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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李珩

二氧化碳，这是人们熟知的东西，重庆
邮电大学光电工程学院副研究员黄强做的
事就是让二氧化碳能够高效转化利用。

作为重庆英才，34岁的黄强是地道的
重庆人。11月13日，黄强在接受重庆日
报记者采访时表示：“我要用科技让重庆
未来发展更绿色。”

黄强健谈，笑起来很爽朗。
“我常和学生说，做研究要有乐观精

神，一次失败了不要怕，我们继续做，千锤
百炼之后，就能成功。久而久之，就养成
了爱笑的习惯。”黄强现在是生态环境智
能修复治理研究方向负责人，这个研究方
向涉及智能感知、半导体材料与器件、等
离子体物理、催化化学等多个学科方向，
是典型的交叉学科研究领域。

可他刚上大学时，所读的并非这些专
业。“我那会儿考上的是中国科学技术大

学，经济学方面的专业。出于对自然科学
研究的热爱，后来我转到了物理系。”黄强
是个“实验狂”，他从初中时就特别喜欢物
理和化学，转到物理系后，更是如鱼得水，
每学年都获得优秀学生奖学金。

2008年大学本科毕业后，他获得了香

港中文大学全额奖学金，继续深造。
“博士研究生毕业后我回到了重庆，

这里是我的家乡，而且重庆近年来出台了
多项人才政策，很有吸引力。”2018年，黄
强回到重庆，在重庆邮电大学光电工程学
院工作至今。

“冷等离子体是我研究的主要方向之
一，简单点说，就是要利用等离子体技术
变废为宝。”黄强介绍，他承担的两个项目
分别是“新型二氧化碳、甲烷转化催化剂
开发及等离子体-催化剂协同作用机制研
究”和“非平衡等离子体催化分解反应与
膜分离耦合机理研究”。

“通俗来说，我们的研究是把二氧化
碳通过非平衡态等离子体技术进行转化
利用，反应产物经过进一步转化后可变成
高附加值的化学品和汽车燃料等。”黄强
说，今年他再次获得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资
助，进行“冷等离子体催化-光催化协同作
用分解二氧化碳机制研究”。

在很多人看来，这几乎就是神奇的“点
金术”。黄强说，近年来大气中二氧化碳含
量显著增加，如何有效减少二氧化碳排放
已成为人类共同面临的难题，二氧化碳的
高效转化利用契合国家重大战略需求。

“太阳能、风能等可再生能源产生的
电能，可用来激发气体放电产生冷等离子
体，而冷等离子体中存在大量电子、离子、
原子等高活性粒子，能在温和条件下实现
二氧化碳的转化利用。目前，我们基于具
有自主知识产权的反应装置已经实现了
59.3%的能量效率，在同类研究中处于领
先水平。”黄强表示，相关研究有望实现冷
等离子体与光催化剂间的协同作用，通过
进一步提高二氧化碳转化利用的综合效
率，促进该技术的大规模推广使用。“二氧
化碳少了，可用的绿色能源增加了，重庆
的发展就会更绿色。”

重庆邮电大学副研究员黄强：

“点金术”让二氧化碳实现高效转化利用

本报讯 （记者 张亦筑）11 月 14
日，第二届重庆材料大会在西部（重庆）科
学城开幕。开幕式上，重庆市科协先进材
料学会联合体揭牌成立。

据悉，该联合体由重庆材料学会、重庆
硅酸盐学会、重庆表面工程技术学会、重庆
有色金属学会等材料科学领域的13家学
会、协会发起成立，以“开放、合作、共享、发
展”为宗旨，通过打造我市材料领域具有活
力、创新力和影响力的学术平台，进一步汇
集资源，构建政产学研用多方协同的创新
生态，服务重庆经济社会发展。

“比如，联合体将以联合主办、协办、
资助等方式支持成员学会主办或承办大
型全国学术会议，特别是吸引各学科最
高级别的国际、全国大会在重庆召开，并
在联合体范围内积极组织相关学科的研
究人员共同参与，不断促进重庆材料科
学学术地位和学术活动话语权的整体提

高。”联合体相关负责人介绍，此外，联合
体成员学会将共享专家资源，组织实施
联合体创新人才培训工程，建立人才培
训、人才互访、人才合作渠道，建成材料
科学智库，推动人才联盟；鼓励联合体成
员学会联合开展科技转化和推广活动，
促进产学研用，实现资源的有效利用，提

高重庆材料科学相关产业的影响力和市
场占有率。

本届材料大会以“构建材料协同新平
台，共谋科技创新新未来”为主题，吸引了
近500名各界代表报名参会。除主题报告
会外，还设置了8个主题分会和2个特色
论坛，在为期两天的活动中，与会代表主要
围绕磁性材料、纳米材料、新能源材料、先
进有色金属材料等内容展开学术探讨。中
国科学院院士、南京大学教授都有为，中国
工程院院士、市科协主席、重庆大学教授潘
复生出席活动并致辞。

第二届重庆材料大会开幕
市科协先进材料学会联合体成立

本报讯 （记者 栗园园）11 月 14
日，2020重庆英才大会“智汇丹乡·筑梦垫
江”专场活动在我市大学生就业创业公共
服务中心启动。

重庆日报记者了解到，专场活动期间，
垫江将举办英才大会专场招聘、高层次紧
缺人才专场招聘、教育人才专场招聘、企业
人才专场招聘4场招聘会，来自垫江的39
个企事业单位共计提供岗位606个。

这些岗位中，事业单位有119个，主要
集中在教育事业单位和医疗卫生单位；企

业提供岗位487个，集中分布在现代制造、
精细化工、智能装配、教育服务、大数据等
领域。

启动仪式上，垫江县县长贾晖对该县
经济社会发展情况作了介绍：今年以来，垫
江相继获得国家县城新型城镇化建设示范

县、国家数字乡村试点等“高含金量牌子”；
1—9月，在工业互联网、数字普惠金融、电
子信息、装配式建筑等数字经济新产业、新
业态、新模式带动下，地区生产总值增长
3.3%，居全市第9位。

为广纳英才，打造“智汇丹乡·筑梦垫

江”人才品牌，近年来，垫江先后出台《垫江
县人才引进激励办法（试行）》《丹乡英才服
务管理办法》和垫江县数字经济发展政策
20条，创新设立“丹乡人才一站式服务平
台”，为各类人才精准提供住房、落户、子女
入学、配偶就业等16项一站式服务。

不仅如此，对于到垫江发展的高端人
才，该县还给出连续5年每月8000元的岗
位津贴以及每年60万元的安家补助；对于
急需紧缺人才，最高给出连续 5年每月
1000元岗位津贴和每年1万元安家补助。

垫江推606个岗位广纳英才
对高端人才将连续5年每年提供60万元安家补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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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吴刚

“今年的电费，平均每度
又少了大约三分钱！”前不久，
梁平平伟实业公司在核算经
营成本时发现“惊喜”。看似

“分分钱”，其实不是小数目：
今年前10个月，这家企业由此节省下来的电费，将近80万元。

平伟实业在用电方面享受的优惠，还包括今年新冠肺炎疫
情期间基本电费减免11.52万元、大工业电价的电力用户按原
到户电价水平的95%结算减免60.39万元等。几项相加，该企
业今年的电费少花了上百万元。

在节省直接支出的同时，梁平这家企业还减少了因停电导
致的损失。今年前10个月，企业未发生因线路故障、倒负荷等
原因造成的停电，同比“减损”57万元。几笔钱加起来，已经突
破200万元。

在用电上“得实惠”，平伟实业可不是第一次。2019年，企
业全年用电均价为0.6739元/千瓦时，比上一年减少0.0005
元。当年，企业还享受了减免电费173.93万元。

在梁平，像平伟实业一样享受用电优惠的企业，还有不
少。仅以电费下降为例，今年前9个月，重庆两颗豆农业科技
发展有限公司到户电价同比降低0.2178元/千瓦时、重庆泽
通众汇管业科技有限公司降低0.2532元/千瓦时、梁平区德
宣石材加工厂降低0.2212元/千瓦时、重庆筋优味农业科技
有限公司降低0.2109元/千瓦时……

享受优惠的，可不只是大中型企业，小微企业同样“有
份”。例如，位于该区柏家镇的白仙洞蔬菜种植专业合作社，
今年5月就免费安装了一台变压器、7根电线杆和1000余米
线路，几项加起来，相当于节省了10多万元。

在用电方面千方百计为企业省钱，源自梁平在优化营商环
境中的一项专门举措——“三零三省”服务。

所谓“三零”，针对的是小微企业，包括：实施“零上门”，办电
轻松不用跑；实施“零审批”，手续办理不用管；实施“零投资”，免
费办电不用愁。

所谓“三省”，针对的是大中型企业，包括三个方面。
首先是精简流程环节，办电更“省力”，也就是合并甚至取

消一批环节，将高压用户办电环节由7个压减为4个。
其次是压减办理时限，接电更“省时”。电网企业必须在一

天内完成申请受理，9天内答复供电方案，将高压用户（大中型
企业）办电时限控制在60天以内。

第三是降低企业成本，用电更“省钱”。因用户接入引起的
公共电网新建、改造工程，由电网企业承担相应建设费用，节省
用户建设成本。今年前9个月，梁平区91户超高企业平均到户
电价0.73元/千瓦时，同比下降15.12%。

简化手续、降低电价的同时，梁平还在电力供给端狠下功
夫，排查隐患，提升服务能力水平，最大限度降低企业因停电导
致的损失。今年前9个月，梁平区中压线路跳闸故障同比降低
28%，中压设备故障次数同比降低38%。这意味着，梁平各类
企业常规性的用电损失，今年至少降低了四分之一。

“节省电力等要素成本，就是给企业送真金白银。”梁平
区政府相关负责人表示，下一步，将利用大数据手段为企业
出具用电分析报告，派专人指导企业通过合理选择基本电费
收取方式、加强无功补偿、错峰运行、参与直接交易等方式，
进一步降低用电成本。

今年这家企业
电费少花100多万元

梁平“三零三省”服务送真金白银

本报讯 （记者 白麟）长安携手华为、
宁德时代，打造高端智能汽车品牌。11月
14日，长安汽车董事长朱华荣在中央电视
台《第一发布》节目中透露重磅信息。

据悉，未来三方将通过优势互补，共同
打造一个全球领先、自主可控的智能电动汽
车平台，一系列智能汽车产品，一个超级“人
车家”智慧生活和智慧能源生态。三方联合
打造的首款产品已经完成前期研发工作，即

将进入量产阶段。
未来长安汽车的高端智能汽车会是什

么样？从长安汽车当天发布的方舟架构上，
或许能一窥端倪。

长安方舟架构结合了长安汽车智能科
技与造车基础技术，实现了传感器、控制器
和执行器等关键技术要素提前布局，可满足
未来自动驾驶功能拓展和安全设计要求；在
核心布置上，预留36个传感器（6个毫米波

雷达+13个摄像头+5个激光雷达+12个超
声波雷达）、高精度地图和定位；现阶段实现
中国品牌首个L3级自动驾驶量产，未来可
支持更高等级的自动驾驶。

同时，方舟架构能构建自动驾驶的虚拟
世界，用户的每一个驾驶行为，都可以是虚
拟世界里方舟架构的学习指令。预计2025
年，将有百万台级的车辆接入方舟自动驾驶
的世界。

在业内人士看来，长安方舟架构的推
出，标志着中国汽车品牌进入了全面智能造
车新时代，提高了中国汽车的安全准线，将
实现一流的驾乘体验。

当天，长安汽车还宣布将企业品牌定位
更新为“科技长安 智慧伙伴”，并展示了全
新设计语言“新科技智慧美学”、全新服务体
系等“第三次创业——创新创业计划”转型
升级系列成果。

业内人士指出，长安汽车、华为、宁德时
代三方分别是汽车产业、ICT产业和智慧能
源产业的领军者，此次三家联合打造高端智
能汽车品牌，可以说是一次“国家队”的集
结，其带来的“化学反应”和融合创新模式，
将对中国汽车产业创新发展和品牌向上，产
生积极、重大的影响。

长安携手华为、宁德时代造高端智能车
首款产品即将量产

本报讯 （记者 王翔）消费扶贫，“渝
你同行”。11月14日，秀山县消费扶贫周
在位于江北区渔人湾码头的中国西部消费
扶贫中心启动，直播带货、秒杀活动、农特产
品展销、特色文艺汇演等激情上演，市民在
抢购秀山土货的同时，领略到了不一样的秀
山风情。

消费扶贫是连接贫困地区群众和消费
者的一座桥梁，是实现脱贫攻坚的重要环
节。今年以来，我市大力开展消费扶贫专项
行动，截至10月底，全市累计实现销售扶贫
产品近43亿元。

10月31日，中国西部消费扶贫中心正
式揭牌开馆，共设立“11个西部省级馆+33
个区县馆”，为全市消费扶贫增添新平台，提
供新助力。

此次在西部消费扶贫中心举办的秀山
县消费扶贫周，将从11月14日持续到11
月18日。

重庆日报记者在秀山馆看到，特色农产

品云集，土鸡、核桃、红花椒、糍粑、椿芽、土
鸡蛋、渣海椒、苕粉丝等秀山特色农产品玲
琅满目，此外还有秀山系列特色产品5折享
购、全场商品进店8.8折优惠活动，引来不
少市民抢购。

在馆外展场，还有秀山特色产品试吃、
茶叶免费品尝、体验赠送，更有土家传承手
工艺“土家织锦”现场表演，“龙凤花烛”现场
制作体验、书法现场表演……不光有好看
的，还有好吃的、好玩的。

当天下午，山东德州市、重庆合川区还
分别与秀山县现场签订消费扶贫战略协议，
百仕达、德州扒鸡等山东企业以及来自合川
的3家企业分别签下了秀山土货采购订单，
共同助力秀山消费扶贫。

土货云集 秀山消费扶贫周启动
好吃、好看、好玩，吸引众多市民前往

本报讯 （记者 向菊梅）11月13日，第二届中国科学探
索奖在北京颁奖，傅尧、何旭华两名重庆籍科学家获奖。重庆日
报记者在现场获悉，这两位科学家将获得腾讯基金会资助的
300万元奖金，并可自由支配使用。

据了解，傅尧毕业于重庆市第一中学，现为中国科学技术大
学教授，主要研究领域为能源环保。大奖组委会肯定他在生物
质资源转化和利用方面的成绩，支持他发展生物质基含氧燃料
和呋喃基生物材料，为生物质高值化利用提供新的解决方案。

而何旭华毕业于重庆市第十八中学，现为香港中文大学教
授，主要研究领域为数学物理学，大赛组委会肯定他对德利涅-
卢斯蒂格簇的研究进展，支持他在表示论和算术代数几何方面
努力攻坚。

中国科学探索奖由马化腾联合杨振宁等14位科学家设
立。腾讯基金会计划投入10亿元资金资助该奖项，每年在基础
科学和前沿核心技术方面的九大领域，遴选出50名优秀青年科
技工作者。获奖人年龄上限为45岁，每位获奖者将连续5年、
每年获60万元奖金。

和去年第一届相比，中国科学探索奖今年申报范围更广，首
次面向香港、澳门开放，助力粤港澳大湾区科技创新，吸引海外人
才回国发展。同时，今年的科学探索奖体现了“高含金量”：1200
多名科技工作者申报，在奖项的提名、推荐、评审过程中，超过
800名两院院士参与其中，仅在提名推荐阶段，就有13位诺贝尔
奖、图灵奖、菲尔兹奖得主和100多位发达国家的院士参与。

两名重庆籍科学家
获中国科学探索奖
主要研究领域分别为能源环

保、数学物理学，奖金300万元

11月14日，位于江北区渔人湾码头的中国西部消费扶贫中心，销售人员现场展
示秀山土家织锦技艺，吸引市民观看。

11月14日上午，朝天门广场，市民、游客在远眺蓝天下的江
北嘴。连日来，重庆主城区天气晴好，人们纷纷来到户外晒太
阳、看风景。 特约摄影 钟志兵/视觉重庆

11月14日，中国西部消费扶贫中心，市民在购买
扶贫产品。 本组图片由记者龙帆摄/视觉重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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