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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长责任不轻——既要负责水资源保护、
水域岸线管理、水污染防治、水环境治理等工
作，还要协调解决所辖河库重点和难点问题。

自今年河长制工作启动以来，全市河长累
计巡河5万余人次。吉海云巡河，仅仅是众多
基层河长巡河的一个缩影。

来自市河长办的消息称，重庆市境内有大
小河流4000余条、水库3000余座。目前，已搭
建起市、区（县）、镇（街）、村（社）四级河长体
系，共有各级河长15957名。其中，镇（街）、村
（社）基层河长有15495名。

基层河长长期工作、生活在河库岸边，对

河库情况了如指掌。基层河长履职尽责，也就
等于从源头和面上为水生态和水环境筑起了
安全防护网，其工作重要性不言而喻。

要更好地发挥基层河长“河库守护者”角
色，一方面基层河长自身需要有很强的责任
心、使命感，把工作落到实处；另一方面，需要
有关方面的大力支持，如经费保障、考核倾斜、
强化手段、提供工作便利等；还需要全社会的
共同关心，不断增强河长的认可度、荣誉感。

只有这样，才能不断提高基层河长的积极
性和创造性，守护好生态安全的红线。

推进河长制工作 基层河长是关键
陈国栋

记者手记 >>>

本报讯 （首席记者 张亦筑）疾驰的 VR
（虚拟现实）动感赛车、所向披靡的VR战马、火
力强劲的VR机枪……或许你想不到，这些炫酷的

“重庆造”VR产品，是用汽摩零部件结合互联网技
术制造出来的。10月9日，重庆日报记者从重庆云
威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云威科技）了解到，其研
发的VR产品上市半年来，已在全国各地销售近百
台，明年1月还将走出国门，亮相美国拉斯维加斯消
费电子展。

据悉，成立于2013年的云威科技是一家大学生
双创企业，主要从事移动互联网领域的业务。2016
年初，凭借在智能硬件、数据和算法上积累的经验，
云威科技启动了“云威VR-重庆智造计划”，开始涉
足人工智能和VR的研发。

“重庆的汽摩制造业基础雄厚，有完善的汽
摩零部件供应链，不过，很多零部件供应商存在
产能过剩、产品附加值低的问题。”云威科技CEO
李力说，一件100多元的汽车零部件，如果安装
上传感器，加入数据算法，高的可以卖到上万
元。基于此，他想到利用重庆的汽摩制造业优势
来研发VR产品，也推动传统制造业通过互联网
技术转型升级。

经过半年的时间，李力带领团队完成了第一台
VR动感平台的原型机研发，还研发出具有自主知
识产权的服务型机器人专用伺服电机。在研发的
过程中，云威科技还围绕伺服电机申请了7项国家
专利，其中2项为发明专利，另外还获得了9项软件
著作权登记。

李力告诉重庆日报记者，他们研发的伺服电机
精度能达到0.1毫米，虽然比不上市面上很多伺服
电机0.01毫米的精度，但对于VR动感设备已经足
够。重要的是，这让伺服电机的成本大幅降低——
市面上的伺服电机价格要几千元，但他们研发的伺
服电机只要几百元。

据介绍，目前，云威科技已成功研发出VR动感
赛车、VR机枪、VR战马、VR战斗机等12款产品，
价格在2万-4万元不等，已销售近百台。

李力表示，接下来，云威科技将完善“云威VR
赛车”“云威机器人”“云威航空航天”“云威军事训
练”“云威亲子科普”五大系列产品，让“重庆造”
VR产品走得更远，“我们已经收到明年1月美国
拉斯维加斯消费电子展的参展邀请函，今后还将
VR产品推向海外市场。”

汽摩零部件搭上互联网技术

“重庆造”VR产品
上市半年卖出近百台

10月11日，江津区举行2017年工业项目
集中竣工投产活动，54个较大工业项目集中竣
工投产。

当日，江津还举行了第三季度招商引资项目
集中签约仪式，共集中签约28家企业，总投资
246亿元。

四个工业园均有大项目竣工投产
此次集中竣工投产的54个工业项目，总投

资达131.2亿元，达产后预计实现产值246.4亿
元。其中，投资亿元以上项目33个，投资10亿
元以上项目3个。

从这些竣工投产项目可以看出，江津工业园
“一区四园”呈现出齐头并进发展态势。

从投产项目数量上看，4个工业园旗鼓相
当：54个竣工投产项目中，双福工业园为14个，
德感工业园为14个，珞璜工业园为15个，白沙
工业园为11个。

从投产项目质量上看，四个工业园均有代表
性大项目竣工投产。

双福工业园有日丰企业（重庆）有限公司基
地、渝丰线缆研制生产基地、重庆小康汽车有限
公司技术改造等代表性大项目。其中，日丰企业
（重庆）有限公司基地项目计划投资15亿元，预
计达产后产值30亿元。

德感工业园有重庆三五三三印染服装总厂有
限公司整体搬迁、中储粮重庆江津粮食加工及仓储
物流、桃李面包重庆生产基地等代表性大项目。其
中，重庆三五三三印染服装总厂有限公司整体搬迁
项目计划投资12亿元，预计达产后产值24亿元。

珞璜工业园有杜拉维特（中国）洁具有限公
司技改扩建、力海俊珲汽车发动机缸体铸造件轮
毂、维泰卫生用品等代表性大项目。其中，杜拉
维特（中国）洁具有限公司技改扩建项目投资6
亿元，预计达产后产值10亿元。

白沙工业园有重庆江记酒庄白酒分装、渝邦
新能源年产10万吨绿色环保生物柴油等代表性
大项目。其中，重庆江记酒庄白酒分装项目投资
6亿元，预计达产后产值10亿元。

江津综保区延续“吸金”热度
从江津区第三季度招商引资项目集中签约

的28个项目可以看出，江津综合保税区继续保
持着吸金“热土”势头：共签约了广东周百福珠宝
有限公司、深圳商贸通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等8
个项目，协议引资 69亿元，占协议总投资的
28%，位列各平台第一名。

在这8个项目中，投资10亿元以上项目就
有4个。如与广东周百福珠宝有限公司签约的
珠宝产业园项目，总投资达到10亿元。一方面，
该公司将租赁综保区网内约1000平方米标准厂
房用于毛坯钻石保税加工业务，另一方面将在网
外购地30亩建设集团总部大楼，将公司总部、结
算中心全部落户到江津。

其它平台也签约了一批优质项目。如珞璜
工业园签约的厦门盛方生态技术有限公司植物
纤维复合材料生产基地，总投资达10亿元。该
生产基地将借助江津综保区口岸优势，从东南亚
进口椰壳纤维，生产沙发、床垫，供应川渝市场。

德感工业园签约的大连海大科技园项目，将
建设海工装备中试技术产业化公共服务平台，有
力推动德感工业园海洋装备产业发展。

双福工业园签约的美好集团绿色装配式建
筑产业基地项目，总投资达20亿元，达产后预计
科实现综合销售收入80亿元。

对外开放优势越发凸显

据统计，今年前三季度，江津全区预计实现
全社会工业总产值1680亿元，增长18.3%；实现
规模以上工业产值1365亿元，增长18.8%；完成

工业投资416.6亿元，增长14.3%，工业经济继续
呈稳中向好的态势。这成为了众多企业争相落
户江津的重要原因。

从这次集中竣工投产、集中签约的项目看，
除了一些新投产、新签约项目，还有不少技能改
造、扩产项目。

其中，江小白就同时参加了集中竣工投产
活动与集中签约仪式。该公司在一期白酒生产
基地投产的同时，还与白沙工业园签约了江边
酿酒三期项目，投资额分别为2亿元、22亿元。

“我们就要把鸡蛋放在一个篮子里面！”重庆
市江津区江边酿酒有限公司董事长陶石泉说，他
们自落户江津白沙工业园后就一直保持连续投
资态势，目前除一期竣工、二期在建外，三期也即
将启动建设。而随着江边酿酒三期项目的建设，
他们在白沙工业园的累计投资将达到30亿元，
占地将达到800亩，有望成为重庆乃至西南最大
的高粱酒酿造基地。

陶石泉表示，他们把“鸡蛋”全部放在江津，
看中的是江津良好投资环境和强劲的发展动力，
押注的是江津的发展未来。

“江津的对外开放优势将会越发凸显！”江津
区委负责人表示，随着江津综合保税区的加快推
进，珞璜铁路综合物流枢纽和重庆枢纽港珞璜港
等重点项目的有序推进，江津将推动更深层次、
更高水平的对外开放，将在全市开放大格局中扮
演更为重要的角色，将会成为海内外广大客商投
资兴业的热土和福地。

集中竣工投产54个工业项目 集中签约28个项目246亿元投资

江津对外开放优势越发凸显

重庆江津综合保税区效果图重庆江津综合保税区效果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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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长巡河发现漂浮物，请来工人打捞。 （澄江镇河长办供图）

有这么一个群体，他们隔三岔五便到河流、
水库边走走，不是为了看风景，而是像医生一样

“望闻问切”——看水面、水岸有无异常，闻水中
有没有臭味，问附近群众有什么发现及建议，最
后找到问题根源，有针对性地加以解决。

他们是河长，是我市河流、水库的守护者。
他们肩扛重任，只为了那一江碧水、两岸青山。

10月2日，重庆日报记者跟随北碚区澄
江镇的河长、该镇副镇长吉海云去巡河，记录
下河长巡河的点点滴滴。

文明劝导、处理垃圾，样样都重要

澄江镇位于缙云山下、嘉陵江畔，距北碚
城区10公里。

10月2日一大早，吉海云换上胶鞋，与镇
河长办同事徐伟前往璧北河。

47岁的吉海云，分管农业、财政等工作。
从今年4月起，他和镇党委书记、镇长以及各
位村委会主任都有了新头衔——河长。按照
分工，吉海云负责守护璧北河以及4座小二型
水库。其中，璧北河是嘉陵江一级支流，长7.3
公里、宽约50米，主要功能是行洪、灌溉。

上午9时许，吉海云来到璧北河运河口，
沿着河岸往上游一路查看。这是他当河长以
来，第31次巡河。

河水清澈无异味，两岸青草依依，三三两
两的白鹭不时从水面掠过。在一丛竹林旁，
一名中年男子在钓鱼，吉海云过去打招呼，并
提醒他注意维护环境卫生。半路上，吉海云
看到地上有一个食品包装袋，顺手拾起放入
随身带的垃圾袋中。

璧北河上游烟湖滩岸边，露天堆放着大
量建筑垃圾和生活垃圾，吉海云用手机拍下

照片，并电话通知有关方面尽快处理。在河
上游的柏林村虾蚂石小河沟边，村民反映村
里的垃圾箱装满了，又脏又臭，希望尽早运
走，免得污染水源。吉海云立即打电话通知
人员办理。

查找问题，有时还得斗智斗勇

巡查中，吉海云接到群众举报称，蔡虾沟

一家食品厂有偷排嫌疑。
记者与吉海云溯流而上，来到群众投诉

的北碚继圆速冻食品厂。该厂位于缙云山
脚，有10多名工人，主要生产汤圆、饺子、蒸糕
等食品。

“我们的污水绝对没有乱排。”食品厂老
板姓柳，他信誓旦旦地说，厂里每天排水三
四吨，污水先排到收集池，氧化后再抽到污
水箱里处理，然后排到鱼塘养鱼，最后流入

蔡虾沟。说完，他把吉海云带到鱼塘旁的收
集池前，又指了指旁边小屋子里3米多高的
污水处理箱。

但是，吉海云发现，排污管的水管根本没
有直接引到鱼塘，而是引向一旁的小河沟。排
水口附近，大量白色絮状物顺水流淌。

见柳老板的眼神有点躲闪，吉海云感觉
其中有猫腻，于是借助楼梯爬上污水处理
箱。他发现，箱内设施锈迹斑斑，到处是蜘蛛
网，“看得出，这个设施好久没启用过了。”

见已无法掩藏，柳老板只好带着吉海云
来到箱体后面，指着地上堆放着的齿轮说：

“最近设备坏了，我们正打算修……”
吉海云对他进行了严肃批评，并责令其

限期整改。

“河长制”不是短期突击性治
水，而是长期制度化安排

吉海云告诉记者，实行“河长制”不是短
期的突击性治水，而是长期的制度化安排。
他说，实际工作中，虽然面临人手紧张、经费
不足等诸多问题，但河长制工作推进力度越
来越大却是有目共睹。

他举例说，辖区某石材公司以租用金果
园土地为由，多年来非法侵占河道岸线开展
碎石原料加工作业，严重破坏嘉陵江岸生态
环境，严重影响行洪安全，虽经有关部门多次
查处，但一直未得到有效制止。今年，北碚区
委书记、区长分别担任区总河长、副总河长以
来，强力推进生态保护工作。8月底，该区依
法对非法占用河道管理范围的碎石、加工原
料及设施进行强制拆除。

“如果没有责任心、工作不落到实处，河
长制工作的推进效果将大打折扣。”吉海云
说，下一步，该镇将在河库边树立河长公示
牌，公布举报电话，让更多群众参与河库守护
工作。

跟着基层河长去巡河
本报记者 陈国栋

年底，重庆轨道10号线有望实现开通试营
运目标，成为打通南北向交通的又一干道。

为了尽快实现这个广大市民翘首以盼的目
标，作为10号线轨道车辆制造项目的主导者，
党的十九大代表、重庆中车长客轨道车辆有限
公司技术部副部长姚鸿洲长期泡在车间和办公
室。在即将赴京参会的前一周，他仍然保持着
每天加班一小时的习惯。

“车辆制造的工艺技术精度要求非常高，我
们要随时和车间保持沟通。”10月10日，姚鸿洲
接受采访时如此表示。

研发大马力山地轨道车型

说起即将投入运营的10号线，姚鸿洲一
脸自豪——这是重庆首次在标准A/B型车的

基础上研制出的一种山地新车型，简称As型
车。As型车更加适应重庆山地城市坡道大、转
弯半径小、车站埋深大等实际条件，爬坡能力最
大能达到50‰，大大超过之前的30‰。而且车
辆的小曲线通过能力好，厢体内空更高更舒适，
运载量也将进一步提升。

轨道车辆性能的每一点改善，都包含着姚鸿
洲和技术团队的心血和汗水。从2011年担任轨
道车辆技术主管至今，他先后牵头完成了重庆市
轨道交通3号线及其延长线、重庆市轨道交通1
号线、重庆市轨道交通6号线及其支线和二期工
程、成都地铁3号线、重庆市轨道交通环线、重庆

市轨道交通10号线等项目的技术管理工作；组
织并参与编制和升级的工艺文件、工艺图表、工
艺方案和工艺流程共计500余项，设计改造工装
80余项，编制和升级公司制度60余项，制定企业
标准20余项，连续9年实现安全事故零记录。

“全能达人”获8项实用新型专利

在同事眼中，姚鸿州是个不折不扣的“全能
达人”，善观察、爱琢磨，最终总能拿出让人佩服
的成果。

到重庆长客轨道车辆有限公司工作后，姚
鸿洲发现地铁车辆司机室一直采用手工布线方
式。每个司机室需要布置几千根连接线，手工
布线不仅效率低下，还容易出现失误。

姚鸿洲向企业申请了“布线模板设计”课题，
从此一头扎在司机室里，认真研究几千根接线的
手工布置规则，并逐一进行现场分析，常常半夜
才回宿舍。

功夫不负有心人，经过反复实验，姚鸿洲在
2011年成功发明了“司机室下线模板”。有了
这个小小的模板，整个车辆装配进度较之前周

期缩短了5天，平均每年为公司累计节约线缆
和人力成本近244万元，这一成果成功申请到
国家专利。

2010年以来，姚鸿洲累计获得实用新型专
利8项，其中第一发明人5项。这些在世界轻轨
车辆领域领先的创新技术，为公司代表中国轻
轨战胜国际竞争者发挥了重要作用。

攻克难关 造“通达九州”的轨道车辆

长着一张娃娃脸的姚鸿洲，内心却有着宏
大梦想——让轨道交通覆盖更广，轨道车辆跑
得更快，通达九州。

为此，他和同事们正在努力攻克“双流制”
轨道车辆这一国内外轨道交通的难关。

姚鸿洲解释说，现在我们坐火车出门，都要
先坐地铁或轻轨到火车站，再转乘城际间的火
车到达目的地。双流制车就是要解决城市地
铁、轻轨车辆如何能在城际“大铁路网”上跑的
问题，如果解决了，未来我们就有望从家门口坐
轨道交通直接到达千里之外的目的地。

目前，这一技术只有欧洲的个别国家掌握。
而姚鸿洲团队目前已经基本攻克了技术难关，预
计2018年第一辆双流制轨道车辆将正式下线。

与此同时，姚鸿洲还致力于编撰都市快线
车辆的通用技术标准，对车辆的使用条件、车辆
基本技术规格、列车网络控制系统、列车车地通
讯、安全设施等进行统一。“有了这个标准，我们
在行业领域里的话语权就更大，创新研发的前
景也会更广阔。”

姚鸿洲 梦想造“通达九州”的轨道车辆
本报记者 罗静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