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讯 （记者 白麟 通讯员
戴莹）11月25日，从中石化江汉油田涪
陵页岩气公司传来消息，涪陵页岩气田
焦页108-2HF井在近期开展的放喷测
试中，取得深层压裂工艺攻关的关键进

展，获得23万方/天的高产工业气流。
这口井是位于二期产建区的深层

页岩气井，埋深达3700至3900米。在
这样的深度，获得23万方/天的高产工
业气流，业内人士认为对涪陵页岩气田
乃至国内、全球范围内的深层页岩气开
发，都将起到深远影响。

与涪陵页岩气田刚开始商业开发
时不同，这口井二期产建区是不折不扣
的“深水区”。上述突破，缘于气田开发
建设者坚持不懈的技术攻关和全方位
的研发投入。据统计，近年来仅涪陵页
岩气公司的直接科研投入，每年就超过
2000万元。江汉油田、中石化组织旗
下勘探、钻井、装备相关单位开展的各

类研发，以及整合国内外资源进行的研
发投入，量就更大。

例如，涪陵页岩气公司成立院士专
家工作站，依托中国科学院、中国工程
院院士专家团队人才资源，围绕一些关
键技术进行研发，有效解决了气田开发
建设中的一系列技术难题。

此外，涪陵页岩气公司还与涪陵区
政府以及有关部门投资2亿多元共建重
庆页岩气产业技术研究院，围绕页岩气
绿色开发、技术转化与创新管理等方
向，开展页岩气开发技术创新，形成并
完善适应于不同地质背景的海相页岩
气高效开发技术系列。

（下转2版）

加强技术攻关、加大科研投入 助力打造绿色高效开发典范

涪陵页岩气田“深水区”开发取得关键突破

11月 21日中午，十余个工人在璧
山区广普镇一个污水处理项目提标改
造工程内忙碌，他们要赶在下月20日
前，将这个工程完工。届时，这个污水处
理站的污水处理能力将从每天500吨提

高到700吨。
广普镇为改善水环境付出的努力不

限于此。广普镇镇长汪勇日前告诉重庆
日报记者，今年以来，他们已整治8座水
库、275座山坪塘和28个养鱼池。明年
3月，全镇90多个养鱼池都将整治完毕。

广普镇不遗余力保护水环境，这是
我市今年开展的流域横向生态保护补偿
机制改革（简称横向补偿改革）带来的新
变化。

璧山将横向补偿改革纳
入镇街生态文明考核

广普镇柏杨村与江津区吴滩镇交界

处的“两河口”，不仅是璧山区的“母亲
河”璧南河与其一级支流梅江河的汇合
处，也是全市42个国控考核断面之一。

璧山区环保局负责人介绍，在璧南
河流域横向补偿改革实施前，虽然璧山、
永川、江津都对流域内的污染进行过整
治，但因璧南河国考断面主要考核璧山，
三区并没有形成有效的联动机制，加上
治理时间、进度、要求不一，治理和保护
合力不够。

今年2月，财政部等四部委在我市
召开长江流域13省区市生态保护补偿
工作会，璧山与江津、永川在会上就璧
南河治理和保护签订协议，在全市率先

建立流域横向生态保护补偿机制（简称
横向生态补偿机制）。4月，璧山将横
向补偿改革纳入区对镇街生态文明考
核，在全区设置镇街交界考核断面15
个，并将园区纳入属地镇街分比例共
同考核。

璧山区财政局人士介绍，流域生态
补偿每月计算、年终结算，如果被考核单
位每月监测的出境断面水质COD（化学
需氧量）、氨氮、总磷三项指标，全部小于
或者等于该镇街上一年实际出境水质指
标的年平均值、且小于或等于该流域功
能水质要求（即水质维持达标或更好），
区财政奖励10万元；如果三项指标任何
一项大于该镇街上一年实际出境水质指
标的年平均值、且大于该流域功能水质
要求（即水质变坏），扣减10万元财政收
入。截至9月底，璧山共收取15个镇街
生态补偿金1000万元，最少的20万元，
最多的达到160万元。

（下转2版）

长江流域重庆段19条重点河流

横向生态补偿改革初步全覆盖
本报记者 廖雪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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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焦重大改革项目⑥

在改革开放40周年重要节点和人民政协
70周年即将到来之际，中共重庆市委召开第五
次政协工作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
关于加强和改进人民政协工作的重要思想，出
台关于加强和改进新时代人民政协工作的意
见，对充分发挥政协职能优势作出一系列决策
部署。这次会议，站位高远、主题鲜明、重点突
出、意义重大。

人民政协是统一战线的组织，是多党合作
和政治协商的机构，是人民民主的重要实现形
式，是国家治理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是符合中
国国情、具有中国特色的制度安排，在党和国家
事业中发挥着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加强和改
进人民政协工作，是巩固党的执政基础和执政
地位的重要方略。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
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更加重视政协工作，党中
央出台系列重要文件，总书记发表系列重要讲
话，提出了一系列新思想新论断新要求，形成了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人民政协工作的
重要思想。这次会议，深刻认识和把握这一重
要思想的丰富内涵，立足全市政协工作“痛点”

“难点”，对加强和改进新时代全市政协工作作
出新部署、明确新使命、提出新要求。我们要从
政治和全局的高度，全面贯彻落实此次会议精
神，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思想，特别是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人民
政协工作的重要思想，紧抓政协事业发展新机
遇，不断推动新时代政协工作高质量发展。

推动新时代政协工作高质量发展，要着力
悟透新思想。全市上下要不断提高政治站位，
牢牢把握正确政治方向，树牢“四个意识”，坚
定“四个自信”，践行“两个维护”，落实市委“三
个确保”政治承诺，自觉把习近平新时代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作为推动政协工作发展的
根本行动指南，严守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全
面彻底干净肃清孙政才恶劣影响和薄熙来、王
立军流毒，持续有力推进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
制度理论和实践创新，努力开创政协工作新局
面。做好新时代人民政协工作，最根本的就是
要学深悟透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人民政协
工作的重要思想，深刻理解丰富内涵，弄通精
神实质，特别是要深刻认识和把握人民政协的
性质定位、重要原则、目标任务、职责使命、实
践要求等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做到真学真懂真信真用，强化
思想理论武装，切实转化为推动工作、指导实践的强大动力。

推动新时代政协工作高质量发展，要着力强化“硬”保障。党
的领导是人民政协事业发展的根本保证。各级党委要切实加强
和改进党对政协工作的政治领导、思想领导和组织领导，支持政
协依照宪法法律和政协章程，独立负责、协调一致地履行职能、开
展工作。认真做到“四个纳入”，即把政协工作纳入党委工作总体
布局，把联系指导政协工作纳入制度化管理，把重视政协工作和
办理政协提案纳入相关考核体系，把改善政协履职条件和加强政
协宣传纳入党委政府的重要职责，切实把政协工作摆在重要位
置，更加自觉地为政协开展工作提供坚强政治保证，努力营造各
方重视、关心支持政协工作的良好氛围。

推动新时代政协工作高质量发展，要着力突出实效性。切实
加强政协系统党的建设，善于通过政协党组实施对人民政协的领
导，把党的领导贯穿政协工作全过程，把思想政治引领融入团结、
联系、凝聚等履职活动中，努力营造既畅所欲言、各抒己见，又理性有
度、合法依章的良好氛围，找到最大公约数，画出最大同心圆，确保
中央和各级党委的部署要求不折不扣得到落实。（下转2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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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 戴娟）11月23日，全市政协系统学习贯彻市委
第五次政协工作会议精神部署会在渝州宾馆召开。市政协主席王炯
出席会议并指出，全市各级政协组织、各参加单位、广大政协委员和政
协机关干部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人民政协
工作的重要思想，认真落实陈敏尔书记的讲话精神和市委意见，切实
提高政治站位，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以实际行动践行

“两个维护”，坚决落实市委“三个确保”的政治承诺，以更加有力的举
措开创政协工作新局面。

王炯表示，市委第五次政协工作会议是深学笃用习近平新时代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深入学习贯彻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人民
政协工作重要思想的重要会议，是准确把握总书记对人民政协工作
新部署、切实担当人民政协在新的历史方位新使命的重要会议，是
开启新时代全市政协工作新征程、推动人民政协事业实现高质量发
展的重要会议，为全市政协更好坚持党对政协工作的全面领导，充
分发挥独特职能优势和作用，努力开创政协工作新局面，指明了方
向，提供了遵循。

王炯强调，全市各级政协组织一定要深入学习、深刻领悟、准确把
握，牢牢把握正确政治方向，始终坚持大团结大联合，紧扣市委打好

“三大攻坚战”、实施“八项行动计划”等重点工作，更好地服务中心大
局，积极为重庆改革发展建真言、谋良策、出实招。全市各级政协组织
要切实承担政治责任，确保市委决策部署落地落实，为全面落实总书
记对重庆提出的“两点”定位，“两地”“两高”目标和“四个扎实”要求的
殷殷嘱托和党的十九大各项决策部署作出积极贡献，实现新时代政协
工作新的更大作为。

副市长屈谦，市政协副主席宋爱荣、陈贵云、吴刚、谭家玲、张玲、
周克勤、徐代银、王新强，市政协秘书长秦敏出席会议。

王炯在全市政协系统学习贯彻市委
第五次政协工作会议精神部署会上指出

以更加有力的举措
开创政协工作新局面

“垃圾不落地，乡村更美丽。大观
是我家，垃圾分类靠大家……”11月19
日早晨9点，南川区大观镇金龙村的乡
村小喇叭准时响起，村民何小琳一边干
着农活，一边听着广播，“这段时间喇叭
里宣传了垃圾分类、农业技术等内容，
都还挺有用。”

上世纪七八十年代，喇叭曾是农村
传递信息的重要渠道。然而近些年，喇
叭却渐渐没了动静。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以来，大观镇让
喇叭“重出江湖”，让党的十九大精神、
惠农政策、文化生活信息等及时快捷地
传递到老百姓心里，筑牢思想阵地，提
振村风民风。

干群关系的“连心桥”
南川是全市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综

合试验示范区之一，而大观镇是该区定
下的重点阵地。近年来，该镇通过“十

二金钗”大观园等乡村旅游项目带动，
人气越来越旺，产业越来越火，乡村文
化方面亟待跟上。

“乡村振兴战略千头万绪，关键在
于怎么树信心，聚人心。过去大喇叭在
农村组织动员方面有很好的效果，完全
可以为我们所用。”大观镇党委书记杨
国勇说，与“大喇叭”相比，小喇叭分布
更广——全镇共安装208个点位，覆盖
86个农业社、集镇重点区域、田间地坝、
乡村旅游景点等，累计播出560期，听
众人数达6万余人次，收听覆盖率近
100%。

乡村小喇叭投入使用后，很快成
为了干群关系的“连心桥”。比如说，
金龙村主任张成玉过去一到开会就犯
愁，不是张家要请假，就是李家不能
来，甚至有的党员也借故不来。自从
村里有了乡村小喇叭，这个情况发生
了很大变化。 （下转2版）

南川大观镇

小喇叭响彻山村
民风悄然好起来

本报记者 颜安 陈薪颖

“过去肩挑背扛，现在看设备忙”。
11月23日，两江新区果园港，国投

重庆果园港港务有限公司设备管理部负
责人张溪海一边巡查港口件散货码头的
设备运行情况，一边感叹码头工人工作
方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果园港正在打造长江上游地区综合
交通枢纽，也就是说各种货物在这里通
过铁路、公路和水路，进行转换运输。转
换需要装卸，张溪海就是指挥装卸的人，
不过随着果园港智慧港口建设的实施，
张溪海指挥的人越来越少，管理的自动
化设备却越来越多，他这样作比较：“以
前拿着扩音喇叭，扯起喉咙指挥工人；现
在满港区转悠，巡查设备。”

装卸作业
人力为主转变为以机械为主

果园港铁路专线作业现场，国内首
台轨道装车机正飞速运转，从澳大利亚沿
水路进口的铁矿石，快速填满火车车厢。

“这批铁矿石将通过港内铁路，运往
四川威远的钢铁厂。”张溪海说。

这台轨道式装车机是果园港联合武
汉理工大学港口机械工程研究所研制，今
年3月安装完成，最近才正式投入使用。

与传统的机械装车后人工平顶不
同，这台轨道式装车机配有自动平仓设
备，是国内首创的装车与平仓合一装车机，
装完即满足铁路货运规定的偏载要求，
比传统流动机械装车效率有质的飞跃。

张溪海介绍，原矿石发运需要动用
4台装载机，人力辅助12人，昼夜作业量
为6000吨，有装车机后，整个装车流程
只需要 6 人辅助，昼夜作业量达到
12000吨，在人员减半的情况下作业量

翻一番。
重庆日报记者了解到，伴随着果园

港铁水联运业务的增长，果园港智慧港口
建设进程也在加快。智能设备接连投用，
使果园港生产以人力为主的操作模式转
变为机械为主、人力为辅的操作模式。

在果园港件散货码头，有两台翻车

机，这是张溪海重点监控的两台“黑科
技”装备。

张溪海介绍，这两台翻车机采用C
型双翻折返式结构，配套先进的环保干
雾抑尘系统，额定作业能力3000吨/小
时，这意味着每台翻车机每小时可翻卸
44节车皮，是目前国内作业效率最高的

双翻折返式翻车机。
“传统的煤炭卸车，需要动用3台挖

机，人力辅助8人，昼夜作业量为6500吨。
现在有了翻车机后，整个卸车流程只需要
6人辅助清车皮，昼夜作业量可达24000
吨。”张溪海说，C型翻车机降低了人力成
本，提高了生产效率。 （下转2版）

果园港向智能港迈进

长江上游地区综合交通枢纽逐渐形成
本报首席记者 陈钧 实习生 唐璨

“科技创新 驱动发展”
系列报道②

渝北区大盛镇顺龙村，村民正在灵芝
种植基地采摘灵芝（摄于11月2日）。据
介绍，自从当地发展“树上种铁皮石斛、树
下种灵芝、树旁种白芨”的立体多元化中
药材种植以来，村民一边卖药一边发展乡
村游，人均年增收达2万元左右。

今年来，渝北区大力推动乡村振兴，

以3个镇和5个村为试验示范区，发展特
色水果、绿色蔬菜、生态渔业、名贵中药材
等，新建成农业标准化示范基地18个，制
定农业地方标准15项，建立区镇村三级农
产品质量安全监管联动体系。前三季度，
全区农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达13682元，同
比增长8.5%。 首席记者 崔力 摄

特色产业推动乡村振兴

通过智能远程控制系统，果园港实现起重机的自动化运行。 记者 张锦辉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