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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化提升 保持洁净 确保安全

渝中 精益求精做好热点景区城市管理

行千里，致

广大。随着知名

度与吸引力的不

断提升，重庆日

益成为无数中外

游客最为向往的

旅 游 目 的 地 之

一。其中，洪崖

洞、朝天门、李子

坝轻轨站等热点

景区更是成为吸

引游客争相前去

的强磁场、打卡

地。

怎样做好这

些热点景区的城

市管理工作，让

游客全面体验重

庆之美？渝中区

以“绣花功夫”扎

实 做 好 城 市 提

升，让这些景点

更加美丽洁净、

安全有序，使游

客们在欣赏山城

美景的同时收获

美好与幸福。

乘轨道从李子坝站穿楼而出，
脚下，纷繁绚烂的花草好似一张天
然的野花草甸，城与景、自然与时
尚，完美地契合在一起……到明年
春季，乘轨道经过李子坝站打卡的
游客们将会见到这样一幅美丽的
图景。

因为穿楼奇景，李子坝轨道站
近年来迅速崛起为著名打卡地。
怎样让这一景点更耐看、更美丽？
为了给这一著名景点添颜值，同时
增强城市生态功能，渝中区拟将崖
壁—坡地—轨道立柱—建筑作为
一个整体生态系统，在李子坝打造
立体野花草甸景观，让列车在“花
海”中穿行。

去年以来，针对各个旅游热点
景区，渝中区下足“绣花功夫”，不
断提升城市颜值与气质，力求让各
个景区以“完美”的姿态展现在中
外游客面前。

在洪崖洞景区周边，渝中区
城管局对临江支路天桥和罗汉寺
天桥进行绿化美化。临江支路天
桥应急绿化工程总长约 130 米，
重点对天桥两侧增设花箱和滴灌
系统，栽植色叶植物三角梅 353
株，点亮城市灰空间；对天桥下绿
岛进行绿化品质提升，主要以美
化电箱外观并增加精品罗汉松和
景观石的方式，打造渝中精品园
林。

位于嘉陵江畔的戴家巷崖壁
公园紧邻洪崖洞景区，依托崖壁
独特的地势，在高差约60米的崖
壁上，打造了一条蜿蜒曲折的山
城步道，是一个极具山城特色的
公园。

渝中区在其中精心打造了多
个节点景观，进行绿化品质提升，
同时设有5个观景平台和一条总长
约723米的崖壁栈道，吸引了无数
中外游客前去打卡。

“以绣花般的细心、耐心和匠
心推动城市品质和形象的进一步
提升，改善游客体验，努力让渝中
成为中外游客的向往之地。”渝中
区城市管理局相关负责人表示。

转运垃圾2499.5吨，其中生活
垃圾2105吨、餐厨垃圾296吨、大
件垃圾75吨、果蔬垃圾23.5吨……
这是去年“五一”3天，渝中区城市管
理部门在热点景区和窗口地区转运
的的垃圾数量。

环卫清洁是城市管理最基础
的工作，直接关系到城市形象。渝
中区因地制宜、整合资源，从三方

面着手，加强窗口地区、网红景点、
主次干道等重点区域环境卫生管
理力度，为市民、游客营造整洁靓
丽的节日环境。

每天，渝中区城市管理部门都
要加强对解放碑片区、洪崖洞、长
江索道、180平台、李子坝轻轨、印
制二厂等窗口地区、网红景点进行
清扫保洁，节假日期间甚至延长夜
间保洁时间至24点。同时，科学
安排洗扫车、洒水车，错峰对全区
主次干道、重要节点进行清扫冲
洗，确保路面干净整洁。

“虽然人很多，但环境很洁净，
感觉很舒适。”第一次来重庆旅游
的山东游客王女士在朝天门来福
士广场发出这样的赞叹。而跟王
女士一样，不少来到来福士广场的
市民和游客都表示，在这样干净舒
适的环境里逛街购物、与朋友聚
会，心里非常愉快。

小公厕，大窗口。走进鹅岭印
制二厂的一处公共厕所，里面灯光
明亮，地面洁净无水渍，清洁人员
每隔10几分钟就会对其进行一次

保洁维护。
为了营造整洁、清爽的公厕环

境，渝中区城管局今年以来重点针
对热点景区开展了公厕环境卫生
提升行动，巩固“公厕革命”成果，
充分展现渝中文明形象。

每天，渝中区有近200名公厕
保洁员按照地面干、蹲位净、门窗
墙壁洁、灯具亮、无蚊蝇、无臭味的
工作要求，对各大景区及周边的79
座公厕进行保洁维护，并确保公厕
内设备齐全完好、标识指示清晰、
保洁工具规范。

同时，加强公厕周边巡查，质
检员不定时抽查、分队长每日巡
查，及时掌握公厕的保洁和使用情
况，针对检查中发现保洁不到位、
卫生不达标的公厕立即整改，“跟
踪式”落实整改情况，提高公厕卫
生质量。

值得一提的是，渝中区还着力
强化公厕管理员服务意识，注重细
节培训，规范文明用语和文明管
理，确保为如厕的市民和游客提供
温馨、满意的服务。

对于渝中各热点景区来
说，每个节假日都是对城市
管理工作的一次巨大考验。
其中，维护市政设施安全、平
稳、顺利运行，确保游客人身
安全更是工作的重中之重。

去年国庆期间，渝中区
热点景区每天人流量高达
100万人次。对此，渝中区
城市管理局分6个片区（朝
天门、洪崖洞、解放碑、印制
二厂和李子坝、中四路和大
礼堂、时代天街）组成巡查小
组，每组由1名分管领导带
队，重点区域每组安排8-10
人，一般区域安排5-6人，针
对市政结构设施及配套设施
进行巡查。同时，安排专人
每日坚持各人气景点和商圈
进行下水道气体检测。对于
天桥扶梯等动态结构设施，1
人1梯专人值守，确保12个
点位51台扶梯安全运行。
同时，在朝天门广场和洪崖
洞分别驻守一组由5人组成
的维护工和管理员，一旦发生问题可以
立即进行应急处置。

小什字是通往渝中各景点的交通枢
纽。去年10月1日，从中午开始，小什字
轨道出口及周边人流量急速增加。对此
情况，渝中区城市管理局白天加大巡查
值守力度，夜间组织增设护栏疏导游客，
确保安全有序。

在罗汉寺至来福士沿线上，渝中
区城管局密切配合交管部门将7个点
位的固定人行栏杆更换为活动栏杆，
每日根据人流量情况，安装或拆除活
动栏杆，对人流量进行科学疏导，有效
的解决了人流量增大带来的安全隐
患，确保了行人安全。

在渝中城管和各部门人员的共同
努力下，去年国庆期间，渝中各大商圈
及景区市政设施正常平稳运行，为市
民游客创造了一个安全、舒适、靓丽的
城市环境和优质的旅游体验。

张锋 盛志信
图片由渝中区城市管理局提供

美化提升 持续擦亮景区颜值

洁净舒适 为游客增添美好旅游体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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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在设计建设中的李子坝轨道穿楼景点护坡正在设计建设中的李子坝轨道穿楼景点护坡（（效果图效果图））

环卫工人夜间清洗李子

环卫工人夜间清洗李子

坝轨道穿楼景点周边道

坝轨道穿楼景点周边道路路

洪崖洞景点临江观景台防腐木维护
洪崖洞景点临江观景台防腐木维护

城管执法队员节假日上街维护洪崖洞景

城管执法队员节假日上街维护洪崖洞景

点周边市容秩序

点周边市容秩序

□本报记者 黄乔 实习生 饶桐语

最近，王时龙很忙，他说他在为自
己那个“有意义的梦想”努力着。

“我的梦想就是让每个零件、每颗
齿轮会‘交流’、会‘说话’！”日前，王时
龙在接受重庆日报记者专访时说，随着
中国“智”造时代的到来，传统工科也逐
渐向新工科转型。他正在进行“人机
物”融合的研究——即把计算机的存储
能力、计算能力与人的决策能力、思考
能力有机结合，通过附加在零件上的芯
片让零件变得智能，这将大大提高车间
运行效率。

让零件学会“说话”！这个梦想，王
时龙已经坚持20年了。他说，如今随
着5G时代的到来，自己离梦想越来越
近了。

误打误撞与齿轮结缘 成为
行业专家

对王时龙来说，做齿轮，并不是他
意料之中的事。

1984年，父亲一句“好男儿志在四
方”，让湖南男孩王时龙在填报高考志愿
时，选择了重庆大学机械制造工艺设备
及自动化专业。“我中学时物理成绩非常
好，也喜欢画画。”王时龙回忆说，本以为

“工艺”是与工艺品相关，“机械制造”又
看似和物理相关，就这样满怀憧憬地填
写了这个似乎符合自己喜好的专业。

进入大学才知道，此工艺非彼工
艺。“我有种上当受骗的感觉。”王时龙
笑着说。

虽然学习机械制造工艺设备及自
动化专业是误打误撞，但王时龙却毫无
保留地，把全部青春都献给了齿轮领
域，一干就是35年。

“对重庆而言，汽车是支柱产业，齿
轮作为汽车变速箱的核心零部件，在汽
车产业中的作用举足轻重。”王时龙说，
长期以来，国产齿轮加工装备只能保证
手动挡变速箱以及低端自动变速箱齿

轮的加工，并不能满足重庆齿轮产业向
高精度和高速干切方面的转型发展。

为改变这样的状况，王时龙团队与
重庆机床集团合作，研制了高精度数控
磨齿机床等，达到国际先进水平。

作为我国一级重点学科“机械工
程”的学术带头人，这些年来，王时龙还
先后担任国家863先进制造领域主题
专家、“数控一代”总体专家组专家、网
络化协同制造及智能工厂总体专家组
专家，主持国家级科研项目40余项，获
发明专利30多项。

攻坚克难 研发全国首台
全数控高效大型滚齿机

“以前，我们国家大规格齿轮加工
机床都依赖进口。”王时龙说，如果遇到
航母等大型装备传动系统出现故障，没
办法维修，很可能就变成一堆‘废铁’，
更谈不上制造新的大型装备了。

于是，在2006年通过联合重庆机
床集团、重庆齿轮箱有限公司等齿轮行
业领军企业，在国家科技重大专项等支
持下，王时龙带领团队攻坚克难，研发
了全国首台全数控高效大型滚齿机。

王时龙回忆说，要让直径3米的大

型风电齿轮顺利加工出来，首先必须制
造出相应大小的专用全数控高效大型
加工机床，而国内当时并没有这样的设
备。此外，大齿轮受热变形更大，如何
减少误差，也成为一大难题。

为了解决这一系列难题，王时龙和
他的团队做了大量实验。“有的时候运
气好，几天就找到某个误差产生的原因
了。运气差的时候，一个数据我们要实
验几个月甚至一年以上。”

最终，王时龙团队用3年时间，研
发出全数控高效大型滚齿机。这项获
得2018年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的研究
成果，满足了航母、汽车、大型风电等国
家重大需求，广泛应用于我国90%以
上水面舰艇齿轮加工，也为汽车变速箱
的批量国产化提供了保障。

“那时，进口某型号大型齿轮加工
机床800万元一台，后来我们研发出自
己的机床，进口价格直接降到600万
元！”王时龙骄傲地说。

他有一个梦想 让零件会“说话”

在采访中，王时龙提得最多的就是
他的梦想——让零件会“说话”、会“交
流”。而梦想的灵感，来自于1999年发

生的一个生活场景。
“有次，我委托学生帮忙买火车

票。他问我，老师您要去哪儿、哪天乘
车、选上铺还是下铺……到了售票点，
学生又观察售票窗口前的排队情况，选
择人少且移动速度较快的队列，最终高
效快捷买到火车票。”王时龙说，这让他
突发奇想——如果车间的每一个零件
也能像学生那样会“交流”就好了。“除
了零件与零件之间，零件与机床之间也
希望能‘交流’，如会去思考到哪儿加工
能保证精度、价格最划算，到哪儿加工
最省时……”

王时龙这个带有几分科幻色彩的
设想，也正是无人车间的模型。为了实
现这个梦想，他已经研究了20年。

“我从来没有停止过对这个问题的
思考和研究。当然，这也需要多个领域
的共同合作才能实现。”王时龙告诉记
者，当前，他正在牵头承担国家重点研
发计划：科技创新2030—新一代人工
智能重大项目“人机物虚实融合的复杂
制造协同控制与决策理论方法研究”。
他相信，随着5G时代的到来和智能机
器人的飞速进步，自己的梦想很快就会
变为现实。

他研发的高精度数控磨齿机床，达到国际先进水平；研发的全国首台全数控高效
大型滚齿机，获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如今正努力研究让每个零件会“说话”——

王时龙 在齿轮领域深耕35年

据新华社北京1月4日电 日前，
经中共中央批准，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对
全国人大原内务司法委员会副主任委
员、陕西省委原书记赵正永严重违纪违
法问题进行了立案审查调查。

依据《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
《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法》等有关规定，

经中央纪委常委会会议研究并报中共
中央批准，决定给予赵正永开除党籍处
分；按规定取消其享受的待遇；终止其
陕西省第十三次党代会代表资格；收缴
其违纪违法所得；将其涉嫌犯罪问题移
送检察机关依法审查起诉，所涉财物随
案移送。

全国人大原内务司法委员会副主任委员、
陕西省委原书记赵正永严重违纪违法被开除党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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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1月4日电 国务院任
免国家工作人员。

任命朱咏雷为国家广播电视总
局副局长；任命骆惠宁为中央人民政

府驻香港特别行政区联络办公室主
任。

免去王志民的中央人民政府驻香
港特别行政区联络办公室主任职务。

国务院任免国家工作人员

本 报 讯 （记 者
张莎）近日，重庆市第七
届红樱桃“冬日针爱”活
动走进巫山双龙镇乌龙
学校、巫山县铜鼓小学
校，众多志愿者来到现
场，用爱心撑起孩子们
的暖冬。

本次活动中，渝中
区为巫山县送来了大量
物资。“我们发起组建了
社区、企业、大学生、爱
心妈妈等6支志愿者队
伍，带来了750套帽子、
围巾和手套。”渝中区委
宣传部负责人介绍，该
区不仅给孩子们送来了
保暖装备，还有30箱卫
生用品、400支笔、350
套文具袋、100套保暖
用品……另外请来高级
验光师，为50名同学免
费验光和配赠眼镜。

红樱桃“冬日针爱”活动走进巫山

◀近日，巫山县铜
鼓小学校，双手长满冻
疮的苏月戴上志愿者送
去的帽子和围巾。

记者 崔力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