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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首席记者 汤艳娟）
一旦消费者投诉有效，商家将面临
2000元—8000元罚款。重庆日报
记者日前从重庆高新区经发局获
悉，为规范石桥铺商圈各大商场的
经营秩序，高新区经发局联合工商、
质监、公安等执法部门近期在泰兴
科技广场试行了一项严厉处罚条
款。

石桥铺商圈是我国西部地区
规模较大的 IT数码中心，已形成
泰兴、赛博、佰腾、百脑汇、高创、
硕展和太平洋安防专业市场7大
数码卖场，入场的商家近 2000
家，年营业额曾高达65亿元。随
着市场竞争日趋激烈，少数商家
为牟利出现了不诚信经营行为，

严重抹黑了商圈十多年辛苦积攒
的良好形象。

高新区经发局负责人告诉重庆
日报记者，为推进石桥铺商圈的诚
信建设，他们联合工商、质监、公安
等执法部门出台这一项严厉的处罚
条款，并首先在泰兴科技广场开展
试点。

该条款明确，泰兴科技广场将
从亮照经营、明码标价等售前售中
售后三个环节，对商家经营行为进
行严格约束。其中，发生售前和售
中消费纠纷有效投诉最高罚款
2000元，发生售后消费纠纷有效
投诉最高罚款8000元，情节严重
者，卖场不再续约或租金上浮
10%。

石桥铺商圈试行一项严厉处罚条款

消费者投诉有效
商家将罚2000元—8000元

本报讯 （记者 周雨）活性炭
作为一种优良吸附剂，现已广泛应
用于工业废水、废气和空气净化装
置及有机合成、食品、医药等行业。
记者近日获悉，业内公认“全国最
牛”的活性炭制造有限公司，竟在江
津区夏坝镇。

“我们主要靠技术取胜！”重
庆飞洋活性炭制造有限公司董事
长刘必衍说，他们在产值上不算
全国最大，但在技术上却全国领
先，不仅填补了国内酒用活性炭、
食用油用活性炭两项市场空白，
还参与制订了《食品添加剂 植
物活性炭》《室内空气净化活性
炭》两项国家标准。

该公司能形成现在的技术优
势，关键在于其根据市场需求、一贯
坚持走技术创新的路子。

该公司最早只靠酒用活性炭一
个产品起家。

白酒企业在白酒勾兑、降度生
产环节，会出现酯类、芳香烃等杂
质，过去通常采取自然沉降方式来
消除杂质，生产周期长、生产效率
低。1999年，飞洋公司从四川林科
院技术转让酒用活性炭专利技术，
成为全国第一家生产酒用活性炭的
企业。

用酒用活性炭替代自然沉降，
可大幅提高酒厂生产效率，该公司
很快就打开酒用活性炭市场。目

前，该公司酒用活性炭占到了全国
同类产品七成以上市场份额。
2013年1月，由该公司主要参与制
订的《食品添加剂 植物活性炭》国
家标准正式发布实施。

2012 年，公司又与河南工业
大学、中国林科院合作研制出食
用油用活性炭，代替了过去食用
油精炼环节主要采用活性白土去
除有害物质的传统工艺，大幅提
高了食用油品质。目前，飞洋公
司在该领域也占到了国内七成以
上市场份额。

2015年，该公司成立环保事业
部，公司业务从食品领域向环保领
域拓展，至今已开发出数十种产品，
广泛运用于自来水厂净化、醋酸乙
烯催化、室内空气净化等领域。目
前，该公司酒用活性、食用油用活
性、环保产品三大类产品约各占1/
3，已形成三足鼎立之势。

2016年，该公司参与制订《室
内空气净化活性炭》国家标准，现已
完成复审。

去年和今年，飞洋公司还先后
建立了博士后工作站、宋湛谦院士
专家工作站，成为我国唯一同时拥
有博士后工作站和院士工作站的活
性炭生产企业。

目前，飞洋公司已进入江津区
拟挂牌上市企业储备库，预计最快
明年挂牌上市。

参与制订两项国家标准 填补国内两项市场空白

全国最牛活性炭企业
竟在重庆江津

11月27日，江北区港城工业园，重庆
华港科技有限责任公司偌大的3D打印智
造中心里空无一人，只有几台3D打印机
在不停运转。

“这几台机器正在打印义齿。”重庆华
港科技副总经理罗涛告诉重庆日报记者，
技术人员只需要把设计好的图纸输入3D
打印机中，然后放入打印材料，3D打印机
会自动工作，一般五天后就可以取件。

3D打印，又名增材制造技术，是第三
次工业革命的标志。就在国内各地企业
加紧研发之时，重庆华港科技已经为重庆
口腔医院、新桥医院、西南医院、长安、小
康、北汽银翔等200多家单位和企业提供
3D打印服务，仅3D打印的义齿就有5万
多颗。

技术实力国内领先

重庆华港科技成立于2016年9月，该
公司由四家企业合资而成，领衔企业为湖
南华曙高科技有限责任公司。这家公司
是国内工业级3D打印的领航企业，其创
始人许小曙博士是世界杰出科学家。

华曙高科是全国唯一3D打印智能制
造试点示范项目企业，拥有高分子复杂结
构增材制造国家工程实验室。在许小曙
博士的率领下，华曙高科汇聚了一批世界
顶尖的3D打印科学家，拥有国际一流研
发团队。

通过与华曙高科的战略合作，重庆华
港科技拥有世界领先水平的工业级3D打
印生产系统10套，涵盖金属、尼龙、碳纤
维复合材料等多种3D打印材料，可高品
质地打印90%的工业产品。

在此基础上，华曙高科提出了系统的
“连续增材制造解决方案”（简称CAMS方
案），该解决方案并不只是更换几台设备
那么简单，而是通过3D打印的全流程服
务，带来整个生产线的智能化。

在重庆华港科技“龙头”作用的带领

下，目前，3D打印产业链已经开始向江北
港城工业园集聚。“我们入驻后不久，楼上
就来了一家牙齿厂，我们打印出来的义齿
可以直接交付给厂家。”罗涛介绍，截至目
前，已有三家牙齿厂落户港城工业园。

助推传统产业转型升级

“我们的研发并不是放在实验室束之高
阁，而是通过推进3D打印技术的科技成果转
化，从而实现传统产业转型升级。”罗涛称。

如给口腔病人装义齿，传统的机械加
工就做不出来。“每个人的牙齿都是有差
异的，需要一个个测量，没办法大规模批量
生产。”罗涛称，这时3D打印就派上用场

了。扫描仪对准患者口腔，生成一个3D数
据，然后在系统内生成模型，通过3D打印
机打印出来就是直接可用的义齿。

面对一些复杂的手术时，3D技术也
能帮医生不少忙。医生不仅可以通过3D
技术扫描形成三维图，还可以按照1∶1的
比例打印出患者的人体模型。通过模型，
医生可以多次进行手术预演，反复测试方
案的可行性，提高手术的成功率。

汽车制造也是3D打印广泛应用的领
域。过去，汽车厂家每推出一款新车型或
改善其中一个部件，均需要提前生产一套
模具。其开模费用动辄数百万元甚至上
千万元。用3D打印汽车零部件，周期可
缩短60%。

罗涛认为比这更重要的是，打印出来
的产品精度更高。“模具加工的是一个平
面，最后还要把一个个平面拼凑起来，中
间难免有误差。”罗涛表示，3D打印就不
存在这个问题，打印机一次成形没有缝
隙，打印出的是一个精准的产品。

研发服务中心即将成立

相对于传统制造技术，3D打印无疑
是一次重大的技术革命，可大幅提高生产
效率。然而，重庆华港科技在推广过程中
并非一帆风顺。

“3D打印技术是未来的趋势，不过目
前还存在不少难题。”罗涛认为，首先是设
备和原材料的成本很高，一般企业难以承
受。一台3D打印设备根据大小不同，价
格在100-500万元不等。就连生产的材
料也不便宜。据称，生产义齿所需的钴铬
合金和钛合金，每公斤价格高达2000-
4000元；而生产汽车所需的尼龙材料，一
公斤也卖到500元左右。

其次，用户的接受度也是个问题。毕
竟不同行业、不同企业、不同产品，在3D
打印方面的需求千差万别，不是买一台设
备回去就万事大吉，而是需要相应的材
料、软件和后台服务。这就需要企业培养
相对专业的技术人员，而目前这方面的人
才和服务相对缺乏。

为此，华港科技计划明年成立一个
专门的研发应用服务中心，针对不同的
客户需求，配备技术人员提供后期服务，
同时开展培训，让技术与产品真正实现
无缝对接。

5万多颗义齿来自这里的

本报讯 （记者 申晓佳 王先明）11月29
日，经市政府批准，市规划局公布了重庆首批历史
文化名村名录，九龙坡区含谷镇寨山坪村等28个
村落入选。

重庆日报记者从市规划局了解到，本次评选工
作于去年3月启动，共有来自23个区县的75个村
落报名。按照“抢救第一、保护优先”的原则，经现场
考核后，专家们着重从体现山地风貌、民俗特色、选
址与格局、历史文化保护要素和非物质文化遗产等
方面进行定性评价，最终选出28个历史文化名村。

28个村落可分为传统文化型、革命历史型、建
筑遗产型、军事型、民族特色型、商贸交通型、生态
环保型7大类，其中有17个村已被评为中国传统
村落、中国少数民族特色村落或景观旅游名村等。

例如，九龙坡区含谷镇寨山坪村的“身份”就很
不一般：明末，农民军领袖张献忠曾带军队攻下这里
并占山为王，自封皇帝，将此地定为皇城，并将各地收

缴来的兵器宝刀埋于地下，称为铁丘坟。历史上，寨
山坪寨占地约26万平方米，有南星门等18道城门。

如今，村内民风淳朴，保留有明末清初古寨文
化、宗教文化、巴渝传统文化、“湖广填四川”宗祠
文化等，还有巴渝乡村院落式建筑群30余处和7
处文物点，堪称研究清代防御性军事设施建筑、多
元文化融合发展的“宝库”。

涪陵区大顺镇大顺村，村落建筑风格有机融
合了地域特色与明末清初“湖广填四川”的移民文
化，有明清时江浙、四川、福建、贵州、湖南等地建
筑，是一座移民建筑文化博物馆。

市规划局相关负责人表示，首批历史文化名
村较为集中地体现了我市农村传统文化、地域风
貌和民族特色，具有较高的历史、文化和社会价
值。按照计划，下一步将由当地政府组织开展设
立标志、资源测绘、保护规划编制等，以加强历史
文化名村保护传承系列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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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名

九龙坡区含谷镇寨山坪村

九龙坡区铜罐驿镇陡石塔村

巴南区天星寺镇芙蓉村

涪陵区大顺乡大顺村

涪陵区大顺乡大田村

南川区三泉镇观音村

江津区塘河镇硐寨村

江津区塘河镇石龙门村

璧山区广普镇大石塔村

丰都县栗子乡金龙寨村

垫江县坪山镇新风村

云阳县凤鸣镇黎明村

石柱县金铃乡银杏村

武隆区后坪苗族土家族乡文凤村

15

16

17

18

19

20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彭水县鞍子镇罗家坨村

黔江区小南海镇新建村

黔江区阿蓬江镇大坪村

秀山县海洋乡岩院村

秀山县梅江镇民族村

秀山县清溪场镇大寨村

秀山县宋农镇凤凰寨村

酉阳县龚滩镇红花村

酉阳县龚滩镇马鞍城村

酉阳县苍岭镇大河口村

酉阳县浪坪乡浪水坝村

酉阳县双泉乡永祥村

酉阳县酉酬镇江西村

酉阳县酉水河镇河湾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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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市规划局
本栏图片均由市规划局提供

重庆公布首批28个历史文化名村

感受巴渝乡愁
在这些村落，

本报讯 （记者 周尤）我市现
有技能人才340万人，其中高技能
人才94万人，技工院校的专业布
局与我市的支柱产业、优势产业、
战略性新兴产业对接率高达70%
以上。这是 11 月 29 日，记者从

“巴渝工匠2020”论坛暨重庆市职
工教育和职业培训协会年会上获
悉的。

随着数字化、智能化等高新技
术的推广和运用，企业对技能人才

尤其是高技能人才的需求大幅增
加。今年初，我市印发《巴渝工匠
2020计划实施方案》，高技能人才
队伍建设正不断加强。

市人力社保局相关负责人介
绍，我市现有技工院校54所、民办
职业培训机构597所；技工院校全
日制在校生9.8万人，年毕业生3万
余人；全市职业技能培训年均120
余万人次，职业技能鉴定年均40余
万人次。

我市技工院校
专业布局与产业对接率70%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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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曾立 见习记者 崔曜

璧山区广普镇大石塔村。

重庆市第一批
历史文化名村名录

本报讯 （首席记者 张莎）记
者11月29日从九龙坡区获悉，九
中路拓宽改造工程已完工，双向4
车道的新九中路今日通车。这不仅
打通了九龙坡西区交通“肠梗阻”，
今后从九龙坡西区、沙坪坝凤中路、
大渡口跳蹬、江津等地到重庆西站
也会更方便。

据介绍，九中路位于九龙坡区华
岩新城，是连接华玉路与华龙大道的
城市道路，西起华玉路与田坝正街交
叉口，东止于华福大道与华龙大道交
叉口。2016年，九龙坡区启动九中
路拓宽改造工程。现在，这条全长
1.5公里的道路路宽变成了26米，车
道也由双向两车道改为双向4车道。

九中路拓宽改造工程完工今日通车

到重庆西站更方便了

11月29日，九龙坡区华岩新城，改扩建完毕的新九中路投入使用。
记者 崔力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