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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 杨永芹）5月5日，
重庆至黔江铁路重点控制性工程——
楠竹山隧道破土动工，为加快全线建设提
供了有力保障。

楠竹山隧道全长超过10公里，位于
南川区西城街道及水江镇境内，为正线双
线隧道，最大埋深350米，“该标段桥隧比
高达92.5%，隧道施工存在瓦斯、岩溶等
不利条件，施工难度较大。”中铁十八局重
庆至黔江高铁站前工程6标项目部经理
杨文华表示。为此，项目部已组织技术人
员开展实地调查工程地质地貌、气象水文

等。中铁十八局总部还成立“帮扶组”，选
派业务骨干为项目提供“一对一”精准服
务，对项目系统建设进行策划，推动项目
全面开工。

重庆至黔江高铁是国家中长期铁路
网规划和“八纵八横”高铁网厦门至重庆

高铁主通道，也是重庆“米”字形高铁网的
重要组成部分。线路全长约269.5公里，
设计行车速度350公里/小时，自重庆枢
纽重庆站引出，途经渝中区、南岸区、巴南
区、南川区、武隆区、彭水县、黔江区，与黔
张常铁路贯通。

“重庆至黔江高铁建成之后，将显著
加强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与长江中游城
市群、海峡西岸城市群的快捷联系，填补
渝东南武陵山区城镇群高铁空白，实现重
庆主城与黔江1小时高铁联系。”市交通
局相关负责人表示。

楠竹山隧道破土动工
系重庆至黔江铁路重点控制性工程，全长超过10公里

□本报记者 黄光红

多名拣货员手持RF枪，快速扫描带
有电子价签和专属条码的商品，然后麻利
地将商品装进特定包装袋，放入自动传输
带。顾客在店内一抬头，就能看到很多包
裹在头顶“飞来飞去”——在新零售企业
盒马旗下的盒马重庆财富中心店，这样的
场景每天都在重复。

这得益于盒马有数字化分拣配送系
统。依靠这套系统，消费者在盒马App
下单后，盒马门店将拣货、传送和打包的
时间严格控制在3分钟内，大大提高了服
务效率和服务水平。

日前召开的重庆市推动服务业高质
量发展大会指出，要加快发展生活性服务
业，推动商贸服务业转型增效。盒马门店
的案例，仅仅是新形势下重庆努力克服难
题，推动商贸服务业转型增效、实现高质
量发展的一个缩影。

发展短板与疫情影响
两方面难题待解

近年来，我市商贸服务业发展态势良
好，在稳增长、促改革、调结构、惠民生等
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2019年，全市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
达到8667.3亿元，同比增长8.7%，位列全

国第9位；商品销售总额达到3.1万亿元，
同比增长11.2%；商业增加值（批发零售
和住宿餐饮业）达2694亿元，占GDP比
重 为 11.4% ，对 GDP 增 长 贡 献 率 达
11.8%。

“总的来看，我市商贸服务业的发展
基础很好。”市商务委副主任彭和良认为，
尽管如此，我市仍有一些难题亟待解决。
一方面，对照创建国际消费中心城市的目
标，我市商贸服务业在国际消费品供给、
消费服务方式创新和集聚优质消费资源
等方面还存在短板。

另一方面，今年以来，由于受新冠肺
炎疫情影响，全市商贸服务业出现了一定
幅度下滑。一季度，全市社会消费品零售
总额为2384.45亿元，同比下降18.6%。

企业依靠新零售新模式
加快转型步伐

近几个月来，在疫情倒逼之下，商贸
服务企业纷纷通过制定服务标准、优化服
务细节、加大智能设备投入和创新销售模
式等方式，加快转型步伐，进一步提升服
务质量。

譬如，重庆商社汽车贸易有限公司推
出了VR看车、上门试驾服务。消费者在
手机上动动手指头，即可360度观看车辆

内部及外观，画面非常清晰、立体。这种
新的汽车零售模式，不仅带来了新的购车
体验，也让消费者更省时、省心。

阿兴记集团数千平方米的中央厨房
内，架设着自动煮饭生产线。该生产线包
括自动洗菜、自动切菜、自动煮饭和自动
炒菜等各个烹饪环节，几乎不需要与人直
接接触，全机械化操作。此举既大幅度提
高了饭菜的制作效率，也让食物更卫生、
健康。

重庆啤酒股份有限公司联合重庆啤
酒流通协会，推出由经销商直接将啤酒卖
给消费者的全新销售模式，消费者只需通
过手机下单，啤酒经销商就会送酒到家。

“今年2-3月，公司通过这种模式实现了
超过53000箱啤酒的销量。”重庆啤酒相
关负责人透露。

另一方面，市商务委通过鼓励商贸企
业拓展线上业务、推动服务业复工复商复
市和开展提振消费“十个一”主题消费活
动等举措，促进消费回补和消费潜力释
放。

政企共同努力下，消费市场逐渐回
暖。据市商务委统计，今年3月，全市社
会消费品零售总额达866.13亿元，同比
下降5%，降幅比1-2月收窄19.7个百分
点。

抢抓“双城经济圈”建设机遇

“根据《重庆市人民政府关于新形势
下推动服务业高质量发展的意见》，到
2025年，全市商业增加值要达到3500亿
元。”彭和良介绍，为此，下一步，我市将抢
抓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机遇，推动商
贸服务业高质量发展。

初步计划是：谋划推进“一带一路”进
出口商品集散中心、川渝自贸试验区协同
开放示范区建设；与四川深度开展展会合
作，联合举办智博会、西洽会、西博会和糖
酒会等大型知名展会；推动川渝两地聚焦
火锅、川菜等特色餐饮，共建消费品牌出
海平台，促进川渝美食国际化发展等。

同时，在常态化疫情防控中，继续深
化消费服务业“十个一”主题消费活动，提
振消费信心；以创建国际消费中心城市为
目标，加快国际购物名城、国际美食名城、
国际会展名城、国际文化名城、国际旅游
名城等“五大名城”建设。

另外，我市还将建立健全现代批发零
售服务体系。如，推动传统批发市场“触
网”升级，推进主城区传统大型商品交易市
场外迁，打造集交易支付、信息撮合、供应
链整合等于一体的综合市场；培育品牌连
锁便利店，创新发展无人商店、智能商超等。

数字化分拣配送 自动煮饭生产线 VR看车

新零售新模式助推重庆消费市场回暖

本报讯 （记者 黄光红）降
低担保准入门槛、建立抗疫助困

“绿色通道”、鼓励融资担保机构减
免担保费用……5月6日，重庆日
报记者从市金融监管局获悉，疫情
期间，重庆融资担保行业多措并举
支持全市实体企业复工复产和稳
定经营，取得良好成效。截至4月
末，全市融资担保机构已联系对接
6702家企业（个人），授信逾45.8
亿元。

长期以来，因缺乏有效抵质押
物，很多实体企业特别是小微企业
融资难。疫情期间，在生产经营受
到影响的情况下，这些企业如果仍
得不到金融机构资金支持，就很难
度过难关。为帮助企业复工复产、
纾困解难，市金融监管局2月下旬
出台了《关于重庆市融资担保行业
积极防控疫情全力支持实体经济
平稳健康发展的通知》（下称《通
知》），提出了为企业提供应急融资
和差异化服务、减轻企业融资成本
压力等12条具体措施。

《通知》强调，融资担保机构实
施企业名单式、台账式管理，放大融
资担保杠杆倍数。对符合条件的融
资项目应担尽担，对存量项目应续
尽续，力争全行业新增融资担保额
度不低于上年同期。同时，建立抗
疫助困“绿色通道”，原则上在48小
时内办结担保审批手续。对于重点
疫情地区的企业，力争24小时办结
担保审批手续。

针对企业面临的融资成本压

力，《通知》则要求融资担保机构主
动减费让利，鼓励担保费减免
10%以上，政府性融资担保机构收
取担保费率原则上不高于 1%。
同时，降低担保准入门槛，为企业
减免保证金、降低或取消反担保要
求。

3月初，我市又出台《重庆市
支持企业复工复产和生产经营若
干政策措施》，进一步提出了融资
担保机构配合银行同步续保、建立
担保“绿色通道”及鼓励融资担保
机构减免担保费用等担保增信举
措，支持企业复工复产。

在政策推动下，各融资担保机
构积极展开行动。如：重庆世纪长
和实业有限公司是一家疫情防控
重点保障企业，主营生产销售医用
手套、医疗器械等。疫情期间，重
庆市小微企业融资担保有限公司
主动联系这家企业，协调合作各方
资源，为其提供了300万元的信用
贷款担保，并减免了18万元融资
成本。此举缓解了世纪长和的资
金困境，确保了该企业100余人稳
定就业。

瀚华担保公司针对中小企业
复工难、续贷难、经营难的实际问
题，对有利于防疫工作的药品供应
企业、器械生产企业和运输物流公
司的紧急融资需求，优先快速提供
2000万元以内贷款担保额度。并
且适度降低担保条件，降低收费标
准，为受到疫情影响的企业客户降
低40%担保费率，减轻其负担。

据市金融监管局统计，截至4
月末，重庆融资担保机构在疫情期
间已为4079家企业（个人）提供担
保、委托贷款等融资支持近21亿
元，减免担保费逾1145万元。

降低准入门槛 建立“绿色通道”

重庆以担保增信
缓解中小微企业融资难

□本报记者 罗芸

“这两年，黛湖的‘情绪’在慢慢变
好。”近日，在缙云山国家级自然保护
区半山腰的黛湖边，北碚“土著”、网名

“城宏”的摄影发烧友告诉重庆日报记
者。

虽然这只是缙云山国家级自然保
护区中的一汪湖水，但黛湖会向懂她的
人吐露心声：在周边经营场所多、生态

“压力”大的时候，湖水褐中带黑，像阴
沉着脸。

如今，随着缙云山国家级自然保护
区生态环境综合整治的推进，排污清零
之后，黛湖早上是恬静、深沉的孔雀蓝，
白云与鸟影从湖中掠过；正午时分，阳
光在祖母绿的湖面上洒下点点跳跃的
金光，像一串串悦耳的笑声……

北碚区黛湖
颜值更高 “内涵更深”

上个世纪30年代初，黛湖所在地
还是一片深洼。爱国实业家卢作孚见
此地奇特优美，便拦谷建坝，黛湖也成
为我市第一座重力坝水库。由于生态
环境良好，这里生长着130多种藻类，
被称为“藻类基因库”。

上个世纪90年代末，随着休闲旅
游的兴起，缙云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内
开始发展农家乐。黛湖周边先后建起
了云登酒店、金湖湾度假村等4家经营
场所，共占地面积2.2万平方米，有床位
近300张。随着这些经营场所规模的
逐年扩大，黛湖的生态受到极大的破
坏。

“这几家经营场所到了夏天会抽取

湖水作为普通生活用水，导致水位下
降，有时会将一些污水排入湖中，这也
是湖水一度变成黑褐色的原因。”北碚
区委办公室副主任吕玉春介绍。

随着保护区综合整治工作的推进，
在保障经营者合法权益的情况下，今年
黛湖附近的4家经营场所被整体拆除。

在已拆除建筑的湖边，水生美人
蕉、香蒲正在拔节生长；湖岸上，通过覆
土建成的花境里，粉红色的美女樱、紫
色的石竹花、金边的墨绿剑兰等花草，
将绿荫中的湖畔装点得生机勃勃；在蓝
色的人行便道上，不时有游客拍照留
念。

“经过整治后的黛湖，恢复水域1.8
万平方米。湖岸、湖中累计种下86种
乔木、灌木、水生植物、花茎植物，面积
达到2.9万平方米。”吕玉春自豪地介

绍：“现在的黛湖不仅颜色变美了，而且
湖水比同期高1米左右，生态涵养功能
更为明显。”

北碚区是综合整治工作任务最重
的区。该区请专家制定黛湖、马中咀、
雨鸣涧等5个区域生态修复和景观提升
方案，种植乔木、灌木、草本植物等65.6
万株，修复保护区内及周边生态50.4万
平方米，进一步增强了缙云山国家级自
然保护区的“城市绿肺”效应和天然屏
障功能。

沙坪坝区青木关镇
为曾经的矿山“疗伤”

最近，一辆辆载满腐殖土的大卡车
不断进出沙坪坝区青木关镇四楞碑
村。当地政府为了修复已关停矿坑的
生态，在采石场铺上一层厚厚的腐殖

土，并根据村民意见栽种经济林木。
村民委员会主任王志勇上门向群

众征求意见时，53岁的村民邱远模选择
种桃树：“我要种水蜜桃，春天看花，夏
秋摘果，想起就安逸得很！”

四楞碑村背靠缙云山国家级自然
保护区。从上个世纪末起，村里开办了
4个采石场。邱远模像其他村民一样，
在采石场当矿工，虽然收入不错，但也
落下了腰痛、咳嗽等毛病。

“那时候几天不抹门窗，就会积一
层厚厚的灰。”邱远模回忆说：“卡车进、
卡车出，矿坑也越来越大。但想到包包
鼓得起，大家也不那么看重环不环保的
问题。”

2010年，沙坪坝关闭了辖区内全
部采石场，邱远模不得不外出打工，为
此他还一度埋怨过政府“对石头、树子

比对人还好”。
青木关镇党委书记梁善能表示，在

这次综合整治中，镇里在消除矿山地质
安全隐患的基础上开展复垦复绿，对辖
区内四楞碑、关口两个村已关闭的多个
矿坑进行生态修复，填土石方50多万
立方米，并在其上覆盖一层0.6米厚的
腐殖土，然后根据村民意愿种植相应的
生态或经济林木。

“把生态修复、农村建设用地复垦
与国土绿化结合起来，既为缙云山国家
级自然保护区‘添绿’，也为村民长远发
展添一份保障。”梁善能说。

在生态修复过程中，沙坪坝区有针
对性地修复保护区生态环境脆弱区域，
完成覆土复绿7万余平方米、复耕近
1700平方米；在推进矿山修复治理中，
种草10多万平方米，栽种苗木1000余
株；对拆除房屋和附属院坝等4.5万平
方米区域实施生态修复，当地生态环境
显著改善。

“这几年在外面，说起我家周围全
是树，大家都羡慕得很，说比住城里的
别墅还安逸。”邱远模说：“经历多了，才
明白保护生态很重要。一棵树长大要
10年，而砍树只要10分钟，所以做事不
能只贪图眼前。”

璧山区大路街道
宅基地上已是草木葱茏

上周，在璧山区大路街道龙泉村当
护林员的余光菊去巡山，拍下了几张老
宅所在地的照片回来给儿子看。

儿子伍成勇回忆半天，也看不出这
是什么地方。在余光菊的提示下，他才
勉强认出了这是曾经的屋基和羊棚所
在地。照片上，桂花树、小叶榕舒展着
枝叶，芦苇、茅草挤挤挨挨长满每一处
土地空隙，有的已有一米多高。“没想到
树和草都长得这么好，搞得我都认不出
来了。”伍成勇说。

龙泉村地处缙云山间，余光菊原来
在半山腰上养了上百只山羊，为了给羊
一个栖身之所，她在老屋边搭建了300
平方米的石棉瓦简易羊棚。

当地村民搬迁下山后，为解决像余
光菊这样无技能劳动力的生活问题，村
里向她提供了护林员的公益岗位。这
让她能经常回老家探访，并见证了老屋
旧址上草木日益葱茏、与缙云山国家级
自然保护区融为一体的过程。

据了解，璧山区结合国土绿化提升
行动，利用植树造林等重点节点，对整
治点位全部实施生态修复工作，包括拆
除地上建筑物、清运建筑垃圾、按原状
恢复地类等，累计复绿面积3400余平
方米，种植桂花、小叶榕等200余株，草
本植物16万株，实现应绿尽绿。

做好“减法”“加法”重现山清水秀
——重庆缙云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生态环境综合整治成效报道之二

■在综合整治中，我
市除了通过拆违、搬迁为
缙云山国家级自然保护
区的生态承载力做“减
法”，还按照统筹山水林
田湖草系统治理的思路，
结合缙云山的地理、气
候、水环境和植物生长，
对拆除、搬迁后的地块开
展生态修复，为保护区的
生态承载力做“加法”

■目前，缙云山国家
级自然保护区内外共实
施生态修复面积57.7万
平方米，栽植各类花木近
90万株，让“主城绿肺”重
现山清水秀 4月26日，生态修复后的缙云山黛湖，如镶嵌在山中的翡翠。 （本组图片均由记者万难摄） 4月26日，市民在黛湖环道上散步休闲。

环卫工人在黛湖岸边清扫人行道（摄于
2月28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