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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首席记者 陈钧）
新春联谊会，不比歌舞节目，比经
营业绩。2月12日，重庆日报记
者从两江新区了解到，在该区日
前举办的2018年重点企业新春联
谊会上，长安汽车、重庆京东方、
重庆超硅半导体、猪八戒等“大
腕”企业纷纷晒出成绩单。

“去年，长安汽车在渝产量
201.6万辆，产值1868.1亿元。”长
安汽车股份有限公司副总裁黄忠
强表示，长安汽车在两江新区布
局了占地7000多亩的自主品牌
核心板块，包括研发中心、乘用
车、商用车、SUV、发动机等多个
项目，2017年在渝汽车产量中，有
180.3万辆来自两江新区。

京东方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
司重庆区域总经理孙耒来则表
示，2017年，重庆京东方光电科技
有限公司全年实现产值193.5亿
元，同比增长56.7%。同时，重庆
京东方智慧电子系统有限公司于
2017年6月实现厂房封顶，年底
完成首台设备搬入和产品点亮，
主要生产液晶电视机、显示器、商

用显示、电子标签等智慧终端产
品。

重庆猪八戒网络有限公司联
合创始人、副总裁刘川郁则称，作
为科技型企业，猪八戒网始终坚
持以技术创新提升企业核心竞争
力。截至目前，公司研发的产品
已多次获得重庆市重点新产品和
高新技术产品。2017年末，据胡
润研究院发布的《2017胡润大中
华区独角兽指数》，猪八戒网估值
超百亿，跻身榜单前35位，成为西
南地区唯一上榜的独角兽企业。

在这么多“大腕”企业的共同
努力下，2017年，两江新区全域主
要指标增速在全市位列前茅，经
济总量在内陆国家级新区中继续
居于首位，实现地区生产总值
2533亿元、增长10.2%，占全市比
重达到13%、超过1/8。

另外，两江新区直管区核心
作用也进一步发挥，实现地区生
产总值1240亿元、增长11.6%，固
定 资 产 投 资 1302 亿 元、增 长
17.2%，实际利用外资 26.5 亿美
元。

两江新区举办新春联谊会

“大腕”企业来晒成绩单

“快帮我看看家里是不是漏
气？”2月8日一大早，重庆燃气江
北分公司龙溪管理站站长陈渝涛
和安检员郭建华来到黄金堡小区，
正准备挨家挨户排查用气隐患，就
被小区C栋1单元的李大爷叫住
了。

在李大爷家用仪器一监测，果
然漏气！陈渝涛和郭建华立刻寻
找漏气点，不一会就发现是表前的
球阀出了问题，他们马上更换球
阀。

漏气问题解决了，李大爷还没
来得及松口气，陈渝涛一句话又让
他紧张起来：“你家用气安全隐患
不少哦。”原来，李大爷家燃气软管
老旧，软管接口处没有用管箍，只
是用一根铁丝扎着，此外灶下也没
有打通风孔。

为李大爷更换了软管、管箍，
并在灶下开了通风孔后，陈渝涛二
人又在C栋1单元，连续发现3家
人存在软管老旧等问题，并逐个作
了更换。

然而，他们当天的入户安检并
非一直这么顺利。一直到中午，才
作了不到20户安检。有的单元只
有几户家中有人，很多时间，他们
都是在重复的爬楼梯和敲门中度

过。陈渝涛在家中无人的用户门
口，贴上了一张安检告知书，准备
晚上或第二天再来。这在他们工
作中是一种常态，有时来个七八
次，也不一定能碰见有人在家，但
工作始终要完成。

龙溪管理站下辖近7万户燃
气用户，根据天然气管理条例规
定，每两年必须完成一轮全部用户
入户安检。临近春节，更是集中安
检的重点时段，该站近期已查出辖
区内有2100多户存在较严重安全
隐患，为确保用户安全过节，安检
员放弃了所有休假。

身体上的劳累不算什么，有时
他们还不被客户理解。陈渝涛说，
有很多客户安全意识淡薄，有的拒
绝入户，有的则查出问题也满不在
乎。他希望更多的人能提高警惕，
防患于未然。

到下午，陈渝涛二人完成了
30户安检，他们计划晚上再查10
户。日复一日如此辛苦，是什么在
支持他们？陈渝涛说，每次听到哪
里出现了用气事故，造成人员伤
亡，他心里就揪得慌。“人人事事讲
安全，事事人人保平安，只要大家
都有了这些安全意识，这样的事故
就会少发生一些。”

燃气安检员
挨家挨户排查用气隐患

为用户安全“护航”

本报记者 白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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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萝卜的莫应明，今年卖笑了！
2月11日，合川区太和镇米市村涪

江岸边的河滩上，一望无际的萝卜地里，
莫应明正和工人们一起忙着拔萝卜、洗
萝卜、装萝卜。白生生的萝卜堆成一座
座小山，看上去特别喜人。莫应明的脸
上更是洋溢着喜悦，走起路来也脚底生
风。

“从未遇到过这样的好年份，萝卜刚
上市时每吨卖1100元，这几天卖1600
元，过两天还要涨成1800元。”莫应明欣
喜地告诉重庆日报记者，不仅如此，他的
萝卜还卖到了日本、俄罗斯，“今年卖一
个月，当往年卖一年”。

莫应明说，萝卜卖得好，除了自身的
品质好外，他还要感谢一个“媒人”。这
个“媒人”，就是合川区工商分局和太和
镇一起打造的电商平台——太和农产品
交易（展示）平台，当地称之为“新型农村
经纪人”。

过去
萝卜烂市时有发生

莫应明种萝卜的河滩，名为胡家坝。
“这种沙土种出来的萝卜特别好吃，

加上这里地势平坦，水源方便，完全可以
用机械化大规模种植。”2010年，太和镇
望仙村人莫应明承包了胡家坝1300亩
地，并购买了3台播种机、5台拖拉机。
他上半年种玉米，下半年种萝卜。其中，
萝卜种两季，秋季种植的白萝卜，冬季收
获；冬季种植的白萝卜，第二年春季收
获。

他种的萝卜品种为韩国“抗病博
士”，这种萝卜一般可以长筷子那么长、
汤碗那么粗，每个萝卜的重量在3斤左
右，味甜、水分多、肉质细嫩。

为进一步提高萝卜品质，莫应明还
与邻近的奶牛场签订协议，把玉米供应
给奶牛场作为青贮饲料，同时将奶牛排
出来的牛粪尿运回来，作为萝卜地里的
有机肥料。在农药的使用上，莫应明使
用的是日本农药，并严格按照国家相关
标准，防止出现农药残留。

尽管如此精心打造，莫应明的萝卜
之路却非一帆风顺。

“一般 11 月刚上市时，可以卖到
1100—1200元一吨，等到12月各地萝
卜大量上市时，价格就逐渐走低。”莫应
明告诉记者，比如，2016年12月—2017
年4月，萝卜价格就持续低迷，一斤萝卜
卖1—2角钱，连成本都不够。

“这么多萝卜，总不能烂到地里吧！”
莫应明无奈地说，每当这时，看到一车车
萝卜就这样被拉走，他的心都在痛。

莫应明的痛苦，其实是广大农村普
遍存在的现象。

“因为信息不对称，经常出现‘菜贱
伤农’‘丰产不丰收’的现象。”合川区工

商分局副局长孟云告诉记者，经过调研，
他们发现，要解决这个问题，必须在互联
互通的信息平台上找出路。

现在
信息上网供不应求

2016年，合川区工商分局与太和镇
政府共同打造了太和农产品交易（展示）
平台，当年底，平台一期建成投用。

重庆日报记者看到，该平台不仅集中
展示了该镇490个农业大户的96种农产
品，包括地理位置、交通路线、农户姓名、
联系电话、农产品品种、年产量、已销产
量、剩余产量等信息，还与双福国际农贸
城等多家大型市场进行链接，自动分析市
场大数据，为农户提供实时的农产品采购
价格、采购方需求、联系人、联系方式等信
息。

“这个平台就像过去的农村经纪
人。”莫应明说，不过这个经纪人不收费，
信息公开透明，更可以传播到天南海北。

2017年秋季，正是种萝卜的季节，
却遇雨水多，许多地方不敢下种，造成全
国萝卜减产。而莫应明种有萝卜的信
息，通过网上传播后，很快接到了来自全
国的订购电话。今年1月，全国又出现
大面积降温降雪，莫应明的萝卜更是成

了抢手货，价格也一路上扬。
从2017年11月开始，每天都有六

七辆大货车停在莫应明的萝卜地旁，将
这里的萝卜运到北京、湖南、山东、广州、
贵州等地。

2 月 11 日下午 4 点，重庆日报记
者 在 现 场 看 到 ，一 辆 车 牌 号 为 鄂
AMR044 的大货车停在萝卜地旁，还
没上货，司机刘景斌在一旁焦急地等
待着。“我昨天都拢了，现在还没装上
货，这里的萝卜生意太好了。”刘景斌
告诉记者，他是从湖北恩施过来拉萝
卜的，没想到还要排队。

“过去，我的萝卜是养在深闺人未
识，现在上了网，不仅走出了重庆，还走
出了国门。”更让莫应明骄傲的是，黑龙
江一家专做俄罗斯生意的贸易公司找上
门来，将莫应明的萝卜销往俄罗斯，而山
东一家公司则把莫应明的萝卜销往日
本。

走出国门，不仅是对萝卜品质的认
可，莫应明也从中获得了更高的利润。

将来
发展深加工提高附加值

如今，莫应明的萝卜在全国已小有
名气。

“现在，全国只要是卖萝卜的，基
本上没有不知道我这里的。”莫应明嘿
嘿笑着说，所谓渠道为王，现在他卖萝
卜的渠道已经打通，即使东边不亮还
有西边亮，萝卜烂市贱卖的现象，应该
不会再有。

以网为媒，莫应明的萝卜不仅为外
界熟知，外面的市场信息也被莫应明及
时捕捉。

“通过太和农产品交易（展示）平台，
居然有人向我订购萝卜皮，5元一斤，价
格比萝卜还高。”几个月前，莫应明接到
一个电话，让他非常纳闷，萝卜皮用来干
什么？

经过调查，莫应明发现，原来在湖南
一带，许多商人将萝卜皮制成泡菜，售价
高达十几元一斤。

“过去，那些断裂的、破损的、长相不
佳的萝卜，我都直接扔掉，或烂在地里当
肥料，每年损耗的萝卜超过500吨。”莫
应明称，从今年起，他不仅要把这部分损
耗的萝卜制成萝卜皮泡菜，还要把萝卜
心制成袋装的老鸭汤泡萝卜，提高产品
附加值。

“目前，我正请西南大学的教授
做实验，如果顺利的话，今年就可以
上 市 。”对 于 未 来 ，莫 应 明 踌 躇 满
志。

2月11日，合川区太和镇米市村，莫应明的萝卜从出土、清洗、装配到外运，如同工厂流水线一般。 记者 罗斌 摄

这个季节的重庆不算冷，但如果是
站在毫无遮挡的山头，风吹来的时候，也
会不自觉地立起衣领打哆嗦。

对于长期从事野外测绘工作的聂晓
松和李华新而言，风吹散了阴云，就正是
出门的时候。

聂晓松和李华新是重庆市勘测院航
测遥感分院的工作人员，2月7日，他们
要去航测的地点是江津区先锋镇。

他们的日常工作是别人
眼中的“稀奇事”

穿过一片花椒地，再走一路缓
坡，有座光秃秃的小山，这便是聂晓
松和李 华 新 理想 中的无人机起飞
点。两人穿上荧光绿的警示工作服，
熟练地从箱子里搬出一架多旋翼无
人机摆放在地上，然后打开平板电脑
进行连接……这一套动作，两人不知
道重复过多少次，春夏秋冬周而复始，
默契得如同一人在操作。

无人机缓缓上升，稍远处的野草随
风摆动。

“数据获取是整体工作的第一步，也
是必不可少的一步。没有数据，之后的
工作就无法开展。”聂晓松一边操作平
板电脑，一边告诉重庆日报记者，两人正
在完成的项目是“十三五”基础测绘数据
资源建设工程，该工程以1∶2000地形图
测绘为核心，包含地形地貌、交通、水系、
植被、工业设施、居民地等要素信息。

“每次航测，我们都是一人负责操
作，一人负责地面监控、维护现场以及同
期数据处理。”聂晓松说，自己会事先在
平板电脑上利用专业软件设计好航线、
飞行速度和曝光时间等。

一会儿功夫，周边好奇的村民们围
了过来，仰头看着天空中的无人机，李华
新叮嘱他们注意安全、保持距离。“我们

的日常工作经常是别人眼中

的‘稀奇事’。”李华新说。

空中飞地上跑一一对应
为的是精准

“事实上无人机主要用于测绘中的
低空影像获取作业，共有两种类型，一种
是固定翼无人机，以汽油为燃料，飞行速
度快，飞行高度可达1000米，采集数据
效率很高。而今天聂晓松他们操作的是

多旋翼无人机，使用电力，续航时长可达
40分钟，其优势在于安全性高，十分稳
定。”重庆市勘测院副总工程师陈良超介
绍道，一般野外勘测的低空作业会使用
无人机，中空则需要大飞机拍照，再往
高，就使用卫星遥感成像了。

聂晓松和李华新操作的多旋翼无人
机上安装有一套集成5个镜头的照相设
备，在短短4分钟的飞行中，无人机在空
中拍摄照片420多张，这些相片上不仅

有图像，还有对应的坐标数据。
“通过野外数据采集，业内人员的后

期处理，最终呈现出来的是三维立体的
图像。”陈良超说，无人机采集数据仅仅
是第一步，还需要通过人工地面测量，将
空中拍摄图像的坐标与地面获取到的卫
星坐标信息进行一一对应和关联，才能
实现高精度制图。据了解，“十三五”基
础测绘数据资源建设工程建成后，能为
区域社会经济规划、土地管理、基础设施
规划建设、农业综合发展、生态环境治理
等提供基础资料，将形成高精度测绘产
品，为全市经济社会发展提供高水平的
地理信息服务。

说罢，陈良超带领重庆日报记者穿
过山下的花椒地，绕过农舍，只见田埂
拐角处，勘测院的另一名工作人员正
用红色颜料在地面上画好控制点并编
号。陈良超说：“这是在航拍范围内选
取的控制点，我们会在这个控制点上
使用全球定位导航系统（GNSS）接收
机，获取准确的xyz坐标。后期再将地
面测量坐标与无人机拍摄坐标一一对
应，恢复立体三维图像。”

在我市1∶2000的地形图测绘中，工
作人员通常会在1平方公里内选取两个
控制点进行数据对应。“哪怕这个点是在
深山中，没有道路，人也必须走到点上获
取数据和信息。”陈良超说，野外测绘人员
经常一出门就是一整天或连续数天，风餐
露宿，为的就是精确测量，“看尽”山川。

野外测绘
风餐露宿只为“看尽”山川

本报记者 郭晓静 实习生 杨雅涵

合川种萝卜的莫应明笑惨了，今年卖一个月的钱，当往年卖一年——

以网为媒 萝卜卖到日本俄罗斯
本报记者 曾立

聂晓松和李华新正在操作无人机。 记者 郭晓静 摄

2月12日，重庆际华园室内跳伞项目，教练张尚一（右）正在最高风速
约250公里/小时的圆柱形垂直风洞内进行反复创作。作为春节假期全
国排名前十的热门旅游目的地城市之一，我市将推出近200余场春节旅
游节庆活动，各景区旅游从业人员们坚守岗位、严阵以待，确保春节假日
旅游安全，让游客和市民度过一个欢乐祥和的春节假期。

记者 张锦辉 摄

景区工作人员坚守岗位迎游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