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老旧社区“微整治”迎来居民点赞
渝中区大坪街道推进市容环境专项整治开局良好

“现在小区干净整洁、宽敞明亮，我们老
年人可以好好健身休憩，我家孙子也喜欢来
我家玩耍了。”说起小区环境的变化，家住长
江二路138号的唐婆婆笑得合不拢嘴，“以前
采光不好，大晴天房间都需要开灯。一到夏
天，蚊虫多得很，连我家孙子都不愿到我家里
来玩。”

今年5月中旬，渝中区大坪街道负责人在
长江二路沿线老旧小区“马路办公”时，听见唐
婆婆正在与人聊天说自己的孙子害怕虫子咬
不愿意到她家来玩耍，便主动上前与唐婆婆交
流了解情况后，立即根据居民“希望小区院落
更加敞亮”等诉求，对长江二路138号至144号

老旧小区的乱堆乱放、私搭乱建、乱牵乱挂等
影响市民居住体验的问题实施了“微整治”。
如今，老旧小区换新颜，迎来了唐婆婆等广大
居民的点赞。

大坪街道对长江二路沿线老旧小区环境
整治，是渝中区为巩固全国文明城区建设成
果、全面开展社区环境卫生整治专项行动的一

个生动案例。
渝中区城市管理工作大会召开后，大坪

街道党工委、办事处赓即针对辖区老旧小区
多、脏乱差问题容易反复、城市管理水平亟待
提升的现状，紧紧抓住常态化、长效化管理城
市这个“牛鼻子”，贯彻落实好区委、区政府

“一改二拆三清理四治理”以及打好“四大战

役”的要求，第一时间召开专题会议，在广泛
征求意见的基础上出台了《2021年大坪街道
城市管理问题整治专项行动方案》，制定了
《职责任务及考核标准明细表》《大坪街道城
市管理问题处置流程图》等具体规章，街道主
要领导和社区党委“第一书记”逐一到8个社
区组织街道干部职工、网格员、环卫工、群防

队员、居民小组长等共计400余人召开动员
部署会，明确了目标任务、压实职责奖惩，大
坪街道城市管理问题整治专项行动迅速全面
展开。

“一大批和老百姓生活密切相关的‘家门
口的小问题’将被揪出来逐个解决，这些问题
看似微小，做的却是事关民生的大文章。”大坪
街道相关负责人表示，《专项行动方案》印发
后，大坪街道先后发现并整改屋顶乱堆物、管
线凌乱、墙面破损脏污等城市管理问题270余
个，“虽然开了个好头，但任务还很艰巨。边发
现，边整改，将成为我们工作的常态。”

张锋 郭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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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0到1再到N

重庆科技创新，加速！
■“1”，是从无到有。新中国第一根钢轨、第一辆吉普车、第一块

PMOS型大规模集成电路板……这些新中国的“第一”都诞生在重庆。

■“1”是世界第一。世界上第一张家蚕基因组框架图、第一张家蚕
基因组精细图谱、第一张蚕类基因组遗传变异图谱……这些“第一”来自
重庆。

■“1”，更是争创一流的精神与努力。如今，重庆的科技进步贡献率达
58.6%，综合科技创新水平指数排名跃居全国第7位、西部第1位。

■“N”，则是“一只蚕”“一辆车”“一座城”背后，凭借创造无数个“从0
到1”的精神，而具有的无限可能——重庆科技创新加速“前行”，成为高质
量发展的主动力……

▲小学生在西南大学家蚕基因国家重
点实验室近距离观察彩色蚕茧。（摄于2015年
6月14日） 特约摄影 秦廷富/视觉重庆

◀重庆首个大科学装置超瞬态实验装
置总体规划设计效果图。 （重庆大学供图）

6月18日，走进西南大学2号门，沿大路径
直走两三百米，再往右拐进一条小路，就看到

“家蚕基因资源库”的蓝色指示牌。
再往里走不远，一座欧式风格的建筑就出

现在记者面前。这，就是被称作“蚕宫殿”的家
蚕基因资源库所在地。

在国际知名蚕桑遗传育种专家、中国工程
院院士向仲怀带领下，这里建立了世界最大的
家蚕基因资源库，拥有1000份以上家蚕基因资
源，覆盖家蚕突变型的90%以上。

有着数千年悠久历史的中国蚕桑业，造就
了闻名于世的古代丝绸之路。而向仲怀的梦
想，是让中国蚕桑业走向21世纪“新丝绸之
路”。

1954年，向仲怀考入西南农学院（现西南
大学）蚕桑专业，从此与蚕桑结缘。4年之后，
他被选中留校任教，并成为国际知名家蚕遗传

学家蒋同庆教授的助手，开展家蚕遗传研究。
改革开放带来了蚕业发展的春天，但由于

长期的封闭，我国与日本等国家先进蚕业科技
的差距不下20年。

1982年，肩负振兴祖国蚕业使命的向仲怀
被教育部选派去日本留学。

在日本的两年时间，他先后参与和完成了
4个研究项目，还先后到东京大学、九州大学学
习先进科学技术。

“刚回国时，没有实验室，也没有科研团队，
基本属于从零开始。学校给了一万块钱作为搭
建科研平台的启动资金，我到学校设备处，用
7000块钱买了仪器设备，就剩了3000块钱作
为启动运转资金。”回想起当年的“穷酸”，向仲
怀记忆犹新。

通过先后建立博士点、国家重点学科、国家
重点实验室等平台，推动学科建设，该校形成了

一支年富力强的研究队伍。
2003年11月15日，这一天，向仲怀及其团

队的每一名成员都留下了深深的印象：重庆市
政府主持召开新闻发布会宣布，中国科学家完
成世界第一张家蚕基因组框架图！

这一消息震惊了世界。然而在此之前，中
国并不被看好。

2001年，由日本主导的国际鳞翅目昆虫家
蚕基因组计划筹备会在法国里昂召开，8个国
家的20多位科学家参会，可作为蚕桑大国的中
国并未被邀请。

向仲怀心里很不是滋味。他们紧急启动了
家蚕EST项目，完成了10万条EST的测序，超
过日本的5倍。

随后，向仲怀带领团队与中科院北京华大
基因组研究所联手，紧急启动家蚕基因组的测
序工作。

这是一场没有硝烟的战争，他们必须破釜
沉舟拼一把。攻坚克难，苦战百天，终于，他们
完成了家蚕基因组6倍测序计划，比日本的计
划早了一年。

之后的许多年，向仲怀带领的中国蚕学研
究团队又绘制完成家蚕基因组精细图、桑树和
家蚕微孢子虫基因组图谱，巩固了全球领跑地
位。

不仅于此，他们通过做桑树基因组测序，最
终找到蚕桑产业发展的新途径，确立了“立桑为
业、多元发展”的根本方针，实现学科重建和产
业重构，形成适应21世纪发展的崭新学科和产
业。

“回顾几十年的发展历程，我们实现了中国
回归蚕业科学引领地位的梦想。如今，中国已
是世界公认的蚕桑产业和科学技术中心。”向仲
怀说道。

5月10日，长安系中国品牌汽车第2000万
辆汽车——长安UNI-K车型汽车在长安汽车
两江工厂正式下线，宣告长安汽车正式迈入
2000万辆时代。

长安汽车是中国汽车历史上继上汽通用、
上汽大众、一汽大众三家合资车企之后第四家
破2000万辆的车企，也是中国首家突破2000
万辆的中国品牌。

拥有深厚历史底蕴的长安汽车，发源于
1862年洋务运动中兴起的上海洋炮局，是中国
近代工业先驱。新中国第一辆吉普车——“长
江牌”46型吉普车，就是长安生产的，由此也开
启了长安与汽车的不解之缘。

当时没有钱，没有专用的机床、试验设备，
要造出这样一辆吉普车很难。所需要的零部
件，几乎都是工人们用铁锤等简单的工具一点

一点敲出来，敲出来的车壳坑坑洼洼不平整。
为了让车壳看起来更美观，工人们在覆盖

件上刮上厚厚的泥灰，等表面平整后，再刷上漂
亮的草绿色漆。

重1150公斤，最大载重量440公斤，乘员6
人；4缸4冲程气化器式水冷发动机，排量2199
毫升；最高时速115公里，100公里油耗13.7
升，最大爬坡度30度……

“长江牌”吉普车的下线，填补了中国汽车
工业研发、生产领域多项空白，为长安在改革开
放后的汽车生产阔步向前奠定了基础。

从军用汽车转身的长安，于1984年进入民
用汽车领域，到2001年第100万辆中国品牌汽
车下线，用了17年；从第100万辆到2014年第
1000万辆中国品牌汽车交付，用了13年；从
1000万辆到2021年第2000万辆中国品牌汽

车下线，仅用了7年。
这一系列飞跃的数字，是长安汽车发展的

里程碑，是中国品牌向新向上的实力彰显，是中
国汽车产业从小到大、由大变强的时代印证。

进入新时代的长安汽车，正在向智能低碳
出行科技公司转型。

目前，长安汽车已在重庆、北京、河北定州、
安徽合肥、意大利都灵、日本横滨、英国伯明翰、
美国底特律和德国慕尼黑建立“六国九地”各有
侧重的全球协同研发格局，并以每年销售收入
的5%投入到研发。

走进长安汽车两江工厂焊装车间，可见数
百个机器人灵活地旋转、搬运、组装、焊接，在这
里，畅销车型UNI-K正在紧锣密鼓地生产。

作为中国汽车行业首家“国家智能制造示
范企业”，两江工厂冲压、焊接、涂装等环节的智

能化程度已达到90%以上，可以轻松实现柔性
制造、订单生产。

6月18日，在上海举行的2021中国汽车论
坛大会上，长安汽车总裁王俊表示，全球汽车产
业向绿色低碳转型的新形势，对汽车产业发展
提出了更高要求，能源转型、优化产业结构、加
速新能源发展成为企业必选项。

实际上，早在2017年10月，长安汽车就开
启了第三次创业——创新创业计划，到2020年
底，通过不断审视、迭代优化，已升级到4.0版
本，提出打造“新汽车+新生态”产业公司的目
标。

“未来五年，长安汽车将陆续推出26款全
新智能电动汽车。”他表示，“把民族汽车品牌搞
上去”是党和国家领导人对中国汽车产业的殷
殷嘱托，是长安汽车坚定不移的努力方向。

5月27日，重庆首个大科学装置——超瞬
态实验装置项目在西部（重庆）科学城开工建
设。

作为国际上首次明确在时间尺度上提出两
种探针相互耦合的大科学装置，超瞬态实验装
置将充分发挥电子探针在空间尺度、光子探针
在时间尺度的各自表征优势，重点解决先进制
造、先进材料、新能源、电子信息、生物医药等领
域共性关键技术需求，为西部（重庆）科学城建
设提供重要支撑。

2020年1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财经委
员会第六次会议上发表重要讲话，专题部署成
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强调要以“一城多园”
模式合作共建西部科学城，使成渝地区成为具
有全国影响力的科技创新中心。

东衔中梁山、西揽缙云山、南接长江、北拥
嘉陵江，因两山夹两江而形成的重庆中心城区
西部槽谷地带，是西部（重庆）科学城所在地，这
片山清水秀之地，如今已经科学味十足、科技范
凸显。

一年多来，西部（重庆）科学城一直在跟时
间抢速度——

科学大道一期完成总工程量的30%、二期
已开工；科学会堂正在开展PPP项目招标，力争
6月底开工建设；科学公园正在完善方案设计，
一期下半年即将开工；中国科学院重庆科学中
心等17个科创平台落地；联合微电子等135个
产业项目签约……一大批项目加速落地建设，
让西部（重庆）科学城日新月异。

栽下梧桐树，自有凤凰来。项目加速落地

建设的同时，西部（重庆）科学城人气高涨，创新
生态虹吸力逐渐增强。

2018年10月注册成立、落户西部（重庆）
科学城西永微电园的联合微电子中心有限责任
公司，广泛汇聚一流集成电路人才，团队规模已
由初期的20多人增至320多人，其中博士近80
人，行业领军人才8人，高端研发及工艺人才15
人。

作为全国首个能实现硅基光电子芯片全流
程封装测试的实验室，2020年5月，联合微电子
中心已宣布面向全球提供硅光芯片流片服务，
正在加快打造国际一流的集成电路研发中心，
推动重庆集成电路产业发展。

加快建设“科学家的家、创业者的城”，打造
重庆科技创新的引领性力量，加快建设具有全

国影响力的科技创新中心，目前，西部（重庆）科
学城围绕人才、创新、产业、金融出台了四个“金
凤凰”10条政策，进一步营造“近悦远来”的创
新生态。

重庆正在谱写高质量发展、高品质生活新
篇章，对科技创新的需求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
加迫切。重庆将坚持把科技创新作为高质量发
展的主动力，把大数据智能化作为科技创新的
主方向，把建设具有全国影响力的科技创新中
心作为主目标，把产业科技创新作为主战场，把
建设西部（重庆）科学城作为主平台，把科技成
果产生转化应用作为主抓手，把优化创新生态
作为主任务，进一步增强重庆科技创新的集聚
度、活跃度、开放度、贡献度、辐射度，努力在新
一轮竞争中抢占先机、赢得主动。

一辆车
跋山涉水的历程

从新中国第一辆吉普
车到第 2000 万辆汽车下
线，长安汽车始终锁定一
个目标：“把民族汽车品牌
搞上去”

一座城
科技创新的梦想

从山清水秀的西部槽
谷到“科学家的家、创业者
的城”，西部（重庆）科学城
加快打造重庆科技创新的
引领性力量

一只蚕
有了基因组“肖像”

从绘制第一张家蚕基
因组框架图到构建“立桑
为业、多元发展”产业体
系，向仲怀院士团队推动
中国蚕桑业走向 21 世纪

“新丝绸之路”

▲位于重庆两江新区的长安汽车两江基地乘用车工厂，机器人焊接生产线在高速运转。（摄于2020年12月30日）
记者 张锦辉 摄/视觉重庆

□本报记者 张亦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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