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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动科普公共服务均衡发展

重庆加快建设区县科技馆
5月22日，武隆科技馆项目

正式奠基开工。
位于仙女山的武隆科技馆，

总建筑面积7000多平方米，总投
资3000万元，主体工程由一栋两
层16米高的科技馆和一栋一层
的科学营组成。科技馆雄鹰展翅
高飞的建筑造型，代表着未来它
将成为青少年探索科学奥秘、体
验科技乐趣的重要场所，为青少
年插上科技和人文的翅膀。

这是去年9月市政府办公厅
印发《加快建设区县科技馆实施
方案》之后，我市开工建设的第一
个区县科技馆。现代科技馆体系
的逐步完善，将进一步推动全市
科普公共服务均衡发展。

提升公民科学素质
力争五年形成现代科技馆体系

公民科学素质水平是衡量一个国
家或地区人力资源质量的基础指标。

第九次中国公民科学素质调查
显示，2015年我国公民具备科学素质
的比例达到 6.20%，较 2010 年的
3.27%提高近90%。但是，全民科学
素质工作发展还不平衡，不能满足全
面建成小康社会和建设创新型国家
的需要。

为此，2016年国务院印发的《“十
三五”国家科技创新规划》提出，要深
入实施全民科学素质行动计划纲要，
目标是到2020年我国公民具备科学
素质比例超过10%。

为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
关于“科技创新、科学普及是实现创
新发展的两翼”的重要指示精神，在
市委、市政府的正确领导下，重庆形
成了党委政府重视、行业部门共同行
动、人民群众共同参与的全域科普新
格局。

2018年，重庆市公民具备科学素
质的比例达到 8.01%，较 2015 年的

4.74%增长 3.27 个百分点，增幅达
69%，位居全国第一。渝中区、沙坪坝
区、江北区、渝北区、南岸区、九龙坡
区、巴南区、北碚区、大渡口区九区公
民具备科学素质的比例甚至已超过
10%，达到创新型城市基本标准。

2019 年，全市这一指标达到
9.02%，离10%的目标又近了一步。

如何让更多区县公民具备科学
素质的比例进一步提升？

区县科技馆是基层人民群众提
升科学素质的重要阵地、丰富精神文
化生活的重要场所、展现科技文化成
果的重要平台。加快建设区县科技
馆，对于推动全市科普公共服务均衡
发展，提高科普基础服务能力和水
平，提升公民科学素质具有十分重要
的意义。

根据《加快建设区县科技馆实施
方案》，重庆将创新投入方式，力争通
过5年左右的时间，推动形成以重庆
科技馆为龙头，远郊区县公益性、标
准化实体科技馆为基础，科普大篷
车、流动科技馆、学校科技馆、数字科
技馆为延伸，辐射基层科普设施的现
代科技馆体系。

目前，重庆科技馆以及万盛经开
区科技馆、江津区科技馆、荣昌科技
馆、大足科技馆、巫溪县科技馆已建
成并开放，梁平科技馆、忠县科技馆、
秀山科技馆已在建设中。

“展厅展品+特色活动”
让科普活起来

建成于2009年的重庆科技馆让重
庆结束了没有大型科普场馆的历史。

随着面向全社会免费开放，如
今，重庆科技馆已累计接待国内外观
众超过2000万人次，年接待观众量在
省级科技馆中位居前列。

是什么让重庆科技馆有如此强
大的吸引力？

据悉，重庆科技馆拥有的展品数
目达400余件（套)，涵盖材料、机械、
航空航天、微电子技术、信息通讯、生
命科学、环境科学、基础科学等多学
科领域，各种好玩的“稀奇”吸引公众
争相体验。

不仅有硬件的支撑，重庆科技馆
还逐渐形成一支高素质专业化、充满
生机活力的科普队伍，为提升科普服
务能力、扩大科普内容总供给、提升
公众科普获得感打下了坚实基础。

2015年10月，重庆科技馆在全
国率先启动馆校结合综合实践活动
项目。不少中小学把课堂搬到了科
技馆里，通过体验展品和科学实验、
科普剧等寓教于乐的科学课程，促进
校外科技活动与学校科学教育有效
结合，让科技馆成为中小学生的“第
二课堂”。

渝北区鲁能巴蜀小学是重庆科
技馆馆校结合综合实践活动的签约
学校之一。2019年秋季学期，双方立
足学科方向、依托展品资源、结合学
校教材，开发实施了《我们的身体&骨
骼、关节和肌肉》《运动起来会怎样》
《食物在身体的旅行》3门校本课程。

学校老师带着学生从传统教室
来到开放式课堂，通过“关节”“虚拟
人体漫游剧场”“起跑测速”等展品，
让课本中的内容变得可视化，也增强
了学生的参与感和体验感，深受学生

的喜爱。
位于江津区滨江新城的江津科

技馆也是家长带孩子开阔眼界、体验
科技趣味的热门选择之一。结合江
津历史文化、区情，设置富硒文化、地
理知识等专题展品，以及介绍聂荣臻
元帅的“帅乡之星”展区，不仅拉近了
与当地百姓的距离，也增强了科普教
育的吸引力。

为了让科普“活”起来，不仅仅是
停留在“好耍”的层面，江津科技馆还
坚持开展科学小知识、科学小实验、
科普小制作、科普辅导员解读自然现
象等展教活动，家长抢着带孩子参
加，活动供不应求。原本被认为是

“免费儿童乐园”的江津科技馆，逐渐
成为当地科普教育的主阵地。

开馆两年半的大足科技馆，是目
前全市面积最大的区县科技馆。除
了常设展厅展品以外，还经常结合当
下热点，开展一系列丰富多彩的特色
活动，深受观众喜爱。

2019年，国产科幻电影《流浪地
球》的热映，引发了公众对浩瀚宇宙
的憧憬和向往，相关科学知识也受到

强烈关注。为了满足公众的探究需
求，大足科技馆特推出“流浪的科学
梦”主题科普临展，经典科幻电影中
的飞行器模型展、行星AR体验、VR
宇宙沙盘、VR太空旅行、航天员高仿
舱外服等受到热捧，玩耍之余，更了
解了天文、物理、生物、环保等相关科
普知识。

从“引进来”到“走出去”
从线下到线上

公众的需求在哪里，科学普及的
触角就应该延伸到哪里。不仅是实
体阵地，重庆还大力发展流动阵地、
网络阵地，从“引进来”到“走出去”，
从线下到线上，坚持实体阵地、流动
阵地与网络阵地统筹发展，形成了多
层次、广覆盖的科普阵地体系。

去年3月，中国流动科技馆巡展
走进合川，通过内容丰富、形式多样
的小型化互动展品与科学演示、科学
实验、科普影视相结合，为当地中小
学师生送去了一份“科普大餐”。不
论是戴上VR眼镜体验逼真的场景，

还是在球幕影院中畅游科技的海洋，
抑或是观看悬浮在空中的灯泡被隔
空点亮等展品，探究科学的奥秘让前
来参观体验的中小学师生兴奋不已。

据统计，去年一年，中国流动科
技馆到重庆永川、合川、荣昌等7个站
点巡展243天，受众超过21万人次，
惠及中小学生超过19万人次。

2019年全国科普日活动期间，重
庆科技馆科普大篷车开进万州区深
度贫困镇龙驹镇的龙驹中心小学，不
仅带去了趣味十足的科普展品，还为
孩子们送去了“科技馆里的科学
课”。通过中国数字科技馆网络直播
平台，收看以直录播相结合的形式开
展的科学课。孩子们发现，原来科学
可以这么有趣。现场科技辅导员热
血澎湃地宣讲“科学家精神”，让孩子
们对科学家肃然起敬，甚至立下“想
当科学家”的梦想。

切实践行“科技助力精准扶贫工
程”，通过科普大篷车的方式着力解
决科普“最后一公里”问题。去年一
年，科普大篷车渝州行覆盖了8个偏
远区县40余所学校，让更多偏远地区
的孩子在家门口就能感受科技的魅
力。

今年以来，面对突如其来的新冠
肺炎疫情，全市科协系统坚持“疫情
不解除、科普不掉线”，推出科普资源
3000余种（篇、条），线上阅读量超过
千万人次，还举办了“科学防疫，健康
过年”网络科普竞答、“巴渝好少年，
防疫小先锋”等生动有趣的线上活
动，让网络科普阵地在疫情期间发挥
了重要作用。

市科协负责人表示，当前，我市正
处在疫情防控巩固关键期、经济社会
发展恢复提振期。按照《加快建设区
县科技馆实施方案》，下一步，市科协
将加强与中国科协、中国科技馆对接，
对区县科技馆建设提供全方位指导，
加强科普基础设施的系统布局，提升
科普基础设施服务能力，为实现科普
公共服务均衡发展，提高公民科学素
质贡献力量。

陆丰 图片由重庆市科协提供

武隆科技馆（效果图）

江津德感工业园
实施“三品”行动助推消费品工业高质量发展

西南制药二厂临
危受命，紧急生产新
冠肺炎治疗用药磷酸
氯喹片324.63 万片；
广州双桥春节“不打
烊”，中粮、益海嘉里
提前复工复产，全力
以赴稳市场、稳物价；
荣科包装、东寰科技
就地转型，紧急生产
防疫物资；康普达，一
家生产教学设备的高
新技术企业，自主研
发出国内首款可移动
无线智能人体测温柱
……自疫情发生以
来，这些一度引起社
会广泛关注的新闻都
指向同一个名字——
江津德感工业园。今
年3月4日，以该工业
园为重点的江津工业
园区食品（粮油加工）
产业集群成功跻身国
家新型工业化产业示
范基地，成为重庆市
消费品工业高质量发
展的一张名片。

依托“几江”“玫
瑰”“迈进”等多个享
誉全球的百年“老字
号”奠定的产业基础，
近年来，德感工业园
大力实施增品种、提
品质、创品牌“三品”
专项行动，产业发展
取得明显成效。

强化投资增品类
一个百亿级企业呼之欲出

2020年，德感工业园继续以巩固壮
大高端消费品工业为着力点，全力做好

“延链、补链、强链”文章，重点做优做强
粮油食品加工产业，新签约东莞德伸等
消费品工业项目14个，涵盖烘焙食品、
休闲食品、潮流玩具等门类；竣工投产项
目1个，新开工项目5个，续建益海嘉里
大豆压榨、双桥二期等项目10个。其
中，益海嘉里大豆压榨、面粉加工、稻谷
加工项目今年8月陆续投产后，企业整
体产值将达到百亿元。

至此，该园区消费品工业累计引进
企业173家，其中，规模以上工业企业29
家，税收1000万元以上的企业8家。产
品涵盖食用油、食用糖浆、酒水饮料、休
闲食品、纸制品、调料调味品、家居制品、
鞋靴纺织等诸多门类，基本形成覆盖面
广、结构相对完整的产业体系。

创新引领提品质
“三化”改造风生水起

立足产业发展，该园区积极引导企
业不断提升创新能力，加快建设以用户
为中心、市场为导向、产学研相结合的研
发体系，推动产业加快向智能化、信息
化、绿色化转型升级。

截至目前，德感工业园消费品工业已
成功培育国家知识产权优势企业1家、高新
技术企业9家（其中国家重点高新技术企业
1家）、重庆市“小巨人”企业1家、市级“专精
特新”中小企业2家、高成长性科技企业11
家，建成国家级绿色工厂2个、市级绿色工
厂3个、市级企业技术中心7个、市级数字
化车间4个，3个项目被纳入重庆市工业互
联网（工业智能化）试点示范项目，有效发
明专利74件。

其中，广州双桥重庆工厂先后完成数
字化、绿色化、信息化改造，成功创建市级

数字化车间、国家级绿色工厂，并顺利通过
国家两化融合管理体系评定，成为消费品
产业高质量发展的先进典型。

特色发展创品牌
名优产品遍地开花

为进一步做大做强产业优势，德感
工业园积极开展政策解读，培育引导企
业强化品牌管理、打造知名品牌，同时加
大自主品牌宣传力度，不断提升产业品
牌价值和竞争力。

以世界品牌500强中粮集团为引
领，目前，该园区消费品工业已集聚中国
品牌500强4个、中国驰名商标7个、中
华老字号4个、重庆市非物质文化遗产
项目1个、重庆市消费品工业重点培育
品牌9个、重庆农产品加工“双百”企业
11家、重庆市老字号企业2家，以及“中
国面包第一股”桃李面包、“中国白酒小
曲香型代表”几江牌金江津酒、“中国糯

米粉十大品牌”黄国粮业、“中国火锅底
料十大品牌”肖佬五等一大批国内外知
名品牌。

“龙头企业+知名品牌”形成的集聚
效应使该园区先后获评“重庆特色产业
新名片”“重庆市粮油食品产业示范园”

“重庆市农产品加工示范园区”，实力助
推江津区荣膺“全国食品工业强区”。

乘势发展再提速
做大做强做优国家新型工业化产
业示范基地

“按照市委、市政府对江津提出的
‘建设消费品工业高质量发展示范区’的
要求，德感工业园正全力打造以粮油食
品为重点的行业性集合品牌。”该园区管
委会有关负责人表示，目前，“金龙鱼”

“福临门”“鲁花”三大粮油
品牌每年销售食用油60
万吨，双桥淀粉糖在西
南地区食品、饮料行
业高端市场的占有
率达到75%以上，
以桥头、帅克为
代表的55家企
业形成的调
味 品 产 业
集群初具
规 模 ，
凯 扬 、
荷花等企
业 推 出 的
富硒花椒油、
富硒米花糖等

系列产品产销两旺；西部食谷等标准厂
房累计入驻农副产品加工企业上百家，
汇聚川渝两地特色小吃，“重庆味道”产
业符号加速形成。

下一步，德感工业园将紧扣“高端”
“高质量”两个关键，从供给侧和需求侧
双向发力，在讲好“老字号”新故事的基
础上，加大精准招商、项目促建、新品研
发和品牌建设力度，确保经济实现量的
合理增长和质的稳步提升。同时，大力
推进兰家沱港口总体改扩建工程、渝泸
北线高速德感连接线等对外通道项目建
设进度，全面融入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
西部陆海新通道以及“一带一路”和长江
经济带建设，做大做强做优国家新型工
业化示范基地，将德感工业园打造成西
南地区最大的高端消费品工业（粮油食
品加工）集聚区和示范基地。

益海嘉里（重庆）粮油有限公司食用油脂数字化包装车间 摄/万难

重庆西南制药二厂有限责任公司磷酸氯喹片生
产线 摄/贺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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