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党务行政办：63907102 /63907104（传真） 总编办：63907132 时政新闻部：63907172 经济新闻部：63907221 科教新闻部：63907152 民生新闻部：63907170 区域新闻部：63907198 农业农村新闻部：63701327

重庆新闻 3CHONGQING DAILY

2020年7月4日 星期六
编辑 袁文蕙 美编 乔宇

本报讯 （记者 黄乔）7月3日，
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职业能力建设协
同发展启动仪式在渝举行，川渝两省
市人社部门联合发布2020年川渝职
业能力建设工作重点合作事项，签订
职业技能专项证书互认及职业技能竞
赛工作备忘录等多个合作协议，并现
场成立川渝职业技能培训专家咨询委
员会。

根据合作事项要求，川渝两地将
推进专项职业能力考核证书互认和数
据互通，联合构建成渝地区特色产业
职业体系。

据介绍，为推动成渝地区双城经济
圈职业能力建设协同发展，川渝两地
2020年需要完成6项重点工作任务。

其中，在重点特色专业建设、工学
一体化教学模式等方面将展开深度合

作，推介“名师、名校、名校长”，深化技
工院校教学改革，共谋技工教育创新发
展，引领广大青年走技能成才技能报国
之路；在教师队伍建设上，双方将互派
3-5名校级领导、10-20名专业学科带
头人、20-30名任课教师横向学习交
流、挂职锻炼，加强两地技工院校教师
队伍交流学习。在共促考核证书互认
互通上，将组织双方专家共同编制开发
专项职业能力考核规范，推进专项职业
能力考核证书互认和数据互通。

此外，还将通过深化职业技能竞
赛领域合作，举办省际或区域性职业
技能竞赛邀请赛。组织筹建川渝职业
技能培训专家咨询委员会，共同打造
川渝职业技能培训专家队伍。

截至目前，全市共有技能人才
375万人，其中高技能人才102.5万
人；国家级高技能人才培训基地25
个、市级高技能人才培训基地12个；
技能大师工作室186家；建成国家竞
赛集训基地14个、市级竞赛集训基地
32个。今年初，世界技能大赛中国
（重庆）研修中心成功批建，“一带一
路”国际技能大赛获准永久落户重庆。

成渝两地专项职业能力考核证书将互认互通

本报讯 （记者 吴刚）7月2日，
国内人工智能物联网领域的独角兽企
业——重庆特斯联科技公司与2020
年迪拜世博会主办方正式签约，成为
其官方首席合作伙伴。这是大会全球
12席合作伙伴中唯一一家来自中国
的企业。同时，特斯联首个海外总部
及研发中心也将落户迪拜。

据了解，2020年迪拜世博会是首
次在中东地区举办的世博会。受疫情
影响，迪拜世博会开幕时间推迟1年，
将于2021年10月1日至2022年3月

31日召开。世博会期间，特斯联将在会
上部署超过150台智能机器人，并将和
大会吉祥物机器人Opti一起与各国游
客展开互动，利用多模态交互、5G、AI
建图和物体探测等技术，提供访客迎接
与互动、信息问讯、餐饮配送等服务。

特斯联中东研发中心将与阿联酋
本地企业、技术领袖和科学家展开积
极互动，在研发中心内部设立加速器，
推动阿联酋加速科技创新并助力当地
基础设施的智能化改造，以及创新生
态系统的打造。

渝企成迪拜世博会首席合作伙伴

本报讯 （记者 韩毅 通讯员
黄柏添）7月2日晚，全市区县“晒旅游
精品·晒文创产品”大型文旅推介活动
第七场——以“耍不够的江津”为主题
的带货直播精彩亮相。江津区区长毛
平化身金牌“导游”和“导购”，以“东南

西北中”五条精品旅游线路为主干，为
市民、网友奉上一套江津旅游攻略，吸
引大量网友关注。

直播中，毛平推介了江津“东南西
北中”五条精品旅游线路，即津中线
——一江两岸城市旅游区、津南线——
大四面山生态旅游区、津西线——古镇
民俗文化旅游区、津北线——原乡人文
风情旅游区、津东线——綦河画廊乡村
旅游区。

为更直观地展示这些线路，直播
中还穿插了多个精彩短视频，生动呈
现了四面山、中山古镇、聂帅陈列馆、

石门大佛寺、石笋山云雾坪、太公山等
景区景点，尖椒鸡、酸菜鱼等特色美
食，以及江津花椒、江小白“老酒新做”
的故事等。

除了带货直播，“云上文旅馆”“区
县文旅精品荟”等多个产品也都陆续上
线。其中，在重庆日报通版刊发的“区
县文旅精品荟·江津篇”，创新运用了全
版手绘的方式，推出了根据实景绘制的
江津全域旅游地图，以及中山“千米长
宴”、塘河龙舟赛等民俗活动手绘图，吸
引大量读者的好评和点赞。

“手绘图真是太有创意了，把江津

的文化旅游名片展现得淋漓尽致。”在
江津工作的福建人林晨晶称，她打算抽
出空闲时间，到报道中推荐的各景点走
一走，去亲身感受江津之美。

“‘耍不够的江津’生动直观地推介
了江津优美的自然人文景观和优质文
创产品，令人印象深刻。”江津区党史研
究室主任陈宗明表示，本次江津“双晒”
系列产品，进一步挖掘和展现了江津更
多鲜为人知的美，激发了人们进一步了
解江津、走进江津的欲望。

江津区委宣传部相关负责人也表
示，此次“双晒”活动，不仅展示了江津
魅力，提升了江津知名度、美誉度、影响
力，也推动了江津文旅行业重振和复
苏，还将推动江津形成更多文旅消费新
业态、新热点。

“耍不够的江津”受热捧 区长带货直播引围观

□本报记者 陈维灯

连日大雨，涪陵港区南岸浦码头依
旧一派繁忙景象。

“长江涨水，水面下暂时无法施工
了，但我们要先把水面上的设施拆除。”
6月30日，中化涪陵化工常务副总经理
冯永刚告诉重庆日报记者，中化涪陵化
工老厂区已关停搬迁，作为涪陵区委、
区政府码头岸线腾退整改工作之一的
南岸浦码头也将全部拆除，将1290米
的岸线还给长江。

中央第四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于5
月9日向重庆反馈督察意见时提出：“部
分地方违规建设港口码头，侵占破坏岸
线。如长江、乌江涪陵段共有7个违规
码头，累计侵占破坏岸线约2.9公里。”

南岸浦码头并不在“7个违规码头”
之列。那么，涪陵区委、区政府为何要
拆除南岸浦码头呢？

“我们对7个违规码头问题进行分
类整改，即合法一批、拆除一个、纳入规
划两个。”涪陵区港航局局长汪剑波介
绍，在此基础上，涪陵主动腾退南岸浦
码头和乌江贵州码头，通过立行立改、
分类施策，彻底整改码头侵占长江、乌
江自然岸线的问题，从而还绿于岸、还
岸于江。

多重原因
违规码头侵占自然岸线破坏

生态环境

“违规码头侵占岸线的情况由来已
久，其原因是多重的。”汪剑波介绍，《重
庆港总体规划》（2017-2035）（修编）原
应在2016年颁布，但因种种原因至今
未出台，导致码头使用岸线等手续难以
办理。此外，涉及码头岸线的审批手续
繁杂，审批的法律和部门众多，涉水工
程审批环节互为前置，部门之间权责边
界划分不明、职能交叉，审批及建设监
管缺乏统一协调等也是影响码头审批
手续办理进度的重要原因之一。

具体到涪陵区，中央第四生态环境
保护督察组点名的7个违规码头都属
于开工建设较早的码头：龙海石化重
油、特固建材、中机龙桥电厂、攀华码头
4个码头2016年前开工建设并完工，龙
头港 2015 年开工建设，大石溪码头
2016年 6月开工建设，清溪临时码头
2016年7月开工建设。

“实际上，龙海石化重油码头、特固
建材、中机龙桥电厂、龙头港二期5#、
6#泊位等4个码头均符合2010年版的

《重庆港总体规划》，攀华码头、清溪码
头、大石溪码头符合2011年版《重庆港
涪 陵 港 区 总 体 规 划》（2010—2020
年）。”汪剑波介绍，这7个码头侵占岸
线总长为2916.5米。

违规码头不仅侵占了宝贵的岸线
资源，而且会危及航运及行洪安全,破
坏生态环境。因此，对违规码头等清理
整改刻不容缓。

分类施策
拆除腾退及合法化码头岸线

近三千米

“违法占用自然岸线问题整改是我
区督察反馈问题整改的重中之重。”涪
陵区生态环境局局长张均龙介绍，涪陵
区委、区政府对此进行了专题研究，全
力推动问题整改，同时加强与市级主管
部门、市生态环保督察办的衔接汇报，
制订完成了相应的整改方案。

涪陵对7个违规码头分三类开展
整治：合法一批，加快完善特固建材、龙
桥电厂专用、龙海石化重油码头和龙头
港二期5#、6#泊位等4个码头岸线手
续；拆除一个，拆除清溪临时码头，恢复
岸线180米；将大石溪码头、攀华码头
纳入正在修编的《重庆市港口总体规划
（2017—2035）》。

在此基础上，涪陵主动腾退南岸浦
码头、乌江贵州码头两个码头，岸线总
长1400米。

“清溪临时码头于5月26日完成全
部拆除工作，已着手实施岸线生态修
复。”张均龙介绍，南岸浦码头正在进行
拆除作业，其生态修复工程待专业机构
对边坡稳定性进行评估并提出设计方
案后实施。

目前，特固建材、龙桥电厂专用、龙
海石化重油码头和龙头港二期5#、6#、
12#、13#泊位已于日前获得交通部岸线
批复，4个码头1400.5米岸线已合法。

汪剑波介绍，拆除清溪临时码头、
南岸浦码头和乌江贵州码头后，涪陵将
腾退岸线共1580米，加上已合法岸线
1400.5米，共计2980.5米，违规码头侵
占岸线问题将能得到彻底整改。

制定标准
4 个环节统筹做好拆除与护

坡治理

然而，长江和乌江沿岸的这些码头
体量巨大，既有岸上部分也有水中部
分，彻底拆除的标准是什么？如何才能
做到彻底拆除不留隐患？又如何才能
做到拆除的同时保障护坡安全呢？

“我们制定了码头拆除的4个工作

标准。”张均龙介绍，一是拆除设施，即
拆除码头的所有设施设备；二是丧失
功能，即腾退后的码头丧失装卸作业
能力；三是整治清除，即保护岸线水土
并清运弃渣和构件；四是生态复绿，即
因地制宜恢复长江岸线自然生态。

在南岸浦码头拆除过程中，栈桥码
头的栈桥全部拆除，范围从145米最枯
水位至180米水位；缆车码头拆除轨
道，推平构筑物；所有泵船全部迁移，对
下河公路进行封堵。

“我们聘请了专业单位编制方案，
按程序进行评审，并报相关部门审定后
实施，所有拆除整改工作将在9月15日
前完成。”冯永刚介绍，在南岸浦码头的
拆除方案中，统筹了拆除的步骤和时序
安排，整体要求是全面、彻底、清楚，统
筹拆除过程和护坡治理、生态复绿相结
合，复绿要求美观生态。

冯永刚介绍，在南岸浦码头全部拆
除清理完成后，将结合长江水位线规
律，对原有裸露土地进行绿化处理：在
175米水位线以上部分栽种灌木和乔
木，175米水位线至152米水位线处栽
种适合生长、具有观赏性的草本植物。
同时，在175米水位线以下将采用彩色

“宾格笼”造景，即能够防止江岸护坡水
土流失，也能美化江岸。

还绿于岸 还岸于江
——涪陵码头岸线腾退整改工作调查

本报讯 （记者 李珩）7月3日，
重庆市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防控工
作领导小组综合办公室发布了《关于调
整国内其他地区来渝返渝人员健康管理
措施的通知》（以下简称《通知》），对国内
其他地区来渝返渝人员健康管理措施进
行调整。

其中，对国内中高风险地区来渝
返渝人员，持有来渝前7日内核酸检
测阴性证明或能够出示包含核酸检
测阴性信息的健康通行码“绿码”的，

在测温正常且做好个人防护的前提
下可自由有序流动。无法提供上述
核酸检测阴性信息的，到达我市后应
立即接受核酸检测或接受14天隔离
医学观察。瞒报、谎报人员将承担法
律责任。

国内低风险地区持健康通行码
“绿码”的来渝返渝人员，在测温正常
且做好个人防护的前提下可自由有序
流动。

对北京市来渝返渝人员健康管理

措施如下：对5月30日至6月16日期
间自北京市中高风险地区、北京新发地
批发市场等地来渝返渝相关人员，要继
续做好排查管理，核酸检测要应检尽
检，对核酸检测阳性者及时进行隔离治
疗。对疑似或确诊病例、无症状感染者
的密切接触者但核酸检测阴性人员，实
施14天集中隔离医学观察;对其他核
酸检测阴性者，单位和社区要加强健康
管理，督促做好14天健康监测和个人防
护，出现发热、呼吸道及其他可疑症状应

当及时就医。
6月16日以后自北京市中高风险

地区来渝返渝人员，按照国内中高风险
地区来渝返渝人员防控措施管理。

北京市低风险地区来渝返渝人员，
持有来渝前7日内核酸检测阴性证明
或能够出示包含核酸检测阴性信息的
健康通行码“绿码”的，在测温正常且做
好个人防护的前提下可自由有序流
动。无法提供上述核酸检测阴性信息
的，应当立即接受核酸检测。

我市调整国内其他地区来渝返渝人员健康管理措施

持核酸检测阴性证明或“绿码”者可自由有序流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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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 赵迎昭）7月3日，
“重庆艺术大市场·开放的六月——
2020四川美术学院艺术游”艺术特惠
季展览活动在重庆艺术大市场线下中
心金山意库正式启动。数百幅艺术新
作汇聚金山意库ADC艺术中心。

“艺术特惠季”展览活动由“2020
四川美术学院优秀毕业生作品邀请
展”和“多元的表达：2020重庆小幅作
品收藏推广计划”组成。

据介绍，亮相本次展览的川美毕
业生作品具备较高收藏价值和升值潜
力，销售价格也远低于市场价，大多数

都是千元级，可满足市民对原创艺术
品收藏和家庭装饰的需求。

“重庆小幅作品收藏推广计划”展
览展出作品不仅有现当代艺术，还有
传统书画作品。重庆海外联谊会理事
杨哲三创作的38件书画作品也亮相
展览，《黎香写生》《荷塘清趣》等作品
生动的画面令人神往。

据了解，艺术特惠季展览活动免
费展出至8月20日。市民可在展览
期间现场选购收藏心仪的艺术作品，
还可以通过“重庆艺术大市场”微信公
众号购买艺术作品。

“开放的六月”又一线下展览开幕

金山意库数百件艺术新作等你来“淘”

本报讯 （记者 李珩）高考在
即，目前各考场准备情况如何？7月3
日，市卫生健康执法总队组织开展了
中高考期间学校卫生专项执法检查。

在重庆八中门口，进门处设有体
温监测点，救护车由1台增加为2台，
并设置有专门的备考间。

市卫生健康执法总队有关负责人
介绍，增加救护车是为了防止在考试
期间有发热学生，由专门的救护车进
行运送。如果出现发热症状，学生将
被移送至单独的备考间。

据了解，今年在重庆八中渝北

分校考点参加考试的学生有 1500
多名，其中有 700 多名外校学生。
在外校考生的住宿酒店，记者了解
到，目前酒店已有193间客房被订，
为做好防疫工作，考生与普通散客的
房间会尽力分散，每部电梯间内都配
备了洗手液，酒店每小时都会对门把
手等地方进行消杀，并准备了防暑
降温的药品。

该负责人说，本次专项执法检查
将对全市106个高考考点、353个考
生集中住宿点进行监督检查，督促落
实学校卫生及疫情防控等工作。

我市开展中高考期间学校卫生专项执法检查

本报讯 （记者 白麟）“我们80%
以上的受访企业评价中国华南、西南营
商环境为‘很好’，未来三至五年，我们
的会员美资企业在华利润再投资总额
将达到188亿美元。”7月3日，在市商
务委举行的“重庆市与美资企业线上投
资洽谈会”上，中国华南美国商会会长
哈利在视频连线中表示，美资企业对继
续在中国和重庆未来的发展充满信心。

据介绍，本次线上投资洽谈会由
重庆市政府主办，重庆市商务委承办，
当天下午，重庆有关市级部门及开放
平台相关负责人，中国美国商会、中国
西南美国商会、中国华南美国商会代
表以及美商会约80家会员企业代表
通过视频连线方式进行交流。

中国西南美国商会会长王晓东、
中国美国商会会长毕艾伦、中国华南
美国商会会长哈利均对重庆市政府
提供此次线上交流机会表示感谢。
他们表示，尽管新冠疫情持续蔓延，
全球经济遭受巨大冲击，但他们仍然
对中国以及重庆未来发展充满信心。

在渝美资企业星巴克代表表示，
在目前国际经济面临巨大下行风险的
艰难时刻，中国和重庆进一步传递出

“改革”“开放”“发展”的积极信号，让
更多的国际商务机构、外资企业吃下
了“定心丸”。林同棪国际副总裁陈晓
虎更是明确表示，计划在渝投资3亿
元，建设二期科研楼和全球外包服务
基地。

重庆举办美资企业线上投资洽谈会

美企对重庆未来发展充满信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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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 陈维灯）7 月 3
日，重庆日报记者从市生态环境局
获悉，《重庆市生态环境违法行为有
奖举报办法（试行）》（以下简称《办
法》）将于明年1月 1日起正式实施，
旨在对全市 7 类环境违法行为实施
有奖举报，及时严厉查处和打击环
境违法行为，鼓励公众参与，强化社
会监督。

《办法》规定，举报下列7类环境违

法行为之一的，经生态环境部门查证属
实，并依法作出生效的行政处罚决定之
日起15个工作日内，根据举报人奖励
意愿启动奖励程序，给予最低500元、
最高5000元奖励。

在饮用水水源一级保护区内新建、
改建、扩建与供水设施和保护水源无关
的建设项目或者在饮用水水源二级保
护区内新建、改建、扩建排放污染物的
建设项目的；造纸、制革、印染、电镀、农

药、水泥、玻璃、钢铁类建设项目的建设
单位未依法报批建设项目环境影响报
告书，擅自开工建设或者需要配套建设
的环境保护设施未建成、未经验收或者
验收不合格，建设项目即投入生产或者
使用的；向农用地排放重金属或者其他
有毒有害物质含量超标的污水、污泥
的；无许可证或者未按照许可证规定从
事收集、贮存、利用、处置危险废物经营
活动，或者擅自倾倒、堆放危险废物的；

利用渗井、渗坑、裂隙、溶洞，私设暗管，
篡改、伪造监测数据，或者不正常运行
水污染防治设施等逃避监管的方式排
放水污染物的；通过偷排或者篡改、伪
造监测数据、非紧急情况下开启应急排
放通道、不正常运行大气污染防治设施
等逃避监管的方式排放大气污染物的；
环保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具体有奖举
报情形。

《办法》明确市民可通过来信举报
（收信地址：重庆市渝北区旗山路 252
号）、来访举报（重庆市生态环境局人民
来访接待室，地址：重庆市渝北区旗山
路252号）、微信举报（“重庆生态环境有
奖举报”微信公众号）等三种途径举报
线索。

举报7类环境违法行为有奖
明年1月1日起实施，给予最低500元、最高5000元奖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