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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 张亦筑）科技部日
前正式发文批复重庆建设国家新一代人
工智能创新发展试验区（以下简称试验
区）。试验区怎么建？3月11日，重庆日
报记者从市科技局获悉，重庆计划用5
年左右时间，聚焦智能制造和智慧城市
两大领域，开展基于传统工业基地改造
升级的智能制造试验示范及基于山地城
市独特场景的人工智能智慧城市场景构
建示范，打造西部人工智能创新资源集
聚区、人工智能激励政策试点区、推广应
用模式示范区。

按照总体目标，重庆还力争培养一

批人工智能领域高端创新创业人才团
队、企业，形成一批人工智能领域优秀应
用场景解决方案，探索一批人工智能与
经济社会发展深度融合的典型模式和成
功经验，在人工智能地方立法、标准制
定、知识产权保护等方面走在全国前列，
打造中西部人工智能高地，辐射引领长
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

从布局来看，重庆将以两江新区、重
庆高新区、重庆经开区及重点区县布局
开展智能制造、智慧物流等应用示范，开
展数据开放与保护、智能产品标准制定
等政策试验，开展人工智能监管与评估、

政府治理等社会试验。
市科技局相关负责人表示，重庆

建设试验区有 5 项重点任务，包括实
施人工智能+智能制造产业提升行动，
打造“智造重镇”；实施人工智能+智慧
城市场景应用示范行动，打造“智慧名
城”；实施人工智能政策试验行动，探
索人工智能发展的新路径新机制；实施
人工智能社会实验行动，探索智能时代
政府治理的新方法；实施人工智能基础
设施建设行动，强化人工智能创新发
展的条件支撑。目前，建设方案正在
制定中。

记者了解到，根据《国家新一代人工
智能创新发展试验区建设工作指引（国
科发规〔2019〕298 号）》，到2023年全国
将布局建设20个左右试验区。除重庆
之外，此次同时获批的还有成都。

该负责人还表示，作为国家支持成
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的重大举措，成
渝同时获批试验区有助于两市利用人
工智能技术改造提升传统产业，加快培
育包括人工智能在内的高新技术产业，
建设具有全国影响力的科技创新中心，
促进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高质量发展、
高水平融合。

重庆这样建设国家新一代人工智能创新发展试验区
聚焦智能制造和智慧城市两大领域，5年时间实施5项重点任务

本报讯 （记者 王翔）又是一年
春来到，11日，在“3·12植树节”即将
到来之际，市林业局公布了全市52个
义务植树基地名单。鉴于目前仍处于
疫情期间，为避免大规模人员聚集，市
绿委办建议，广大市民除了到义务植
树基地植树外，还可采取认养认管等
多种形式尽责。

近年来，为加快全市生态文明建
设，我市不断加快国土绿化步伐。
2019年，全市共实施各类营造林640
万亩，其中，义务植树5540万株、共
1200多万人次参加。截至2019年底，
我市国土绿化提升行动三年1700万亩
建设任务，已累计完成1140万亩、占比
67%，全市森林覆盖率达到50.1%。

市林业局生态处（市绿委办）处长
杨德敏说，今年疫情发生以来，为降低其

对国土绿化和义务植树的影响，我市从
2月中下旬开始，就陆续通过各乡镇、村
社分散造林的方式，加快造林步伐。

同时，为进一步推进国土绿化提
升行动，满足广大群众不同尽责形式
的需求，在一手抓防控，一手抓发展的
关键时期，当前，我市仍然征集并公布
了52个义务植树基地名单，以方便全
市机关、企事业单位和广大干部群众
参加义务植树活动。

当然，为避免大规模人员聚集，市
绿委办建议广大市民，除了前往义务植
树基地进行植树外，也可以通过绿地树
木管护认养、捐资认建等活动来尽责。
凡需前往植树基地参加义务植树的单
位、个人，要就地就近选择植树地点，同
时，要服从现场工作人员管理，在严格疫
情防控措施、参与人员流动轨迹排查、分
级分区管控前提下，有序参与义务植树
活动，以确保安全和义务植树成效。

52个义务植树基地等你来添绿

本报讯 （记者 廖雪梅）3月
9月，重庆日报记者从市住房城乡
建委了解到，市住房城乡建委近日
印发了《2020年城镇排水与污水处
理工作要点》（简称《工作要点》）。
《工作要点》提出，力争2020年底，
全市城市生活污水集中处理率达
95%以上，乡镇生活污水集中处理
率达85%以上；城镇生活污水集中
收集率达75%以上；污泥无害化处
理率达90%以上。

与此同时，我市将加快排水与
污水处理设施建设。今年，全市计
划完成6座、开工8座城市污水处
理厂新改扩建，完成5座城市污水
处理厂提标改造；配合完成113座
乡镇污水处理厂技术改造；建成城
市排水管网900公里、乡镇排水管

网800公里；完成珞璜电厂污泥处
置中心等专用污泥处置设施建设，
进一步提高污泥处置能力。

《工作要点》还要求，全市加快
“物联网+智慧排水”系统建设，推动
主城区城市排水防涝监测与应急响
应信息平台、城镇排水监测信息平
台、污泥无害化处置监管平台建设，
推进排水系统管理向智能智慧化管
理转变，进一步强化多部门协作，实
现数据共享、经验共享、实时调度。

此外，今年我市将进一步精简
排水许可办理资料及流程，推进《关
于优化社会投资小型低风险建设项
目排水环节改革的实施意见》的实
施，社会投资小型低风险建设项目
排水接入实现“零上门、零审批、零
收费”目标。

重庆城市生活污水集中处理率
今年底将达95%以上

□本报记者 杨铌紫

疫情发生以来，人到中年的孙
琳总算是彻底体会到上有老下有
小、既主内又主外的紧张和压力。3
月10日，在接受重庆日报记者采访
时，孙琳说，她把时间分割成以每小
时计算，每个时间点都有新的任务。

随着企业陆续复工，作为重庆
市女企业家协会秘书长，负责协会
日常事务的孙琳要及时传达政府复
工政策，引导会员企业有序复工；同
时作为重庆精通一心酒店管理有限
公司总经理，她还要负责酒店的运
营管理；丈夫作为医生随陆军军医
大学第二批医疗队出征武汉，家里
照顾老人和9岁儿子的担子也落在
孙琳一个人的肩上。

其实，这场被孙琳称为“后方的
战疫”，从大年初一便开始了。

1月25日晚，还在云南休假的
孙琳就开始搜集疫情防控资料。
她觉得，这场疫情来得突然，许多
事必须提前筹划。屋内家人们在
团聚欢笑过春节，孙琳却一个人来
到室外反复思索着，自己到底能做
些什么。

事不宜迟，为了第一时间向协
会会员发出倡议，孙琳开始制作和
修改倡议海报，一不留神忙完已是
凌晨一点多。回想当时的情形，孙
琳坦言：“疫情初期大家还不是很清
楚情况，因此我们就想用这样的形

式，号召大家投身到战疫中，有钱出
钱有力出力。”几天后，当她发起捐
款捐物的号召时，很快便募集到善
款十万余元。

在与重庆市红十字会、慈善总
会取得联系后，孙琳得知前线最缺
的是医用物资，随即与协会会长一
起八方找资源。每天电话打得手机
发烫，她说：“亲戚、朋友，能想到的
资源全都找了，看到有协会捐物，第
一反应就是找到负责人问问对方有
什么渠道。”

几番周折，协会购买到酒精
500公斤、口罩20000个。第一批
10000个口罩很快送达永川疾控中
心，另外10000个口罩也在几天前
送达湖北孝昌县第一人民医院。

另一副沉重的担子，则来自孙
琳管理的精通一心酒店。经营多
年，孙琳把诚信二字看得很重。2
月8日元宵节，等到酒店最后一位
客人离开，孙琳才决定关店休整。
但这时，她接到永川中医院希望酒
店能为医院一线医护人员提供住宿
安排的请求，打乱了她的计划。

孙琳爽快答应，但没想到，担心
感染的员工纷纷请假说不想干。于
是，她私下给酒店骨干做工作，她坦
承：“这事思想转变不过来，硬要员
工继续工作，也做不长久。”

第二天，员工来了十多人，第三
天又少了几人……孙琳给这支留下
来不足10人的团队，取名“酒店抗
疫冲锋队”。孙琳一脸认真地说：

“这是来自后方的‘冲锋’。医生在
一线抗疫，没有他们哪来抗疫战
果。虽然我们不能在一线，但为一
线医护人员搞好服务也是给抗疫作
贡献。”

重庆市女企业家协会秘书长孙琳：

几副担子一肩挑 疫情面前不能退

本报讯 （记者 崔曜）3月11
日，重庆日报记者从重庆机场集团
获悉，国际机场协会（ACI）公布了
2019 年 度 全 球 机 场 服 务 质 量
（ASQ）获奖名单，重庆江北国际机
场（以下简称重庆机场）荣获全球旅
客吞吐量4000万以上层级机场亚
太地区“最佳环境及氛围奖”“最佳
旅客服务奖”两项大奖。

国际机场协会开展的全球服务
质量测评始于2006年。2019年，全

球共有356家机场参与ASQ测评。
该奖项通过旅客满意度调查产生。

据了解，近年来，重庆机场不仅
打造开放式花园旅客候机区，还大
力推行自助值机设备、自助行李托
运设备、“无纸化”乘机、自助通关设
备，为旅客提供多样化出行选择；引
入智能问询机器人、智慧航显、智能
手推车、共享休息舱等休闲设施，改
造儿童娱乐区、母婴室，提升旅客乘
机体验。

重庆机场荣获服务质量两项大奖

劳动筑梦·榜样同行19
抗疫一线职工风采录——劳模担当

重
庆
市
总
工
会 唐生桃:做好垃圾收运 展现责任担当

新冠肺炎疫情发生以来，重庆市
劳动模范，重庆市綦江区益创环境服
务有限公司董事长，重庆市江津区益
江环境服务有限公司工会主席、副总
经理唐生桃，充分发挥劳动模范带头
作用，将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市委、市政
府的决策部署上来，带领公司全体职
工迅速落实各项防控工作，全力做好
綦江区疫情期间垃圾收运工作，用自
己的实际行动诠释了一名环卫人的责
任和担当。

科学谋划健全体系
筑牢疫情安全防线

疫情暴发初期，唐生桃第一时间
在公司成立了疫情防范应急工作领
导小组，强化职工疫情防范措施，建
立了疫情防控日上报体系、疫情防控
巡查体系，带头编制《新型冠状病毒
疫情防范应急预案》，增强职工预防
与控制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能力和
水平。

他狠抓疫情防控工作，耐心指导
员工正确穿戴防护服，正确佩戴口罩、
护目镜等。在防控物资短缺时，他多
方挖掘购买渠道，确保公司全体员工
防疫物资充足，公司168名员工无一
人感染。

扎根一线确保收运
勇挑重担靠前指挥

因春节期间返乡人员增加，綦江
区垃圾量激增，加上区县垃圾收运点

多、面广且道路崎岖，收运难度空前，
唐生桃充分发挥劳动模范先锋示范作
用，勇挑重担、靠前指挥，带领綦江益
创公司党员干部24小时值班值守，狠
抓垃圾收运工作，坚持每天深入綦江
区各乡镇垃圾站点等环卫作业第一

线，连续29天高强度工作，对收集点、
车辆、设备、人员防控进行巡查。

据统计，从1月22日至今，公司共
出动人员4588人次、车辆1767车次，
收运生活垃圾12636.22吨、餐厨垃圾
984.56吨，保证了綦江区5个街道16

个乡镇32个垃圾收集点稳定运行，确
保綦江区垃圾日产日清、不拖不压。

建立口罩收运体系
杜绝病毒二次传播

为及时有效解决全区人民的废弃
口罩安全处理难题，唐生桃科学规划，
率先建立了废弃口罩收运体系，迅速组
建身体素质好、业务能力强的专业环卫
作业队伍，配备全密闭、经过消毒的专
业垃圾收运车辆、容器，专人定点定时
看管收运处置废弃口罩，杜绝口罩等废
弃医疗物品的二次传染。1月22日至
今，公司对收集点消毒1984次、对车辆
消毒2697车次、对人员消毒9176人
次，共收运废弃口罩263.5公斤。

唐生桃在实干中彰显了劳动模范
的担当和党员本色，带领公司全体员
工克难攻坚，为共同打赢这场没有硝
烟的防疫战争贡献了自己应有的力
量。

潘锋 图片由綦江区总工会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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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县名称
万州区
黔江区
涪陵区
江北区

沙坪坝区

南岸区

北碚区

重庆高新区

万盛经开区
渝北区
巴南区
江津区
合川区
永川区

长寿区

綦江区

潼南区

铜梁区

大足区

荣昌区
璧山区
梁平区

城口县

南川区

丰都县
垫江县
武隆区

忠县

开州区

云阳县

奉节县

巫山县
巫溪县

石柱县

秀山县
酉阳县
彭水县

基地名称
恒合义务植树基地
水田义务植树基地

荔枝街道义务植树基地
江北城义务植树基地

海石公园基地
南杨苗木基地

南山林场义务植树基地
明月山林场义务植树基地
龙凤桥街道义务植树基地

静观镇义务植树基地
虎溪街道肖家沟水库

走马镇植树基地
长坝沟义务植树基地

兴隆镇五谷地基地
彩色森林基地

白沙镇义务植树基地
海子坝种苗基地

国有林场张家湾分场
江南街道义务植树基地
凤城街道义务植树基地

永城镇复兴村2019年退耕还林地
九龙山义务植树基地

双江金龙山银龙山义务植树基地
铜梁区国营苗圃

西郊绿道
观音岩村义务植树基地
通桥街道义务植树基地
盐河村义务植树基地

渝西小蓝村农旅文创产业园区植树基地
茅莱山义务植树基地
东山林场义务植树基地
龙田卫星义务植树基地
黄土坡义务植树基地
水江镇义务植树基地
三泉镇义务植树基地
三合街道义务植树基地
工业园区义务植树基地
凤山街道义务植树基地

复兴镇水平居委电竟錧植树基地
新立镇双柏新寨植树基地

镇东街道义务植树基地
龙脊岭公园

云顶、滨江公园
永乐镇义务植树基地

渝宜高速分界梁绿化提升义务植树基地
桂花植树基地

凤凰镇义务植树基地
帽顶山公园基地
菜地沟大桥基地

农业园区义务植树基地
板溪镇义务植树基地
汉葭街道义务植树基地

尽责方式
造林绿化
造林绿化
造林绿化

造林绿化、抚育管护
养护、植树
造林绿化

植树、抚育管护
植树、抚育管护

抚育管护
植树造林
抚育管护
植树造林
抚育管护
植树造林
抚育管护

造林绿化、认种认养
补植补造、抚育养护

植树、管护
管护认养、捐资认建
管护认养、捐资认建

植树、管护
造林绿化
造林绿化

抚育管护、认种认养
造林绿化、抚育管护

造林绿化

造林绿化
抚育管护

造林绿化

造林绿化
抚育管护
造林绿化
造林绿化
造林绿化
抚育管护
造林绿化
造林绿化
造林绿化
认养认管
造林绿化
造林绿化
造林绿化

植树造林、认建认养
造林绿化、抚育管护等
造林绿化、抚育管护等

造林绿化
造林绿化

造林绿化、抚育管护等

地点
恒合土家族乡凤安社区6组

水田乡石郎村
荔枝街道塘湾

北滨二路三洞桥风情街滨江公园
中梁镇海石公园

凤凰镇
凉风垭

迎龙管护站冷水垭
龙凤桥街道-观音峡林场中梁管护站

静观镇明通村和麻柳河村
虎溪街道肖家沟水库旁

走马镇西延伸段
南桐公园

兴隆镇龙寨村5社
巴南区丰盛镇
白沙镇芳阴村
钓办处、思居村

永川区三教镇张家湾林场
江南街道长江大桥北桥头

凤城街道复白公路旁
新桥

潼南区桂林街道
潼南区双江镇
南城街道西来村

巴川街道、南城街道、土桥镇等
龙岗街道观音岩村
通桥街道龙兴社区

龙水镇盐河村
昌元街道虹桥社区11社蔡家沟

大兴茅莱山
菩萨顶、高梁山管护站

龙田乡卫星村
县城红军公园

水江镇宏图村段家湾
三泉镇三泉居委人民坝

三合街道童仙寨村
工业园区南阳大道与春花大道交叉路

凤山街道万银村东北部
复兴镇水平居委电竞錧

新立镇双柏新寨
镇东街道红源社区大丘

飞龙桥外坡、武装部后坡
梨园等

永乐镇幺店社区
朱衣镇白云村

巫峡镇桂花村五社
凤凰镇木龙村

南宾街道帽顶山公园
万安街道火车站菜地沟大桥

农业园区一期
板溪镇扎营村、杉树湾村

汉葭街道大树村

□刘江

桃花红、春山青，又是一年里植树的好
时节。植树节前夕，我市征集了52个义务
植树基地，供市民参加义务植树、绿地树木
管护认养等活动，为生态文明建设累积绿
色能量。

植树节设立40多年来，积年累月的绿
化成果，凸显了持续增添新绿的可贵价值，
也呼唤我们一年接着一年干。重庆要建成
山清水秀美丽之地，在推进长江经济带绿
色发展中发挥示范作用，多种树、种好树、
管好树，是一门基础功课，每位市民都应有
这样的认识和行动自觉。

和早期相比，今天的义务植树语境发
生了很大改变。生活在“云时代”，能到现
场植树固然很好，但并非唯一选择。近年
来兴起的“互联网+植树”，以网络支付、绿
色出行等方式积攒“绿色能量”，通过跨界
合作实现了“云养树”，受到越来越多年轻
人的追捧。不管是线下种树还是网上种
树，都是积极参与绿化劳动的可行方式，都
是在为生态文明建设贡献力量。

加快建成山清水秀美丽之地，不仅需
要为山城多种树、多添绿，还应将“绿色+”
的理念落实在经济社会发展和市民生活的
方方面面。在生态保护上做加法，在碳排
放上做减法，协同发力，才能让天更蓝、山
更绿、水更清。

一位朋友最近专程从上海飞到内蒙
古的沙漠，看看十多年前种下的一棵树怎
么样了。种下一棵树，等于是和大自然有
了更亲密的联结，对绿色发展理念会有更
深切的体悟。在尺寸之功中累积绿色能
量、守护绿色发展，才能让更多绿意造福
百姓。

累积每一寸
绿色的能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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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快讯：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谭德塞11日说，新冠肺炎疫情已具
有大流行特征。

3·12植树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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