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讯 （记者 韩毅）11月28
日，中国第二届温泉与气候养生旅游国
际研讨会在北碚区举行，来自中国、意
大利、匈牙利、波兰、日本等多个国家和
地区的专家学者齐聚一堂，“聚智聚资”
温泉与气候养生，助力重庆打造世界一
流的温泉旅游城市和温泉疗养胜地。

本届研讨会以“创新融合温泉与
气候康养，大力推进生态文明建设，打
造‘两高’世界温泉谷”为主题，由市温
泉旅游行业协会主办，亚太（重庆）温
泉与气候养生旅游研究院承办。多位
国际权威专家以及温泉机构代表和知
名企业参会。

世界温泉与气候养生联合委员会
主席恩贝托·索里曼致辞表示，当前，
温泉产业资源的开发利用远远不够。
未来的方向是将温泉资源融入大健康
产业，与医学、森林康养等深度融合。
他表示，重庆在温泉领域的实践和研
究，成效十分突出。世温联将进一步
加强与中国的合作。相信在不久的将
来，中国将诞生更多具有国际影响力
的温泉旅游目的地和温泉品牌。

国家文化和旅游部资源开发司度
假休闲指导处相关负责人表示，近年
来，在市委、市政府提出打好“温泉”牌
的部署下，我市温泉产业在资源产品

开发利用、品牌建设与管理等多方面，
取得了诸多成效和宝贵的经验。期待
重庆以文旅融合为契机，在“温泉+”
等方面提档升级，为中国温泉产业高
质量发展做出更大贡献。

“重庆是温泉资源高度集聚的城
市，现全市温泉年接待游客近1500万
人次，综合收入近百亿元。”会上，市文
化旅游委负责人表示，下一步重庆将
从机制创新、要素创新、业态创新等着
手，加快推进温泉与气候养生旅游的
发展。我市将深化“温泉+”多元发
展，深化国际合作，在重庆发起设立世
温联“一带一路”创新研发中心，与各

国开展技术、资金、人才、产品、服务、
管理等方面的深度合作；深化资源挖
掘，加快建设“世界温泉谷”等，建设

“世界一流温泉旅游城市和温泉疗养
胜地”，让“近者悦、远者来”。

会上还举行了“2019世界温泉之
都”微视频故事大赛颁奖仪式，《怦然
心动》《竹林悠笛》等12部作品获奖；
北碚荣获中国“十佳温泉旅游目的地”
称号；世界温泉与气候养生联合会重
庆代表处、亚太（重庆）温泉与气候养
生旅游研究院正式揭牌；市文化旅游
委、北碚区政府分别与多方签订战略
合作协议等。

重庆 打造世界一流温泉旅游城市
第二届温泉与气候养生旅游国际研讨会在北碚召开

本报讯 （记者 韩毅）11 月
28 日，在中国第二届温泉与气候养
生旅游国际研讨会上，市文化旅游
委、北碚区政府分别与多方签订战略
合作协议，大力推动重庆温泉产业提
档升级。

这些协议包括市文化旅游委、北
碚区政府与世界温泉与气候养生联合
会签订《战略合作框架协议》，市文化
旅游委与中国旅游协会温泉旅游分会
签订《战略合作框架协议》，石柱县政
府与亚太（重庆）温泉与气候养生研究

院签订《战略合作协议》等。
根据相关协议内容，市文化旅游

委与中国旅游协会温泉旅游分会将整
合国内外资源，开发具有重庆特色的
系列康养产品，实现重庆温泉与气候
康养产业的提档升级。同时，双方将
在温泉行业标准制定、温泉康养示范
基地打造、加强星级温泉企业创建工

作、加强品牌营销合作、加强人才培训
合作等方面加强合作。

市文化旅游委、北碚区政府将
与世温联在温泉、康养、文化、旅游、
艺术、文物保护、音乐、体育等领域
进一步加强合作。石柱县政府将委
托亚太（重庆）温泉与气候养生旅游
研究院为其编制康养旅游发展战

略、实施方案及开发系列特色康养
旅游产品。

市文旅游委主任相关负责人表
示，重庆温泉旅游发展正处在加速推
进、全面发展的历史机遇期和黄金发
展期，这些战略合作协议的签订，将极
大助力重庆建设世界一流温泉旅游城
市和温泉疗养胜地。

重庆与多方签订协议 推动温泉产业提档升级

本报讯 （记者 韩毅）11月28
日，中国第二届温泉与气候养生旅游国
际研讨会的重要子活动——重庆温泉与
气候养生旅游顾问年会在北碚召开，我
市再次聘请17位全球知名温泉与气候
养生旅游顾问，助推温泉产业提档升级。

去年，在中国首届温泉与气候养
生旅游国际研讨会上，我市聘请了17
位来自全球知名温泉与气候养生领域
专家，作为重庆温泉与气候养生旅游
专家顾问，以他们的前沿学术理念和

产业创新实践，为重庆打好“温泉”牌
提供智力支持，聘期一年。在这一年
中，这些专家顾问为重庆温泉旅游产
业发展作出了较好贡献。

借鉴去年的成功经验，在本次顾
问年会上，我市再次聘请17位全球知

名温泉与气候养生旅游顾问，他们中
包括日本温泉气候物理医学学会原理
事长、日本北海道大学名誉教授大塚
吉则，波兰卫生部浴疗学专家委员会
副主席、波兰浴疗与物理医学协会主
席杰斯克·觉诺瓦斯基等。

在接下来的一年，这些专家顾问
将对重庆温泉展开课题研究和进行产
品研发，包括助力重庆开展一系列康
养产品及衍生品的开发、制定一套温
泉康养标准、开展一批温泉品牌建设、
打造一批温泉旅游康养项目等。

为重庆温泉产业提供智力支持

17 位专家受聘组成智囊团

□本报记者 韩毅

当前，温泉旅游正从休闲娱乐型
向康养复合型转变，在“大健康、大旅
游”时代背景下，自带“康养”基因的
温泉业如何摆脱“门票经济”，延伸产
业链，提升附加值？在第二届温泉与
气候养生旅游国际研讨会上，来自中
国、日本、澳大利亚等国家和地区的
专家分享了他们的观点。

南京汤山温泉旅游度假区管
委会主任王德家

打造“温泉+”主题式发展

“持续推动温泉产业的发展，应
以‘温泉＋’为主体，大力发展休闲
度假养生等业态；以温泉为重点，开
发会议会展、文化创意、健康养老、
运动游乐等功能。”世界著名温泉小
镇——南京汤山温泉旅游度假区管
委会主任王德家分享了他的观点。

以南京汤山为例，首先要坚持高
起点规划，对整个旅游核心区做整体

的设计，并协同建筑、景观等进行全
面提升，以“温泉+”为主题发展休闲
度假温泉养生、会议会展、健康养老、
运动娱乐等。

其次，持续加快产业的集聚。构
筑温泉+健康养生、休闲度假、乡村旅
游、运动娱乐等五大主题旅游产品体
系。积极推进产城融合，以城市为基
础承载产业空间和发展产业经济，以
产业为保障驱动城市更新和完善服
务配套。

最后，还要持续完善公共配套、
持续加强软件服务、持续创新运营管
理、持续关注品牌塑造等。

日本健康开发财团首席研究
员后藤康彰

人才是温泉康养重要资源

“健康是人最基本的财富。水疗是
现代医学的重要补充，如何让温泉发挥
疗效，人才是关键。”研讨会上，日本健
康开发财团首席研究员、日本温泉气
候物理医学会评议员后藤康彰称。

他表示，在欧洲，很多人以保健
医疗为目的泡温泉；在亚洲，很多人
则以休闲娱乐为目的。根据研究，泡
温泉确实对肌肉病、关节炎、腰酸背
痛、高血压、糖尿病等有疗效。但是，
温泉的种类和泉水所含的成分不同，
对泡泉者的作用也不一样。

在他看来，水疗是现代医学的重
要补充，对泡泉者身体大有裨益。这
需要人力资源支持，比如治疗专家、
高级顾问、使用顾问等，因此亚洲温
泉行业要进军康养领域，培养专业人
才是一个关键因素。

亚太水疗康体联盟主席安德
鲁·加卡

做好品牌和营销是关键

“品牌和营销是做大温泉康养产
业的‘定海神针’。”会上，亚太水疗康
体联盟（APSWC）主席安德鲁·加卡
分享了他的观点。

在他看来，温泉康养是温泉行业
未来发展的方向。如何吸引消费、引

导消费、培育市场，是温泉从休闲娱
乐型向康养复合型转变的重要因素。

他表示，一些有效的工具可以很
好地促进市场营销，比如邀请自带流
量的名人代言，提升水疗产品的人
气；参与行业奖项审评，树立品牌；举
办各类活动，给客户提供一些独特的
体验等。

中国台湾馥兰朵乌来度假酒
店执行董事江俊嶙

“服务+”是温泉业取胜之道

“温泉产业无论向哪个方向发
展，服务都是其重中之重。服务大家
听起来很熟，但它不是看起来那样简
单。”研讨会上，中国台湾馥兰朵乌来
度假酒店的执行董事江俊嶙表示。

他称，服务的本质是付出，核心
在于人。服务的对象不光是针对顾
客，还包括员工、合作伙伴、居民以及
环境友好等。做好服务，不能只谈技
巧，还要进行文化植入、仪式感植入、
重视传承、尊重环境空间等。

温泉旅游如何摆脱“门票经济”

本报讯 （记者 陈波）11月28日，
记者从市检察院获悉，在此前召开的
第二届服务保障长江经济带发展检
察论坛上，最高检发布《服务保障长
江经济带发展典型案例（第二批）》，
我市涪陵区检察院办理的张某某、王
某某跨省非法处置危险废物污染环
境案入选。

据了解，最高检此次发布的12件
典型案例，均为保护长江经济带生态
环境资源典型案例，包括刑事案件3
件、刑事附带民事公益诉讼案件2件、
其他公益诉讼案件7件，其中保护长江
水资源安全案件8件、保护长江岸线林
地生态安全案件2件，涉及饮用水源地
保护、长江岸线林地保护、长江干线非
法码头清理等突出违法情形。

涪陵区检察院相关负责人介绍，
2016年8月至2017年12月期间，重庆
王某某在无危险废物经营许可证情况

下从事船舶油水混合物（危险废物）经
营活动，先后在多地大量收集船舶油
水混合物共计151.72吨。湖北张某某
在无危险废物经营许可证情况下，从
王某某处购买船舶油水混合物151.72
吨后，在进行油水分离过程中，部分含
油污水被排放至周边环境，造成厂区
周边土壤、水源被污染。

最终，被告人张某某犯污染环境罪被
判处有期徒刑九个月，并处罚金5千元；
被告人王某某犯污染环境罪被判处有期
徒刑八个月，并处罚金1万元。一审判决
后，张某某、王某某均未提起上诉。

涪陵区检察院办理的这起典型案
例，系长江流域跨省处置危险废物的
典型污染案件，存在着“三大难问题”，
即涉及收集、贮存、运输、处置等多环
节上下游共同犯罪认定难，公安机关
跨省份取证、固定证据难，坚持刑事打
击与跨省份生态修复操作难等问题。

涪陵区检察院办理的跨省污染环境
刑事案件入选最高检典型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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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首席记者 陈维灯
实习生 周传勇

“合川区渭沱镇大岚村方溪口骨粉
厂排放难闻气味扰民。”8月10日，在
接到中央第四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转
办案件后，合川区相关部门立即前往现
场调查。

合川区生态环境局负责人介绍，该
厂存在原料堆放车间未进行封闭，骨料
堆存间堆存的原料会因高温产生臭味，
生产车间相应的大气污染防治设施升
级改造还未完成等问题。

为此，合川区相关部门要求该厂对
所有的生产排污环节进行排查、分析，
制定切实可行的整改方案，并按方案实
施。同时，要求该厂在完成治理设施升
级改造并恢复运行之前，不得擅自恢复
生产。

中央第四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
于7月12日至8月 12日进驻重庆开
展生态环境保护督察以来，合川区接
到了不少督察组转办的关于工业企
业污染扰民的案件，合川区各部门高
度重视、密切配合，对所发现的问题
立行立改，并强化对企业的日常监
管，落实属地管理责任，确保企业污
染治理设施正常运行，实现污染物稳
定达标排放。

食品加工厂更新环保设备
确保废水废气达标排放

“合川区南津街工业园区友军食品
厂1楼朱老板豆制品厂夜间22点下班
后偷排污水到下水管道。合川区环保
局要求污水处理达到3级以上进行排
放，但朱老板豆制品厂未达到标准，经
常夜间进行偷排，希望暗访。”

7月14日，接到群众反映后，合川
区生态环境局立即派出执法人员联合
区工业园区管委会等相关部门工作人
员到现场调查处置。

检查发现，群众反映的企业实为友
联食品加工厂，该厂现有废水处理设施
过于简陋，不能保证生产废水稳定达标
排放，现有油烟净化装置功率不够，不
能保证生产时油烟得到有效收集处理。

针对发现的问题，合川区环境行
政执法支队当即对企业负责人进行了
相关环保法律法规的宣传和教育；要
求企业立即对其现有废水处理设施进
行排查，制定专项整治方案；更换现有
的油烟净化装置；并要求其在停产整
改过程中加强管理，做好相关环保工
作，不得出现违规或超标排放污染物
的行为。

友联食品加工厂随即制定了整改
方案，并及时开展废水污染治理设施项
目整改工作：更换了故障设备，订购并
安装了新的油烟净化装置，确保生产废
水、废气能稳定达标排放。目前，该厂
违法排放污水问题已整改完成，废水、
废气实现达标排放。

建材公司粉尘、噪声扰民
立即整改落实

8月初，有群众反映合川区土场镇
北汽银翔工业园区搅拌站排放扬尘大
和夜间货车行驶噪声扰民。

根据调查，群众投诉的搅拌站是重
庆雅博建材有限公司，位于土场镇三口
村北汽银翔工业园，于2015年1月建
成投产。合川区汽车产业服务中心、合
川区生态环境局、土场镇政府相关负责
人去到该公司现场调查，区环境监测站
对企业厂区内外排放颗粒物现场进行
监测，对发现的噪声污染、扬尘污染等
问题，现场督促企业立即整改落实。

针对群众反映的搅拌站扬尘、噪音
问题，该建材公司高度重视，在相关部门
单位的督促指导下，组织工人对厂区出
站道路破损路面进行维修，减少道路扬
尘、噪声隐患；生产期间，确保搅拌站的
洒水、喷雾机等降尘设备持续运行正常，
确保厂区和出厂道路降尘达最佳效果。

同时，该建材公司及时与多家材料
供应商协调，严格运输车辆出入的环保
管理，增添车辆密封设备和监管措施，
教育车辆驾驶员控制车速，减少沿路河
沙、碎石、水泥及商品混凝土洒漏；明确
规定搅拌站22点后停止生产、运输，极
大地降低搅拌站机械生产和车辆运行噪
声对群众的夜间居住生活影响；加强搅拌
站生产废水收集系统的运行管理，杜绝废
水排入溪河及田间地头造成环境污染。

输送廊道全密闭防尘降噪整改
解决噪声扰民问题

8月10日，有群众投诉，“合川区
盐井街道办事处金九水泥厂输送带传
输过程产生噪声，影响周边居民生活环
境。目前，该水泥厂为逃避中央生态环
保督察组检查已停工。”

合川区相关部门现场检查发现，被投
诉企业为重庆三山建材有限公司，其所属
石灰石长胶带输送廊道，主要为重庆金九
建材集团有限公司输送石灰石原料。

该项目于2019年4月投入运行。
廊道全长4.35公里，途经合川区盐井
街道茶园村、建梁村、糖坝村和南津街
道米坊村共4个村社。根据输送廊道
项目环评要求，需对廊道两侧50米范
围内的居民实施搬迁，但目前仍有16
户居民未搬迁。

调查发现，该廊道存在的主要问题
为重庆三山建材有限公司未严格执行
环保“三同时”制度，长胶带输送廊道项
目未严格按照环境影响评价文件要求
采取密封降噪措施。

为此，合川区相关部门约谈企业并组
织召开了廊道噪声整治专项协调工作会，
要求企业尽快落实输送廊道降噪措施。

目前，该企业已拟订《廊道噪声治
理工作计划》，明确在2019年12月底前
将所有强噪声托辊实施更换，在2020
年6月前完成廊道封闭降噪工程。

同时，合川区还对重庆三山建材有
限公司长胶带输送走廊未按照环评要
求设置密封罩的环境违法行为进行立
案查处。

合川着力整改
工业企业污染扰民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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