、桂花树点缀其
间。11月26日下午，天空中飘着蒙蒙
细雨，渝北区金山大道黄桷片区湖映
坡地公园却生机盎然，远远看去犹如
一幅水彩画，为冬日的山城增添了一
抹亮色。

你可能想象不到，今年初，这里还
是一片光秃秃的坡坎崖。一切的变
化，得益于我市对主城区坡地堡坎崖
壁（以下简称坡坎崖）的绿化美化。

“有序推进坡坎崖绿化美化，将
有效塑造重庆‘山城’‘江城’特色品
牌，加快重庆建设国际化、绿色化、
智能化、人文化现代城市。”市城市
管理局相关负责人称，至2022年底，
主城区将实施坡坎崖绿化美化地块
309个，总面积约1323万平方米。目
前，主城区14个坡坎崖绿化美化示
范点建设正加快推进，年内将全部完
成建设。

“光秃秃”的坡坎崖
变成樱花大道

重庆两江新区建设有限公司黄桷

片区负责人喻尚强称，今年3月，两江
新区启动了金山大道边坡绿化整治项
目，按照“因地制宜、综合施策”的原则
对边坡实施绿化整治：针对原有堡坎
采用塑石包装和美化的举措，在堡坎
增加了大量的千层金、九重葛等色叶
植物和开花植物；针对坡度较大的“页
岩边坡”，采用有机生态毯+绿色稳定
剂的喷播方式绿化，形成波斯菊、硫化

菊等“花海”奇观；针对坡度较小的“坡
地”，则建设成湖映坡地公园，形成雪
松林、樱花林、桂花林、旱溪、园内步道
等景观。

“明年3万多平方米的樱花开放
之时，会形成 150 米长的樱花大
道。”喻尚强表示，届时会吸引大量游
客前来观赏，这里有望成为主城一个
新“景点”。

“以前，路过这里就觉得烦，现在
这里已变成一个公园，成了周边居民
休闲的好去处。”市民张丽女士指着湖
映坡地公园开心地说。

脏乱差的荒坡
变身“城市阳台”

走进南滨路呼归石花阶，拾阶而
上，倾斜而下的瀑布、弯弯的石桥、雾

霭蒸腾的雾凇一一映入眼帘，仿佛置
身于诗意盎然的园林画卷中。站在呼
归石花阶顶部，来福士广场、江北嘴大
剧院等重庆热门景点一览无余。

“以前这里就是一个垃圾堆积的
坡坎崖，项目开工时，首先是清理垃
圾。”南岸区城市管理局相关负责人介
绍，呼归石花阶位于南滨路东侧，长嘉
汇时尚发布中心与阳光100中间地
段。该地块多处危岩裸露，在雨季存
在落石和滑坡等较大安全隐患，且现
场藤蔓植物密布、杂草丛生，环境较
差。

今年7月，南岸区启动了整治改
造，建成后的呼归石花阶场地投影面
积约为24820平方米，整体竖向高差
46.7米。

“景观采用了岩石园、溪流、跌水、
花瀑、台地园等复合设计手法，已打造
成两江四岸夜景最佳观赏点之一。”南
岸区城市管理局表示。

记者在现场看到，目前呼归石花
阶虽然未正式开放，但已有不少市民
隔着警戒线拍照。“太美了，以后这里
肯定会成为南滨路的热门打卡景点。”
站在路边拍照的一市民表示。

在坡坎崖绿化美化中
发展“美丽经济”

金山大道黄桷片区湖映坡地公
园、南滨路呼归石花阶的华丽转变，只
是主城区实施坡坎崖绿化美化的一个
缩影。

山城重庆，地形起伏不定，坡地
堡坎崖壁在城区随处可见。部分坡
坎崖，一度成为被遗忘的角落，或杂
草丛生，或土石裸露，成为城市的一

道“秃斑”。
市城市管理局相关负责人称，

为消除城市绿化“秃斑”、增加城市
绿量、修复城市生态，我市开展主城
区坡坎崖绿化美化，打造“山城”、

“江城”特色，加快建设山清水秀美
丽之地。

10 月 23 日，市政府下发《关于
印发主城区坡地堡坎崖壁绿化美化
实施方案的通知》，明确指出：按照

“一年试点示范、两年全面铺开、三
年基本完成、四年巩固提升”的进度，
营造错落有致、层次分明、自然流畅、
四季多彩的城市景观。今年底至
2022年底，主城区计划实施坡坎崖绿
化美化地块309个，总面积约1323万
平方米。

2020年底，主城区城市建设用地
空地覆绿全面完成。2021年底，主城
区坡坎崖绿化美化基本完成。到
2022年底，主城区坡坎崖绿化美化持
续巩固提升，基本实现“推窗见绿、出
门见景、四季见花、处处花香”。

同时，推进山体生态修复，在“四
山”范围内实施“城市绿肺”工程。对
城市内部山脊线（鹅岭—佛图关—虎
头岩—平顶山中央山脊线，龙王洞
山—照母山—石子山北部中央山脊
线）沿线进行全面覆绿和林相改造，增
加观景平台，串联山城步道，提升观光
品质。

内环快速路两侧红线外50米范
围内将打造生态绿带，形成沿线观花
廊道。完善滨江公园休闲游憩观光功
能和亲水性，城市主干道沿线将培育
形成山城特色林荫路等。

对一年内未动工的城市建设用地
空地，采用喷洒草籽、花籽或栽植地被
开花植物方式进行绿化美化；对一年
以上长期性城市建设用地空地，可采
用低成本覆绿或苗圃方式进行绿化美
化。

同时，在坡坎崖绿化美化工作中
发展美丽经济。到2022年，新增植物
品种600个，基本实现全市城市园林
花草苗木供应本土化。

消除绿化“秃斑” 增加城市绿量 修复城市生态

主城区将绿化美化千万平方米坡坎崖

本报讯 （记者 崔曜）11月
26日，重庆日报记者从“深化工程
建设项目审批制度改革、助力优
化营商环境”新闻发布会上获悉，
在去年试点的基础上，我市将取
消和合并部分工程建设项目审批
事项，申报事项和材料再精减
20%以上。我市将进一步优化审
批管理体系，实现全市“一张蓝
图”统筹生成项目，“一个窗口”接
件、出件率100%，“一张表单”落
实率100%。

本次改革将深化试点阶段的
“一张蓝图”“一个窗口”“一张表
单”等机制：制定“一张蓝图”，即
以现有“多规合一”规划成果为基
础底图，整合专业专项规划和区
域评估成果，制定全市“一张蓝
图”统筹项目实施工作规程；提升

“一个窗口”，即制定大厅建设指
导标准和“一窗受理”工作规程，
落实“一枚印章管审批”；优化“一
张表单”，即进一步理顺事项间的
逻辑关系，精简申报材料，让群众

不再重复提交材料。
在创新举措方面，我市将建

立全市投资项目基础数据“一本
字典”、推进用地和规划多审合
一、竣工验收环节多测合一。在
借鉴其他省市做法并结合本市
实际情况的基础上，我市将探索
推进建设用地审批和城乡规划
许可“多审合一”，整合建设项目
用地预审和规划选址，还将调整
施工许可限额，将必须办理施工
许可的限额由原工程投资额30
万元或建筑面积300平方米优化
调整为工程投资额100万元或建
筑面积500平方米。

本次改革还将建立与工程建
设项目审批制度改革相适应的事
中事后监管体系、构建“一处失
信、处处受限”的联合惩戒机制，
将存在违背承诺、发生重大工程
质量安全事故、违法发包转包、违
法分包、拖欠工程款和农民工工
资等重大失信行为的企业及相关
人员纳入“黑名单”。

重庆深化工程建设项目
审批制度改革

申报事项和材料再精减20%以上

□本报记者 周雨

11月 25日下午，“2019重庆市荣
昌区粤港澳大湾区暨重庆西部电子电
路产业园投资推介会”在深圳市举行。
重庆日报记者现场获悉，当天前来参会
的企业多达500家，深圳及周边的电子
电路企业几乎悉数到场。

一封电子邀请函引发关注

“所有企业都是主动报名参加推介
会的，且基本上都是冲着西部电子电路
产业园来的！”荣昌区招商投资促进局局
长蒋成龙说，我们在微信群里发了一封
电子邀请函，上面有会议举办时间、地
点、会议主旨、会议议程、活动联系方式、
荣昌区情介绍，并附有参会回执表。这
些企业全部都是通过填写并提交参会回
执表的渠道，主动来参加推介会的。

蒋成龙认为，一封电子邀请函能产
生这么大的效果，与他们前期的扎实工作
分不开。今年9月10日，西部电子电路
产业园开工建设后，区招商投资促进局立
即会同该园投资运营方重庆瑜瀚电子科
技有限公司，组建了一支10人规模的招
商团队，蹲守粤港澳大湾区招商。两个多
月来，招商团队拜访了粤港澳大湾区大部
分电子电路企业，并建立了微信群。

11月11日，荣昌区委、区政府决定
到粤港澳大湾区举行以电子电路产业为
重点的投资推介会，招商团队立即通过发
电子邀请函的方式邀请当地企业参加，得
到积极回应。这次活动从提出到成功举

办，总共只用了14天时间。

大湾区电子电路产业有
迫切的外迁需求

荣昌区委常委、荣昌高新区党工委书
记常晓勇表示，这次推介会如此受关注，
根本原因在于粤港澳大湾区尤其是深圳
市的电子电路企业有着迫切的外迁需求。

深圳市及周边是我国电子电路企
业布局最集中的区域。因历史原因，这
些企业大多分布分散，污水不能集中处
理。而电子电路属于电镀产业，占用了
大量排污指标，成为深圳产业转型升级
的一大阻力。为加快推进产业转型升
级，深圳市政府前不久决定，只保留22
家电子电路企业，其它电子电路企业必
须在明年10月前完成搬迁。

为转移这些电子电路企业，广东省
珠海市设立了一个江必工业园，但门槛较
高，只引进已上市的电子电路企业，且污
水处理费高达60元/吨，中小型电子电路
企业既难以迁入该园区，又难以承受其成
本，只能转移战场。

荣昌区委、区政府在获知这一信息
后，决定尽快到粤港澳大湾区举行以电
子电路产业为重点的投资促进会，只给
了驻粤港澳大湾区招商团队半个月的

筹备时间。此次前来参会的500家电
子电路企业，有382家来自深圳市。

荣昌承接电子电路产业
优势明显

常晓勇认为，这么多企业主动来参
加这场推介会，另一个重要原因是荣昌
在承接电子电路企业上有着明显优势。

重庆西部电子电路产业园于6月3日
获批建立，9月10日正式开工建设，是重
庆市规划的首个电子电路产业园。其一
期项目占地1000亩，日处理废水量1.91
万吨。园区统一修建标准厂房及污水处
理等配套设施，企业可以“拎包入住”。

另外，园区按照全产业链布局建设
上游原材料、专业设备，中游印制电路
板及下游应用等电子电路产业集群产
业，并配套金融、环保等服务体系，可使
入园企业获得便利配套。

尤为重要的是，重庆还是全国最大
汽车生产基地之一、全球最大笔记本电
脑生产基地、第二大手机生产基地和亚
洲最大电子信息产品生产基地，全市年
线路板需求量超过2000万平方米，辐
射到成渝两地年线路板需求量超过
4500万平方米，搬迁入园企业可获得
广阔市场。

此外，这些企业搬迁到荣昌还将大
幅降低生产成本。该园的污水处理费为
15元/吨，用工成本较沿海地区低1500
元/月。经测算，以年产值2-3亿元、月
产约3万平方米的电线电路板企业为
例，若从深圳迁入重庆西部电子电路产
业园，每月大约可节省租金60万元、电
费45万、废水处理费22.5万元、人工成
本30万，一年可节省近2000万元。

推介会比预期的还要成功。推介
会结束后，许多参会企业并没有离开，
而是留下来与荣昌高新区、重庆瑜瀚电
子科技有限公司负责人继续洽谈。

当天，共有20多家企业与荣昌达
成初步投资意向，深圳市凡谷大地股份
有限公司、深圳市同悦鑫科技有限公
司、格兰沃电子有限公司等5家企业现
场签订了正式投资协议。

“西部电子电路产业园此前已经签
约了20多家企业。”常晓勇说，西部电
子电路产业园一期只规划建设43栋厂
房，只能再容纳20多家企业。一期预
期将在2020年全部建成，可实现年产
值100亿元。目前，荣昌已着手规划建
设二、三期项目，园区总占地面积4平
方公里，全部建成后可实现500亿元产
值规模。

一封电子邀请函引来500多家企业
重庆西部电子电路产业园在粤港澳大湾区受关注

优化营商环境

从一家负债 500 万元的落后企
业，到市值百亿元的“榨菜第一股”，他
一直专注做好榨菜，将最贵不过3块钱
的榨菜做到年入20亿元！

他就是重庆市涪陵榨菜集团党委
书记、董事长，中国调味品协会副会
长，涪陵榨菜协会会长，重庆五一劳动
奖章获得者周斌全。

引进生产线 脱胎换骨

2000年1月，37岁的周斌全调任
涪陵榨菜集团党委书记、董事长、总经
理，他决心要“把涪陵榨菜的金字招牌
送上资本市场”，不过这并不容易。

当时，涪陵榨菜集团完全是个“烂摊
子”，不仅生产落后，年产能低，而且负债
高达500万元。周斌全要做的第一件事
就是改变手工作坊式生产，实现工业化。

他先带领团队考察了美国食品、日
本酱腌菜、韩国泡菜的工业化流程，学习
国际先进的生产方式。然后从德国引进
生产设备，进行技术改造，建成国内酱腌
菜行业第一条榨菜自动化生产线。

在生产过程中，周斌全对产品质量

严格把控。其中，脱盐和计量包装环节自
动化最难。为了让榨菜脱盐实现低盐化
标准化，口感均匀，技工们在实验室里做
了1000多次试验，终于成功研制出榨菜
自动脱盐机。

有一次，某分厂的一批榨菜产品盐
分超标。有员工建议降价，实行内部处
理，周斌全却立刻下令：禁止出厂，全部销
毁，并且免除了该分厂厂长的职务。

通过建立现代化生产线，涪陵榨菜
集团第一年就实现扭亏为盈。2001年销
售额1.5亿元，2002年销售额2.2亿元。

央视做广告 打造品牌

生产和销量上来了，如何扩大涪
陵榨菜的品牌影响力、走向全国呢？

当时，涪陵榨菜集团的主要产品是
“乌江榨菜”，但是由于涪陵是榨菜的原产
地，“乌江榨菜”远不如“涪陵榨菜”有名。

所以，周斌全就在包装上写上“乌
江榨菜，正宗涪陵榨菜，始于1898年，
巴国古都涪陵因乌江（古称涪水）而得
名……”对乌江和涪陵进行视觉捆绑，
提升“乌江榨菜”的知名度。

此外，调查显示，很多消费者因为
榨菜含有各种防腐剂、香精、口味重等
原因放弃吃榨菜。

周斌全就提出“三榨”口号，在生
产中严格执行“三清三洗三腌三榨”的
标准，不断提升乌江榨菜的口感，逐渐
获得消费者的认可。

之后，周斌全决定做广告打响品
牌。他花费1400万元买下两个月的

央视广告，签下知名演员张铁林作为
广告代言人，乌江榨菜由此一炮而
红。此后，涪陵榨菜集团每年销售额
的涨幅达到20%以上。

增加附加值 成功上市

随着涪陵榨菜集团不断壮大，周
斌全距离进入资本市场的目标也越来
越近。他知道，要想成功上市，企业需

要有令人信服的成长性和高回报率，
但这对于薄利的榨菜来说有些困难。

深思熟虑过后，他决定增加榨菜的
附加值。恰逢2008年一场冰雪灾害，
导致原料青菜头整体减产30%。周斌
全抓住机会，将产品价格上涨23%。

同时，他“精兵简政”，砍掉近80%
的产品数量，只留下20余种主力品种，
降低管理成本。

2009 年，“乌江榨菜”销量达到
7.12万吨，位居榨菜产品全国市场占
有率第一。2010年11月23日，涪陵
榨菜在深圳证券交易所挂牌上市，募
集资金5亿多元。

根据2018年财报，全年营业收入
19.14亿元，比上年增长25.92%；2019年
半年报显示，上半年实现营收10.86亿
元，同比增长2.11％。

有了资本的支持，周斌全大力进
行技改，进一步推动公司产能扩张和
技术升级，推到榨菜生产从自动化到
智能化迈进，进一步改造现有销售渠
道，调整产品结构，逐步淘汰低毛利产
品，改善盈利能力。

与农户合作 共同发展

周斌全接手涪陵榨菜集团19年
来，让一个濒临倒闭的企业发展壮大，
年实现利税总额近10亿元，创造了19
年销售连续增长，19年利润连续增长
的奇迹！乌江榨菜在行业内品牌知名
度、市场占有率均为第一。

涪陵榨菜翻身了，但不忘带领农户
共同发展。涪陵榨菜集团长期以来执行

“公司+基地+农户”的保护价收购政策，
与农户结成稳定的互助合作关系，一方
面，通过技术指导，资金扶持，带动榨菜种
植从数量到质量的全面发展，满足了“乌
江”牌榨菜日益增长的销售需求；另一方
面，榨菜集团在涪陵区20多个乡镇建原
料基地20万亩，菜农人均收入超过2000
元/亩。同时还发展了萝卜基地、建立了
出口原料基地，并积极探索新的产业化发
展模式——股份化榨菜专业合作社，目
前已协助成立了100家股份化榨菜专业
合作社，带动了全区50万农户的发家致
富和周边地区相关产业的发展。

潘锋 图/皮林

周斌全：会做榨菜，就只做榨菜劳动筑梦·榜样同行
重庆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

周斌全（左一）检查指导榨菜原料看筋作业

11月26日，两江新区黄桷片区的湖映坡地公园，根据坡度不同栽种上了波斯菊、染井吉野樱等。 记者 张锦辉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