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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初，忠县县政府通报表彰了一批高新技术产品和新
认定的高新技术企业、授权专利、专利技术开发。

“18件获奖的高新技术产品中，与四大特色产业集群密
切相关的企业产品就占了15件。”忠县相关负责人介绍，医
药、锂电、装备制造、资源加工等四大特色产业集群所涉及的
重点企业，正逐渐成为全县科技创新的主力军，“这些企业相
对污染少、工艺新、能耗小，是绿色发展的典范。”

近年来，忠县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在加大环境治
理、加强生态保护与修复的基础上，大力实施特色产业、特色
城市“双特”战略驱动绿色发展，努力实现“绿水青山”与“金
山银山”的有机统一。

保护生态确保河畅、水清、坡绿、岸美

“红者霞艳艳，白者雪皑皑。游蜂遂不去，好鸟
亦栖来……”1000多年前，唐代大诗人白居易任忠
州刺史时，在城东的东坡上栽花植树，并写下了《东
坡种花二首》抒发情怀。现在，不只是东坡加大环
境治理、生态保护，整个忠县都正向河畅、水清、坡
绿、岸美的“美丽忠州”迈进。

忠县城区每天产生城市垃圾大约200吨，过去都是填埋
处置。2015年，该县投资约9000万元的海螺水泥公司垃圾
焚烧系统建成后，每天都会将这些垃圾变成10吨水泥。

记者看到，该生产线将垃圾气化成可燃烧气体，随后输
入新型干法水泥的分解炉燃烧，将焚烧过程中产生的二噁英
等有害物质进行分解和固化，从而得到生产水泥所需的熟料
氧化钙、二氧化硅、氧化铝和氧化铁等。“每日可处理200吨
生活垃圾和80吨城市污泥。”海螺公司负责人介绍，“变废为
宝，生活垃圾做到了无害化、减量化、资源化，减少土地占用
和污染环境。”

据了解，依托海螺水泥垃圾处理项目，忠县逐步完善了
村收集、镇转运、县集中处理的三级垃圾收运压缩体系，实现
了生活垃圾焚烧处理全覆盖。

此外，忠县29个镇街还建成了污水处理厂，引进了一座
医疗废物处置厂，实现了污水和医疗危险物处置全覆盖。

“良好的生态环境，既事关区域发展，又惠及民生福祉。”忠
县相关负责人称，忠县地处三峡库区腹心，长江横贯县境88公
里，加强生态环境保护尤其重要。近年来，忠县严守“五个决
不能”底线，全面贯彻落实“大气十条”“水十条”“土十条”，继
续实施环保“五大行动”，不断提高生态质量，向生态要效益。

据统计，今年1—5月，忠县城区空气优良天数达114
天，长江干流忠县段及主要次级河流水质均达到Ⅲ类标准，
城区、乡镇饮用水源地水质达标率分别为100%、87.2%。全
县及长江两岸森林覆盖率分别达50%、70%，同时全面推行

河长制，确保每条河流、每个水库都河畅、水清、坡绿、岸美。

彰显忠义文化 推进绿色生活

巴蔓子、严颜、秦良玉……古往今来，忠县忠义
之士辈出。“巴严挺忠烈，嘉名独锡‘忠’。山川效灵
异，千载沐休风……”八年抗日战争，忠县籍将士阵
亡上千人，诗人们纷纷作诗纪念忠烈。而今，忠县将

“忠文化”作为城市之魂，致力打造特色中等城市。

走进忠县，城市干净整洁，入夜，滨江路华灯璀璨、人群
熙攘，热闹非凡——正积极创建全国县级文明城市的忠县充
满了活力。

香水村是忠县新生镇长江边上一个小村落，现在这里正
兴建停泊万吨轮船的深水港码头——忠县新生港。

“不只是建设一个港口。”忠县发改委副主任范利华称，

按照“前港中仓后园”思路，这里还将完善铁公水集疏运体
系，推进新生港物流园区建设；同时打造12平方公里的临港
新城，建设港口物流区、产业发展区、商业居住区，“使其成为
县城疏减人口和新增人口的主要聚居区。”

忠县是100万人口的大县，具备建设中等城市的人口基
础，县城滨江临港、依山傍水，是三峡库区唯一留存的半淹县
城。去年12月，忠县第十四次党代会提出，未来五年，忠县
要拉开“一江两岸三片区”城市骨架，打造12平方公里的临
港新城，开发16平方公里的乌杨新区，改造忠州老城，力争
到2025年构建起40平方公里、40万人口的特色中等城市。

据介绍，乌杨新区在确保产业发展的基础上，将完善居
住、教育、科研、医疗、文娱、休闲等功能；忠州老城主要完善
城区对外交通设施，改善城市居住环境，完善城区配套设施，
构筑滨江亲水空间。

“既有半淹县城特色，又能展现忠义人文精神，还具有现

代城市功能。”忠县相关负责人表示，在注重山、水、城、桥、
岸、文化等元素有机融合的同时，忠县将“忠文化”作为城市
之魂，升级改造一批体现“忠文化”、三国文化内涵的标志性
历史街区、公共建筑、文化长廊，保存古忠州和三峡移民记
忆。以三峡港湾为载体，完善《烽烟三国》景区；推进石宝镇
全域旅游、整体打造白公祠，规范发展乡村旅游，充分挖掘景
区景点资源，顺应消费需求升级，加快发展文化旅游、商贸物
流等特色服务业。

据悉，5年来，忠县先后成功创建国家卫生县城、园林县
城和市级文明县城、山水园林城市，获得全国首批生态文明
示范工程试点县、全国首批农村产业融合发展试点示范县等
称号。

以特色产业为支撑做强县域经济

“喜看今日之忠州，百万儿女，开来继往……借
三 峡 工 程 之 机 遇 …… 库 区 改 变 旧 貌 ，满 目 辉
煌……”现在，忠县依托丰富的自然资源、文化资源
和旅游资源优势，打造特色产业，走绿色发展道路，
在忠州大地谱写新的《忠州赋》。

今年5月，重庆特瑞新能源材料有限公司在忠县年产
2万吨的磷酸铁锂正极材料生产线建成投产。

这种锂电池无毒、无污染，不会发生爆炸，其生产过程中
产生的废气，通过焚烧处理产生的蒸汽又可用于生产。公司
负责人范本立称，这既省去了约700万元的环保设施费用，
每年还节约了300万元的环保运行费和400万元的燃料费。

据介绍，总投资31亿元的10万吨锂电池材料生产线全
面建成后，产值可达130亿元，并且产品环保节能无污染。
目前该产品供不应求。

“提高工业‘三废’综合处理能力，推动绿色低碳循环发
展。”忠县相关负责人介绍，忠县具有独特的自然资源、文化
资源和旅游资源，立足这些优势，忠县严格落实“负面清单”、
禁投清单及工业项目环境准入规定，大力发展特色工业、特
色效益农业和特色服务业，加快培育医药、锂电、装备制造、
柑橘四大产业集群，实现特色发展、绿色发展。

据介绍，忠县正在以乌杨新区为主战场，加快医药产业
园、特瑞锂电正极材料等项目建设，加快发展长帆新能源汽
车，支持派森百技改扩能，依托优质砂岩、绿竹等资源，做大
做强石材加工、环保餐具等特色资源加工业。

同时，开发柑橘橙皮甙、果胶、香精、橘皮丁等系列产品，
通过皮渣有机肥还田柑橘林，形成全产业链封闭式循环发
展，推动以柑橘产业为龙头的柑橘、笋竹、甘薯等特色效益农
业建设。

据统计，今年以来，忠县已签约项目74个，其中投资亿
元以上项目15个，协议引资120.95亿元。今年一季度，忠县
实现地区生产总值54.7亿元，增长13.1%。预计1—5月，全
县工业增加值36.2亿元，增长20.0%。

绿 色 发 展 绿 色 生 活 ①

“推动形成绿色发展方式和生活方式”主题采访活动今日聚焦忠县

“双特战略”驱动县域经济
本报记者 姜春勇 彭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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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前，市政府办公厅印发了《关于认真落实国务
院安委会大检查要求，深入推进大排查、大整治、大执
法工作的通知》（以下简称《通知》）。决定从7月至10
月在全市范围内深入推进大排查、大整治、大执法工
作。《通知》指出，今年以来，全市安全生产工作以问题
为导向，在克服“缺乏发现问题的能力、缺乏扭住不放
的拧劲”和“安排部署与落到实处的差距、监督检查与
严格执法的差距、排查隐患与整治到位的差距”“两个
缺乏、三个差距”上狠下功夫，严格开展检查督查、警
示约谈，落实执法检查、首查必罚、三责同追，全面推
行“日周月”排查和“五定责任”整改，较好地推动了上
半年各项安全生产工作措施落实，使上半年安全生产
形势平稳向好。1-6月全市安全生产表现为“一个杜
绝、五个下降”

下半年，重大节日多、重要活动多，努力营造安

全、祥和、欢乐的安全生产环境是当前及今后一段时
期的政治任务和头等大事。全市安监系统及广大安
全监管人员一定要做好充分的思想准备，强化政治意
识、大局意识、核心意识、看齐意识，要从讲政治的高
度切实推进大排查、大整治、大执法，严格落实各项安
全防范责任和措施，有效防范和坚决遏制重特大事
故，营造稳定的安全生产环境。

《通知》指出，目前，在一些区县部门和安全监管
人员当中，对安全生产大排查、大整治、大执法产生了
厌倦心理，认为大排查、大整治、大执法过于频繁，覆
盖面过于广泛，导致效果不明显。毋庸置疑，开展安
全生产大排查、大整治、大执法是不断发现和整治问
题隐患的有效形式，是切实解决安全生产中“想不
到”、“不知道”、“做不到”的有效方法和手段，必须形
成工作“常态”。要通过政府层面进行大排查，对风险

认真研判、抓实管控措施。要对辖区内有哪些对象潜
在什么风险、如何防控、谁来防控、可能会有哪些形态
的事故发生都要准确、清楚、明白，做到心中有数、手
中有账，坚决防止“人在家中坐，祸从天上落”，切实解
决“想不到”的问题。

企业层面进行大排查、大整治要切实开展“日周
月”排查、抓实“五定”整改。要把人的不安全行为、物
的不安全状况和管理上的缺陷排查出来、及时整改，
企业负责人必须督查并亲自带头把排查整治抓实，从
而解决“不知道”的问题。

部门层面进行大执法，要严格执法、严厉处罚、三
责同追。教育百遍，不如处罚一次。各部门在当前深
化大排查、大整治、大执法工作中，要按照“三部曲”的
要求，认真检查、严厉处罚、严肃追责，从而解决“做
不到”的问题。

乡村层面要广泛宣传、全民动员，形成全社会齐抓
共管，严格落实工作责任。各区县各部门组织的检查组
要躬下身子、放下架子，深入企业生产经营施工现场，身
体力行，认真仔细排查问题和隐患。各级检查人员必须
按照“三部曲”要求检查，严防出现“盲点”和“死角”。要
启动事前问责，对于组织、排查、整治不力，规章制度不
落实、安全隐患突出，尤其在大排查、大整治、大执法期
间发生安全事故或产生严重社会影响的企业，在严格依
法加大处罚力度的同时，要严格追究当事人的责任。

大排查、大整治、大执法还必须从大处着眼小处着
手，切忌形式主义、走过场，要按照国务院安委会、市委、市
政府的通知要求，狠抓部署落实，广泛宣传，大造声势，将
大排查、大整治、大执法贯穿于一切工作之中。要突出工
作重点，紧盯重点行业领域，落实具体措施，确保大排查、
大整治、大执法扎实有效地开展。在大检查中，对本区县
本部门安全生产工作要敢于反思、勇于发现、严格整改、
善于总结、不断完善，以大排查、大整治、大执法促进安全
监管能力和水平的提高。 董林 苏崇生

区 县 动 态

以高度的政治责任感 深入推进大排查大整治大执法

渝北：出台小微企业职业病防治扶持暂行办法

为贯彻《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推进安全生产领
域改革发展意见》和《国家职业病防治规划（2016-
2020年）》，深化国务院“放管服”改革，渝北区出台了
《加快提升小微企业职业病防治工作水平扶持暂行办
法》（以下简称《办法》），对小微企业每年一次职业病
危害因素的检测和劳动者职业健康体检的费用进行
扶持。

《办法》确定扶持对象为渝北区产生职业病危害
因素的小微企业，扶持的比例根据渝北区职业卫生监
督量化分级管理评定的等级来确定，A级（优）企业补
助80%，B级（良）企业补助70%，C级（合格）企业补
助60%，D级（不合格）不予补助。《办法》的出台，着力
解决了小微企业因资金短缺导致职业病防治主体责
任无法落实的问题，极大地提高了职业病危害因素的
检测率和劳动者职业健康体检率，为渝北区职业病防
治水平的提升提供了有效保障。

南川：多举措确保汛期安全

南川区以“3个确保”为目标、以“4个到位”为保
障、以“9个强化”为基础，确保全区平安度汛。

3个目标：不发生人员因灾死亡，确保人民群众
生命安全；不直接造成重大损失，确保灾害损失降到
最低限度；不给全市大局添乱，确保南川平安稳定。4
个到位：部署到位、大排查到位、大整治到位、大执法
到位。9个强化措施：强化思想警觉、强化责任落实、

强化监测防控、强化隐患查改、强化现场处置、强化应
急准备、强化预案完善、强化调度联动、强化值班值
守，扎实做好汛期安全各项工作，坚决打赢防汛抗洪
抢险救灾硬仗。

曹冰清 伍亿川

学习贯彻党代会精神学习贯彻党代会精神
做好高温汛期安全生产工作做好高温汛期安全生产工作

详情请登录重庆市规划局公众信息网站:http://www.cqupb.gov.cn/wsfw/wsfw_list.aspx?ClassName=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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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1

项目名称

陶家隧道项目设计方案公示

融创朗裕特钢项目（E55-1/04地块施工图调整）

恒大世纪城生化池调整公示

重庆北大资源·博雅东B10-1/03地块项目方案调整公示

朵力·迎宾大道（F6-2（部分）、F6-3地块）方案调整公示

名流印象（L51-2/02#地块）21-30#项目建筑方案修改公
示

隆鑫·鸿府项目B、C地块方案修改公示

项目名称

黄花园大桥公共停车场方案公示

项目位置

位于九龙坡区和大渡口区

位于沙坪坝区双碑

位于北部新区B分区（花沟片区）B13-1-1/03地块

位于北部新区B标准分区B10-1/03地块

位于重庆市大渡口区双山路

位于北碚区蔡家组团

B地块位于控规人和B分区B08-9/03地块内，C地块位于控
规人和N分区N04-1/03地块内

项目位置

位于江北区黄花园大桥北桥头桥下地块，场地东接江北新城，
南临金沙门路，与北滨路隔地块相望，西侧与五简路相邻

申请单位

重庆市城市建设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重庆融创阳煤朗裕置业有限公司

重庆永利置业有限公司

重庆盈睿置业有限公司

重庆钢铁集团朵力房地产股份有限公司

重庆名流置业有限公司

重庆天江坤宸置业有限公司

申请单位

重庆市城市建设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公示时间

2017年7月18日至
2017年7月24日

2017年7月18日至
2017年7月24日

2017年7月18日至
2017年7月24日

2017年7月18日至
2017年7月24日

2017年7月18日至
2017年7月24日

2017年7月18日至
2017年7月24日

2017年7月18日至
2017年7月24日

公示时间

2017年7月18日至
2017年8月16日

公示地点

九龙坡区规划分局、大渡口区规划分局、项目现场、重庆市规划展览
馆公示厅、重庆市规划局公众信息网站

沙坪坝区规划分局、项目现场、重庆市规划展览馆公示厅、重庆市规
划局公众信息网站

两江新区规划分局、项目现场、重庆市规划展览馆公示厅、重庆市规
划局公众信息网站

两江新区规划分局、项目现场、重庆市规划展览馆公示厅、重庆市规
划局公众信息网站

大渡口区规划分局、项目现场、重庆市规划展览馆公示厅、重庆市规
划局公众信息网站

北碚区规划分局、项目现场、重庆市规划展览馆公示厅、重庆市规划
局公众信息网站

渝北区规划分局、项目现场、重庆市规划展览馆公示厅、重庆市规划
局公众信息网站

公示地点

江北区规划分局、项目现场、重庆市规划展览馆公示厅、重庆市规划
局公众信息网站

咨询电话

67959859

65211131

67308477

67308477

68836799

68861838

67166563

咨询电话

67608423

7月13日，忠县海螺水泥公司，经过垃圾焚烧系统处理的有害物质通过管道进入新型干法水泥的分解炉燃烧。
记者 崔力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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