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重庆新闻 8CHONGQING DAILY

2021年3月 19日 星期五
责编 林懿 美编 乔宇

□本报记者 廖雪梅

3月 18日，来自三峰环境的消息
称，中心城区第四垃圾焚烧发电厂（洛碛
垃圾焚烧发电厂）前不久实现试运行，目
前每天接收垃圾超过2000吨。至此，重
庆中心城区产生的原生垃圾全部用于焚
烧发电，原生垃圾实现“零填埋”。

除了中心城区，更多垃圾焚烧发电
项目也正在加紧建设。重庆市2021年
政府工作报告提出，今年我市将推进14
座垃圾焚烧发电厂建设。随着这些垃
圾发电项目建设“火力全开”，重庆开启
大规模垃圾焚烧发电模式，进入生活垃
圾无害化处理和资源化利用的新阶段。

焚烧发电主要排放指标
仅为欧盟最高限额的1/10

3月17日上午8点，家住九龙坡区
二郎街道钢球小区的居民陈女士匆匆
下楼，将手中的垃圾扔进了其他垃圾箱
中。9点35分，环卫集团的一辆垃圾收
集车来到小区，将这袋垃圾运到陈庹路
固废转运中心压缩后，再运往走马垃圾
二次转运站。这些垃圾的最终目的地，
是位于渝北区洛碛镇的中心城区第四
垃圾焚烧发电厂。

在洛碛，陈女士扔掉的垃圾被送到
接收大厅，在垃圾储坑里进行焚烧前的
干燥和分堆，经发酵分离大部分水分
后，便投入焚烧炉内燃烧发电。从垃圾
在小区被清运到变成清洁能源，大约需
要5天左右的时间。

第四垃圾焚烧发电厂由三峰环境

以BOT模式独资建设，设计处理规模
3000吨/天。该项目正式投运后，年可
处理生活垃圾110万吨、发电量约6.67
亿度，可满足20万户城市居民一年的
用电需求。

据介绍，与中心城区已建成的其他
垃圾焚烧发电厂相比，第四垃圾焚烧发
电厂更加环保、高效、智慧。值得一提
的是，该项目采用烟气超低排放工艺，
氮氧化物、颗粒物等主要排放指标仅为
欧盟最高限额的1/10。

全市城市生活垃圾
焚烧比例超过70%

在我国，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方式
主要包括焚烧发电、卫生填埋和生物堆
肥。与垃圾焚烧发电相比，卫生填埋方
式具有无害化处理效果好、适用垃圾面
广、处理垃圾量大、操作管理简单、成本
较低等优势，但也存在土地资源占用量
大、新建填埋场选址困难、可能对环境
造成二次污染等问题。

将垃圾焚烧，变“废”为电，蕴含着
可观的经济效益。据测算，将垃圾焚烧
并发电可减少垃圾重量的70%至80%，
减少90%的体积。此外，一吨垃圾焚烧
后还可发300多度电。

市城市管理局人士介绍，截至目
前，中心城区生活垃圾经分类后日均产
量约8500吨，已全部实现焚烧处理，处
理水平位居全国前列。中心城区生活
垃圾全部焚烧后，位于洛碛的应急填埋
场仅需提供垃圾焚烧发电厂检修及发
生其他事故期间的应急保障服务。

而在全市，重庆已建成中心城区第
一（同兴）、第二（丰盛）、第三（江津百果
园）、第四（洛碛）、万州、开州、涪陵—长
寿、永川、石柱、酉阳等10座垃圾焚烧
厂，总处理规模达1.5万吨/日，城市生
活垃圾焚烧比例超过70%。

2020至2035年
拟新改扩建22座垃圾焚烧厂

为提升我国生活垃圾减量化、资源
化、无害化处理能力，2020年，国家发
展改革委、住房城乡建设部、生态环境
部等联合印发《城镇生活垃圾分类和处
理设施补短板强弱项实施方案》，要求
全面推进生活垃圾焚烧处理能力建设，
生活垃圾日清运量超过300吨的地区，
加快发展以焚烧为主的垃圾处理方式。

重庆生活垃圾焚烧发电项目建设
也全面提速，将加快构建“工艺先进、布
局合理、全面覆盖”的生活垃圾焚烧发
电处理体系。

市发改委人士透露，我市正编制
《重庆市生活垃圾焚烧发电中长期专项
规划（2021-2035年）》，目前已完成规
划环境影响报告书编制并征求公众意
见。规划征求意见稿提出，2020 至
2035年，全市规划新（改、扩）建生活垃
圾焚烧厂22座。这些项目建成后，预
计可新增焚烧处理能力1.42万吨/日。

未来，重庆更多地区将有望实现原
生垃圾零填埋的目标。其中，仅2022
年一年，武隆、垫江、合川、綦江等4个生
活垃圾焚烧发电项目就将陆续完工，处
理规模达400吨/日至1000吨/日不等。

垃圾焚烧发电项目建设“火力全开”

重庆中心城区实现原生垃圾“零填埋”

本报讯 （记者 颜若雯）3月 18
日，记者从市人大常委会召开的农业面
源污染防治工作评议动员部署会暨情
况汇报会上了解到，重庆化肥使用总量
已连续5年递减、农药使用总量已连续
10年递减。

会上，市政府作关于全市农业面源
污染防治工作情况汇报时提到，2017年
以来，全市化肥使用总量从95.5万吨下
降到89.8万吨，农药使用总量从1.8万
吨下降到 1.62 万吨，分别下降 6％和
10％。

在加强畜禽粪污资源化利用方面，
2018年以来，我市在25个区县实施畜
禽废弃物资源化利用整县推进项目，支
持养殖场完善畜禽粪污资源化利用设
施，全市规模养殖场粪污处理设施装备
配套率达到95％以上。

我市还以生态健康养殖为目标，加
快推进养殖尾水治理，已完成3000余
万吨养殖尾水直排整改任务。

此外，2017年以来，我市在15个区
县开展了秸秆综合利用重点县建设，推
动全域全量试点，秸秆综合利用率从

2017年的82％提高到目前的87％。
昨日启动的农业面源污染防治工

作评议，旨在促进政府和相关部门针对
农业面源污染防治工作补短板、强弱
项，把转变农业发展方式、推进农业绿
色发展作为防治农业面源污染的根本
出路，通过农业面源污染防治，倒逼加
快形成农业绿色发展长效机制，走产出
高效、产品安全、资源节约、环境友好的
现代农业发展道路，推动形成同环境资
源承载力相匹配、生产生活生态相协调
的农业发展格局。

重庆农药使用总量连续10年递减

□本报记者 陈维灯 通讯员 李慧敏

“我们已经正式进场施工，建筑体量
大，将来入驻企业多，需要的建筑材料数量
也很庞大，如果能从本地找到合作供应商，
能大幅降低我们的建设成本。”3月16日，
在一场铜梁高新区举办的政银企对接会
上，万洋众创城投资集团有限公司智能制
造产业园相关负责人向参会的14家建材
企业提出了供应原材料的要求，并与部分
建材企业达成了初步合作意向。

为解决辖区内企业面临的“七难”（即
融资难、订单难、用工难、转型升级难、政策
落地难、准入难、降本增效），铜梁高新区管
委会广搭平台，截至目前已围绕装备制造、
信息技术、大健康、建材等产业举办订单对
接会6次，促成90余家企业建立起“供应
链合作伙伴关系”，辖区内企业间达成意向
性合作订单超亿元。

在3月16日举行的这场对接会上，铜
梁高新区14家建材企业和今年3月初集
中开工的11家企业以及区内部分银行三
方面对面“接链”，打通区内企业建材行业
的上下游产业链供应链，解决企业订单难、
降本增效难、融资难等问题。

铜梁高新区企业服务中心副主任赵
钰辉介绍，为企业解“七难”具体就是聚焦
高新区内汽车零部件、智能制造、新能源
新材料三大主导产业集群，坚持问题导
向，梳理重点产业链上下游企业协同复工
过程中反映的配套、市场、金融、用工等实
际困难，建立健全了政银企协同推进机
制；政府部门聚焦重要行业领域、重点产
业链条，以龙头企业、重大项目为主要抓
手，为企业之间搭建合作平台；金融机构
立足区域产业特点和企业需求，常态化推
出额度高、利率低、能有力支持中小企业发
展的各类贷款，尤其是针对高新技术企业
的信用类贷款；在此基础上，大中小企业、
配套协作各环节协同发展，解决产业链、供
应链、资金链难题，统筹推进补齐短板和锻
造长板，提升产业链供应链现代化水平。

“我们实施本地产业匹配，积极打通
上下游关节，搭建本地产品供需对接平
台，通过相互采购扩大企业订单量。”赵钰
辉介绍，通过抓龙头企业带动对接上下游
相关联企业，整合区内产业链资源，降低
了企业产品单位成本，相关企业产值提升
近3亿元，并促成13家企业与银行签下
近4亿元的融资合同。

铜梁为企业解“七难”

90余家企业加入供应链“朋友圈”

3月18日，渝黔高速扩能项目赶
水互通正在施工。据投资建设方中铁
建重投集团介绍，目前渝黔高速扩能
项目进展顺利，全线隧道已全部贯通，
大桥也陆续合龙，全面进入路面铺设
阶段，有望年内建成通车。该项目全
长99.9公里，起于绕城高速忠兴枢纽
互通，跨渝湘高速、綦万高速，至綦江
安稳镇出境，接贵州崇遵高速公路扩
能项目。项目采用六车道高速公路标
准，设计速度 100 公里/小时，通车后
将极大缓解既有渝黔高速拥堵状况，
与渝黔高速构成重庆向南经贵州直达
广西的出海高速“双通道”。

记者 罗斌 摄/视觉重庆

渝黔高速扩能项目
有望年内通车

3月5日，泰康全能保（庆典版）
保险产品计划上市。该计划是泰康
喜迎成立25周年之际，特别推出的
定期返还所交保费的终身综合保障
保险产品计划。

全能保（庆典版）保险产品计划
具有“全保障、能返还、保终身”三大
特点。该计划包括《泰康全能保（庆
典版）两全保险》和《泰康附加全能保
（庆典版）重大疾病保险》，涵盖一般
身故或高残、多倍意外身故或高残、
终身重疾等多项保障，定期给付生存
保险金（累计所交保费），还可保障至
终身，满足客户保障和储蓄的双重需
求，为客户提供全方位综合保障。

01全保障

一张保单包括身故、高残、重疾、多
倍意外等全面保障，省心省力又省钱。

意外伤害多倍赔付，一般意外赔
付两倍基本保额，驾乘意外、交通意
外赔付五倍基本保额（包含私家车、
民航班机、公交车、地铁、出租车、网

约车等各类交通工具意外导致的身
故或高残）。

重大疾病保障升级，病种涵盖
120种，全面覆盖重疾新规规定的28
种重疾，同时给予客户更多保障。

02能返还

定期给付生存保险金即所交保
费，可选择70岁或80岁返还。相当
于给客户一笔养老钱，“不费钱”享双
重保障。

03保终身

保费返还后，多倍意外责任终
止，重疾、身故、高残保障可直至终
身。并且保单的现金价值可补充养
老需求。

04更贴心

为回馈客户，全能保（庆典版）的
投保年龄从以往的18岁-60岁扩展
为0岁（出生后30天）-60岁，让孩
子可以用更少的费用锁定高额的终

身保障（若18岁前身故或高残给付
所交保费）；交费方式在5年、10年、
15年、20年交的基础上增加25年、
30年交两种选择，更长交费期，更高
杠杆，降低保费压力。

05组合多

依托泰康大健康产业生态体系，
全能保（庆典版）可与健康尊享C医
疗险、健康尊享A门诊险共同组成
爱家之约（大健康-全能版）保险产
品计划，意外重疾全保障、住院门诊
能报销，同时可享全天候、全流程的

“泰家医”家庭医生健康服务。保障
全覆盖，服务全周期，泰康全守护。

全能保系列是泰康人寿明星产
品，在泰康人寿百万级金额的理赔
中 ，全 能 保 理 赔 件 数 占 比 高 达
46%。上市以来累计已守护201万
个家庭，提供2695亿元保额的综合
保障。累计赔付金额达24.5亿元，
其中意外赔付金额4.8亿元，重疾及
身故赔付近20亿元。

“长寿时代，泰康方案”。泰康作
为大健康产业领军企业，连续3年入
选世界500强。2021年泰康保险集
团迎来成立25周年，泰康人寿深耕
寿险产业链，积极践行大健康产业战
略，将虚拟保险与实体医养服务相结
合，为人们提供全生命周期的健康和
财富保障。

文图由泰康人寿重庆分公司提供

喜迎泰康25周年
全能保（庆典版）隆重上市

保险公司不得违规销售非保险金融产品，
请勿参加非法集资。

泰康人寿保险有限责任公司重庆分公司下辖机构咨询热线

机构名称
渝北支公司
渝中支公司
九龙坡支公司
北碚支公司
沙坪坝支公司
江北支公司
万州中支

云阳营销服务部
梁平支公司
开州支公司
忠县支公司
奉节支公司
巫山支公司
涪陵中支

南川营销服务部
丰都营销服务部

长寿支公司
垫江支公司
武隆支公司
江津中支

璧山支公司
巴南支公司
綦江支公司
万盛支公司
黔江中支

酉阳支公司
彭水支公司
秀山支公司
石柱支公司
永川中支

合川支公司
铜梁营销服务部

荣昌支公司
潼南支公司

咨询热线
023-67848166
023-63809757
023-68522220
023-68218691
023-65301019
023-67515120
023-58138709
023-55185099
023-53395522
023-85877108
023-54573888
023-85995522
023-57651509
023-72244088
023-71615789
023-70695522
023-40234708
023-74595522
023-77795522
023-47529266
023-41669967
023-66222208
023-48625389
023-48285522
023-79235522
023-75582987
023-78443578
023-76867668
023-73395522
023-49877020
023-42845829
023-45632288
023-46736572
023-44585522

本报讯 （记者 周雨）3月18
日，永川区举行2021年一季度招商
引资项目集中签约仪式，共集中签
约项目91个，协议总投资244.5亿
元，为推动全区高质量发展、实现

“十四五”良好开局提供了强劲动
力。

在集中签约的这些项目中，第
一产业项目1个，投资额10亿元；
第二产业项目64个，投资额219.4
亿元，其中投资亿元以上且用地30
亩及以上的工业项目52个，总投资
196.6亿元；第三产业项目25个，投
资额13.2亿元；一二产业融合项目
1个，投资额1.9亿元。这些项目全
部建成投产后，预计年可新增产值
370亿元，增加税收10亿元。

在第一产业项目中，广东中荔
农业集团有限公司拟投资10亿元，
在永川朱沱、仙龙等镇建设10万亩
荔枝龙眼高标准种植示范基地，以
及加工厂、种苗繁育基地、科技研发
中心、荔枝文化博览园等项目，带动
发展订单农业荔枝龙眼种植基地
12万亩。

据了解，中荔农业是我国最大
的荔枝出口企业，目前已在海南、广
东、广西、福建等地建有数万亩优质
荔枝基地，在永川建立优质荔枝龙
眼基地有助于进一步提升其市场占
有率。海南的荔枝一般4、5月份成
熟，广东、广西一般5、6月份成熟，
福建荔枝一般6、7月份成熟，永川
作为晚熟荔枝优势产区，荔枝一般

8至10月份成熟。建成永川荔枝
龙眼基地后，可大幅延长中荔农业
新鲜荔枝销售时间。

在第二产业项目中，长城汽车
将新增投资15亿元建设长城汽车
西南智能制造中心、技术研发中心、
供应链采购中心、销售结算中心等
项目。据了解，这已是长城汽车连
续3次在永川追加投资。截至目
前，长城汽车在永川投资总额累计
已达近100亿元，齐聚整车工厂和
发动机、自动变速器、汽车底盘件、
汽车内外饰、电子电器五大核心项
目，以及整车、零部件、物流三大结
算中心。

在长城汽车的带动下，永川此
次又集中签约了一批汽车配套企

业。其中，昌昂（上海）化工有限公
司拟投资2亿元建设隔音、降噪复
合材料以及汽车座椅、头枕、隔音板
等材料制品一体化生产基地，填补
永川汽车产业链条的又一项空白。
截至目前，永川已拥有一级汽车配
套企业20多家、二级配套企业上百
家。

在第三产业项目中，永川大数
据产业园此次集中签约的文德数慧
二期、啄木鸟全国大数据营销中心
等17个项目，总投资达5亿元。该
产业园此前已入驻企业近400家，
员工规模超1.5万人，2020年实现
产值282亿元，已成为全市单体规
模最大的大数据及信息服务产业
基地。

永川一季度集中签约91个项目
协议总投资244.5亿元 本报讯 （本报记者 周雨 通讯

员 张飞龙）3月18日，重庆唯美陶瓷有
限公司二期R5线顺利点火，标志着全球
首条5G智能化陶瓷板材生产线在荣昌区
正式投产运行。

“新生产线自动化、智能化水平在全球
首屈一指。”唯美集团总裁、重庆唯美董事
长谢悦增介绍，新建成的窑炉长480.9米、
宽3.05米，设计产能每天可达4万平方米，
与之前50人的自动化生产线相比，用工同
比下降30%，产能实现翻番。依托5G技
术，该生产线实现了整个生产过程全要素、
全过程的智能感知、实时分析和自适应的
决策优化，有力推动产品良品率的提升。

值得一提的是，这条生产线从开工建

设到点火投产，用时不到半年。据介绍，重
庆唯美是唯美集团在国内建设的第四个陶
瓷生产基地，于2014年3月入驻荣昌高新
区广富工业园，2017年 3月正式投产运
行。在荣昌区各级各部门全力支持下，重
庆唯美2020年的产值4.88亿元、重庆马
可波罗销售额3.16亿元，实现税收8170
万元。当前，重庆唯美正朝50亿级的陶瓷
龙头企业迈进。

近年来，荣昌区先后引进唯美陶瓷、惠
达卫浴、金意陶等一大批陶瓷领域的龙头
企业，不断延伸产业链、拓宽产业幅、打造
产业群，扎实做好“一片陶”文章，2018年
成功获批重庆市唯一的陶瓷产业园，2020
年成功创建中国西部陶瓷之都。

全球首条5G智能化
陶瓷板材生产线在荣昌投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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