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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 向婧）12 月 29 日，“桥都”重庆迎来“建桥专业
军”——世界500强企业中国建筑旗下专业公司中建桥梁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中建桥梁），在重庆江津区正式揭牌运营。这是江津滨江新城引进
的首个总部经济项目，未来中建桥梁在世界各地铺设的桥梁，将越来越
多地实现“江津造”。

中建桥梁由中建股份、中建六局共同出资组建，注册资本金10亿元，
承建的桥梁工程总里程近百公里，桥梁项目覆盖了长江、黄河、松花江、海
河、辽河、珠江等六大水系，创造了多个世界、全国、行业第一。

中建桥梁有关负责人说，他们看好重庆市和江津区基础设施业务
市场的巨大潜力，未来五年，将在重庆市和江津区主导的桥梁、轨道交
通、隧道、地下管廊等重大基础设施项目中展开合作。立足重庆开拓桥
梁业务市场的同时，中建桥梁还将面向全国和全球开展基础设施领域
投资建设。

除了总部落户江津滨江新城外，中建桥梁还将在江津珞璜工业园兴建
桥梁建设设施设备生产基地。该基地将是中建桥梁的核心装配基地，主要
是生产建筑工业化、装配式建筑设备。这就意味着，未来中建桥梁在世界
各地铺设的桥梁，将越来越多地实现“江津造”。

中建桥梁落户“桥都”重庆
未来世界各地铺设的桥梁将遍布“江津造”

加快建成国家生猪
大数据中心

重庆日报：在切实学懂弄通做实
党的十九大精神上，荣昌是如何开展
学习宣传工作的？

曹清尧：为便于基层组织学习，区
委编印了党的十九大精神资料汇编和
党的十九大精神解读“一张图”“一本
清”，并迅速送达各级组织和党员；区委
宣讲团和“六进”宣讲队、“百姓宣讲团”

“榜样面对面”“文艺小分队”宣讲队正
如火如荼地在各行各业开展宣讲，目前
已累计宣讲450余场次、受众30万人
次；区委常委会的各位成员，分系统、分
类别召开“进入新时代·展现新作为”工
作座谈会。为强化学习制度化，还创新
开展“周五集中学习日”制度，完善“主
题党日”活动，推动每个党支部和每名
党员，结合自身岗位实际，深入学习宣
传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

重庆日报：提到荣昌，不少人都会
想到“荣昌猪”和“荣昌卤鹅”，作为国家
现代畜牧业示范核心区，进入新时代的
荣昌区又将如何突出自己的特色？

曹清尧：就在本月19日，我国第一
个畜牧单产品国家数据平台——国家
生猪大数据中心荣昌区建设方案，在北
京通过了专家论证。根据方案，国家生
猪大数据中心建设内容包括“一套体
系、一个中心、七大平台”，一套体系是
指生猪大数据标准体系；一个中心是指
生猪大数据资源中心；七大平台是指生
猪大数据监测预警应用平台、生猪数据
监测采集平台、标准化质量分级服务平
台、生猪质量追溯服务平台、生猪物流大
数据平台、企业征信服务平台和生猪数
据在线服务平台。

我们计划用两年的时间来建设国
家生猪大数据中心，建成后，将汇聚生

猪养殖、交易加工、流通及饲料、兽药、
养殖机械等相关行业运行的数据信
息，为打造荣昌智能化数字经济提供
有效平台。

在高科技和创新发展
上做文章

重庆日报：荣昌正在创建全国首个
以农牧为特色的国家级高新区，高新技
术产业集群优势明显。对于国家高新
区的建设，荣昌有什么具体的思路？

曹清尧：在荣昌，农牧业的发展也
催生了生物制药产业的兴起。重庆澳
龙生物制品有限公司主要产品——羊
棘球蚴（包虫）病基因工程，亚单位疫
苗是国家一类新兽药，是现在全球唯
一用于治疗人畜共患病的强制免疫疫
苗，现已纳入农业部强制免疫疫苗采
购计划，并在全国推广使用。

在荣昌高新区，像澳龙生物公司这
样的国家高新技术企业共有37家。如
何推动高新区的发展？肯定是要在高
科技和创新发展上做文章。高科技就
是要把国内前沿知识转为现实生产力，
今年，荣昌先后与北京大学、清华大学、
天津大学签订了战略合作协议，把这些
高校的人才优势、知识优势转化为真正
的生产力。在创新发展上，荣昌要用抓
工业的办法抓农区畜牧业，用集约的办
法提升农牧业效益，用办园区的办法辐
射解决“三农”问题。

扶持集体经济，破解
“空壳村”难题

重庆日报：一个地方要突破发展
瓶颈，关键在于不断创新。那么，在乡
村振兴战略上，荣昌又有什么样的新

举措？
曹清尧：党的十九大报告里提出

了要大力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我们也
按照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
治理有效、生活富裕这五个方面的要
求，推动乡村振兴战略。

比如，扶持集体经济发展，破解
“空壳村”难题。去年，荣昌对全区
151个村（社区）的集体资产、资源、资
金等“三资”情况进行了排查清理，其
中有89个村（社区）集体的经营性收
入为零；62个村（社区）集体虽有一定
经营性收入，但收入水平普遍较低，多
数村（社区）的年收入仅几千元，最多
的也只有几万元，且收入来源单一。

今年以来，针对“空壳村”这一突
出问题，我们采取与民生和市场融合
的方式，在15个村（社区）开展扶持集
体经济发展试点。每个试点村给予
120万元至150万元不等的股本金，同
时通过选取对口区级部门联建帮扶，
选派懂经营善管理的机构干部到村任
职等方式，使试点取得较好成效。

我们将在今年试点的基础上，
2018 年再增加 30 个村（社区），到
2020年覆盖全部村（社区），因地制宜
探索乡村旅游、商贸服务、农村产业等
多种集体经济实现形式，全面消除“空
壳村”，为促进城乡经济社会发展、巩
固基层政权注入新的活力。

荣昌区委书记曹清尧：

在高科技和创新发展上做好文章
本报记者 杨铌紫

本报讯 （记者 廖雪梅）重庆日
报记者12月29日从市城乡建委了解
到，明年主城区计划新开工黄桷沱长江
大桥、黄桷坪长江大桥两座跨江大桥以
及新燕尾山隧道等8条穿山隧道。

黄桷沱长江大桥是连接九龙半岛
和南岸区的跨江大桥，黄桷坪长江大
桥项目起于九龙坡区黄桷坪立交（含
立交），止于南岸区二塘立交（含立
交），道路主线为双向六车道，大桥段
为双向八车道，是连接九龙坡区、南岸
区、巴南区、大渡口区的便捷通道。

2018年计划新开工的八条隧道
分别是：新燕尾山隧道、陶家隧道、大
学城复线隧道、铁山坪复线隧道、白市
驿隧道、金凤隧道、渝黔复线连接道内
环至绕城段、鹿角隧道。

新燕尾山隧道项目位于巴南区，
起于快速路“五横线”太阳岗立交（不
含），止于内环快速路南泉立交（不
含），全长约6.8公里，双向6车道，设
计车速为60公里/小时，其中新燕尾
山隧道主隧道长约3.2公里，建成后将

与渝黔复线高速公路和白居寺大桥相
连，解决渝黔复线高速进城的问题，并
加强大渡口区与巴南区联系。

陶家隧道起于绕城高速西侧九龙
坡与江津交界处，终点接快速路“二纵
线”李家湾立交，长约20公里。它不
仅是联系江津、九龙坡和大渡口的新
增穿山通道，也是现有中梁山华福隧
道的分流通道。

大学城复线隧道西接沙璧大道，

跨越渝遂高速，往东穿越歌乐山，接入
沙坪坝区，双向6车道，建成后可缓解
大学城沿线交通拥堵。

铁山坪复线隧道是渝长复线高速
穿越铜锣山的控制性工程，隧道西侧洞
口位于江北区海尔路唐家沱段，出洞后
与现有郭兴路形成互通立交，全长约
3.8公里，建成后可服务渝长复线周边
片区（弹子石组团、港城园区、唐家沱组
团、郭家沱组团、鱼嘴、复盛及果园港

等）交通，减少各区域绕行距离。
白市驿隧道是穿越中梁山的又一

重要工程，项目起于快速路“一纵线”
狮子口立交东侧，止于内环华岩立交
西侧，全长10.6公里，建成后可分流成
渝高速进城车流。

金凤隧道起于璧山区，止于九龙坡
区，全长约9.2公里。它不仅是璧山规
划的五条主要“融城通道”之一，也是主
城西部骨架路网中的结构性大通道。

渝黔复线高速公路连接道项目位
于巴南区，西接燕尾山隧道，东接渝黔
复线高速公路忠兴立交，全长10.728
公里，建成后，向东可分流内环快速路
南半环的交通压力，向西分流中梁山
隧道、白市驿隧道以西的交通压力。

鹿角隧道项目起于南岸区学府立
交附近，止于巴南区鹿角立交，全长约
6.7公里，包括特长隧道一条（即鹿角
隧道，长约 4 公里），建成后可与黄桷
坪大桥一道形成巴南区连接九龙坡
区、南岸区的快速通道，对于缓解茶园
片区、南岸四公里立交和鹅公岩大桥
等交通拥堵情况具有明显作用。

黄桷沱长江大桥、黄桷坪长江大桥明年动工
主城区将新建8条穿山隧道

本报讯 （记者 廖雪梅）12月
29日，来自城投集团的消息称，12月
31日下午，石马河立交二期工程将有
3个匝道开放通行。

石马河立交二期工程紧邻高家花
园大桥北桥头，是双碑大桥连接内环
快速路的通道，主线全长约984米，有
8条匝道。

8个匝道建设情况如下（C、F、H
具体通车时间以交管部门发布信息为

准）：
A匝道（从盘溪上内环往北环立

交方向）计划2018年2月完工通车；
B匝道（从高家花园大桥下内环往

盘溪方向）计划2018年2月完工通车；
C匝道（从高家花园大桥下内环

往双碑大桥方向）计划2017年12月

31日下午14时通车；
D匝道（从盘溪上内环往高家花

园复线桥方向）已通车；
E匝道（从北环立交下内环往双

碑大桥方向）已通车；
F匝道（从北环立交下内环往盘溪

方向）计划12月31日下午14时通车；

H匝道（从双碑大桥上内环往北
环立交方向）计划12月31日下午14
时通车；

G匝道（从双碑大桥上内环往高
家花园复线桥方向）计划2018年1月
通车。

石马河立交二期工程建成后，松
石路、双碑大桥与内环快速路之间的
通行能力将得到进一步提升，沿线交
通压力也将得到缓解。

明日石马河立交二期拟开通3个匝道

12月29日，重庆市水利系统第一艘以河道监督管理为主体的执法船
——渝水政001号下水首航，这条执法船配备夜视仪、GPS定位系统等先进
设备，今后将在长江、嘉陵江、乌江进行巡查，严厉打击非法采砂、违规涉河
建设等违法行为。

记者 崔力 龙丹梅 摄影报道

重庆市首艘市级河道执法船首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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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时代 新气象 新作为
区县负责人访谈·荣昌区

本月19日，中国第一个
畜牧单产品国家数据平台
——国家生猪大数据中心荣
昌区建设方案在北京通过专
家论证。同时，荣昌正在创
建全国首个以农牧为特色的
国家级高新区，高新技术产
业集群优势明显。

走进新时代的荣昌，作
为“成渝城市群新兴战略支
点”，将如何谋求更大的发
展？近日，重庆日报记者就
此采访了荣昌区委书记曹清
尧。

近日，在荣昌盘龙镇骑龙村4社，
村民陈勇走在新修的村社便道上，正
前往自家的血橙果园准备除草、防治
病虫。两年前，陈勇承包了200余亩
土地种植血橙，每天去果园走一走成
了他的“必修课”。

“以前，通往果园的是一条狭窄的
泥巴路，遇上下雨天，不仅出门满脚稀
泥，还极易路滑摔跤。”陈勇说，之前总
担心果子不好运出去，现在方便了，村
社便道修到了家门口，血橙的运输问
题得到了解决。

荣昌的农村多属丘陵山区，农户
居住较为分散，通往农户家的便道大
多是土路，村民把出行形容为“晴天一
身灰、雨天一脚泥”，要想卖年猪、蔬

菜，还要靠肩挑背扛运到公路边。
而村社便道则将农户聚居的院落

与同村公路相连，被称为村民出行“最
初一百米”。为解决这“最初一百米”
难题，荣昌提出要把便民路修好，提升
群众生产生活质量，大力实施“农村便
民道户户通——农民出行第一个一百
米”工程。

据了解，今年荣昌区投入2940万
元，在全区21个镇街、80个村（社区）
建成326公里长的农村村社便道，已
有10万余群众从中受益。

荣昌计划通过三年努力，实现全
区农村便道“户户通”，彻底解决村民
出行“最初一百米”的问题，让老百姓
走上放心路、致富路。

实施农村便民道户户通
解决村民出行“最初一百米”问题

本报记者 杨铌紫

图为黄桷坪长江大桥效果图。 （图片由市城乡建委提供）

本报讯 （记者 李星婷）12月28日，教育部学位与研究生教育发展
中心公布了全国第四轮学科评估结果。其中，重庆高校有8个学科进入了
全国A级档次。

据了解，学科评估是教育部学位与研究生教育发展中心按照国务院学
位委员会和教育部颁布的《学位授予与人才培养学科目录》，对全国具有博
士或硕士学位授予权的一级学科开展的整体水平评估。其以第三方方式
开展，2002年首次开展，截至2017年完成了四轮。

第四轮学科评估于2016年4月启动，在95个一级学科范围内开展（不
含军事学门类等16个学科），共有513个单位的7449个学科参评。评估结
果按“分档”方式呈现，具体方法是按“学科整体水平得分”的位次，将前
70%的学科分为A+至C-共9档公布，其中前2%（或前2名）为A+，2%至
5%为A，5%至10%为A-。

重庆日报记者登录教育部官网梳理公布的结果发现：西南政法大学的
法学进入A档，仅次于中国人民大学和中国政法大学法学的A+，与北京大
学、清华大学、华东政法大学、武汉大学的法学同为A。此外，重庆大学的机
械工程、仪器科学与技术、电气工程，西南大学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学、心
理学，还有四川美术学院的美术学学科，进入全国A-。

全国第四轮学科评估结束

重庆高校有8个学科
位列全国A级档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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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接1版）
内环凤中立交是重庆西站连接内环快速路的重要通道，总投资11亿

元，该立交改造“手术”是将原有“单喇叭”式立交拓宽为蝶形全互通式立
交，总长约4.6公里，主线设计车速80公里/小时，项目通车后车辆可从内环
快速路直达重庆西站，将改善沿线的通行能力。

高家花园复线桥起于江北区石马河立交南侧，止于沙坪坝杨公桥立交
北侧，总投资11.7亿元，主线长约1.3公里，桥长528米，最大跨度240米。
该桥通车后将增强沙坪坝区与江北区的交通联系，提升内环高家花园段的
交通通行能力。

据市城投集团人士透露，31日通车的4个项目中，寸滩大桥南引道工
程为主线通车，剩余的腾龙立交各匝道和腾龙大道二期工程将于2018年8
月建成；高家花园复线桥工程为主桥、引桥以及高家花园立交连接磁器口
与内环互通通车，高家花园大桥与沙坪坝区沙正街方向的匝道工程将于明
年7月完工，届时高家花园新、老桥将同时通行，实现双向11车道通行。

又讯 （记者 廖雪梅）重庆日报记者12月29日从市城乡建委获悉，
2017年主城区城市道路建设计划建设项目120个，涉及跨江大桥11座、
穿山隧道11座、立交21座、道路869公里。其中，华岩隧道、中梁山隧道
扩容改造工程等一批重点项目已于年内陆续完工投用；蔡家嘉陵江大桥、
郭家沱长江大桥、“二横线”西段等项目已开工建设。截至目前，我市城市
道路通车总里程达5057公里，“五横六纵一环四联络”的快速路网骨架基
本形成。

四大路桥工程明日通车

（上接1版）
为突出主业，做强做优煤电板块，重庆能源集团整合内部优质煤炭、发

电、售电资产及业务，重组成立重庆能投渝新能源有限公司。
新成立的渝新能源有限公司拥有资产223亿元，员工2.2万人，主要着

力于煤炭开采、洗选加工、煤炭销售、发电、配售电等业务，以煤电一体化为
主营方向，采取片区化的安全管控体系，专业化的生产管理运营，年煤炭产
能达1335万吨，装机容量达221万千瓦。

未来，重庆能投渝新能源有限公司将通过引入战略投资者、财务投资
者，实现资本市场上市。同时，通过引入战略投资者，重组重庆能源集团公
司内的停产停建矿井、闲置土地、房产等资产，争取盘活存量资产50亿元。

下一步，重庆能源集团还将以五个矿业公司为基础，改革非煤产业，进
行专业化重组，打造建材、机加工、康养、物流四大专业化基地，在条件成熟
时整合相应非煤资产，培育有较强竞争力的非煤上市公司。

渝新能源有限公司挂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