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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首席记者 彭
瑜）1月29日，重庆日报记者从
忠县获悉，长江上游第一个万吨
级码头——重庆港忠县港区新
生作业区（以下简称“新生港”）
1号滚装泊位，于本月11日实
船靠泊试验成功。

新生港是重庆市核心港区
之一，也是交通运输部批复的长
江上游第一个万吨级码头，建成
后常年可停靠5000吨级以上大
吨位船舶，在汛期可满足万吨级
船舶抵达。忠县交委相关负责
人介绍，新生港顺直深水岸线达
2220米，陆域纵深600至1200
米，良好的岸线和陆域资源适合
港口规模化、集约化开发。

“以港兴城、港城互动，开发
建设临港新城。”经反复论证，忠
县与中交二航局、中交路建、中
交西南投资发展有限公司为联
合体的社会资本方在PPP模式
框架下合作推进新生港的建设。

新 生 港 规 划 用 地 面 积
317.25公顷，总投资60余亿元
（含进港铁路10亿元），占用岸线
长度 2220 米，拟建 5000 吨级
（水工结构按1万吨级设计）泊位
14个，设计总吞吐量2500万吨。

新生港建设前期要件多达
28个。忠县把新生港项目建设
作为“头号工程”，倒排工期、锁
定时间、挂图作战，推进工作进
度。仅用5个月，忠县完成了前
期工作审批手续和339户农房、
8家企业约11万平方米的房屋
拆迁任务。

2017年4月12日，新生港
作业区一期5个万吨级泊位开
工建设。起跑就是冲刺，面对洪
峰4次过境、夏季酷暑炙烤等困
难，用钢量约2.2万吨的前沿钢
平台赶在9月涨水前（三峡库区
蓄水前）完成了搭设工作，为后
续工作提前开工开好了头。

2017年5月15日，港口钢
平台首根钢管柱施工；2018年
4月2日，滚装泊位挡墙首次基
地验槽；2018年7月25日，港池
水下首次爆破；2018年11月27
日，16号纵横梁浇筑完成；2018
年12月1日，安检门开始基建
施工。1月11日，新生港1号滚
装泊位实船靠泊试验成功。

忠县相关负责人称，作为长
江上游中转枢纽节点，新生港向
东顺江而下可直达洋山港，实现

“江海直达”；向北连接市规划中
的“广忠黔”铁路，可通过广安支
线接兰渝铁路西牵丝绸之路经济
带；向南可通过渝怀铁路联上国
际陆海贸易新通道接21世纪海
上丝绸之路。“新生港一期工程首
批泊位全部建成投用后，忠县经
济社会发展必将如虎添翼。”

长江上游第一个万吨级码头——
忠县新生港实船靠泊试验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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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是从哪个煤矿来的？”
一句看似普通的开场白，在10多

年前的万盛就跟“你吃了吗”一样顺理
成章。

但这句常用语，随着当地的经济
转型，在万盛人的口中渐渐消失了。

2018年，万盛经开区玻璃产业产
值达30亿元，其中汽车玻璃占西南地
区市场份额高达60%以上。这让重庆
日报记者感到十分惊讶——要知道，
万盛曾是知名的“抗战煤都”，煤炭产
值一度占当地GDP的95%以上。如
今，玻璃取代了煤炭的位置，意味着万
盛通过多年的转型发展，交出了一张
加快新旧动能转换，推动高质量发展
的满意答卷。

煤炭产业产值曾超
GDP 95%

曾经，万盛的煤炭产量一度占到
原四川省的1/4、重庆市的1/2，煤炭产
业产值占全区GDP的95%以上。

70余年的煤炭开采中，万盛累计
为国家生产原煤3亿吨，创造产值500
多亿元，上缴利税50多亿元。但过度
的开采让万盛开始陷入“矿竭城衰”的
阴霾中。

一方面，煤炭“一业独大”，而煤炭
市场却不断走低。不仅地下没有多少
煤可采，即便是有煤可采的企业，也因
为成本而难以为继。

另一方面是随之而来的就业等社
会问题：国有煤矿社会职能剥离下岗
职工高达2.5万人，城镇调查失业率曾
高达12.9%，全区享受最低生活保障人
数曾一度高达城镇人口的30%，最高
峰近4万人吃“低保”。

更为严重的是，长期煤矿开采对
生态造成严重破坏：采空区高达180
平方公里，占幅员面积的1/3；农田漏
水、漏肥、漏土，土壤肥力极为不足；煤
矸石堆达3600万立方米，占地2862
亩，极易造成泥石流、滑坡。

城市也受到影响：70余万平方米
煤矿工棚年久失修、破损严重；1.3万

户、4.15万名矿工及家属居住条件恶
劣、隐患突出；因国有煤矿采动受损农
房达8410户，面积约150万平方米，地
方煤矿采动受损农房约3000户；矿城
交融形成城市棚户区共139万平方米。

转型，箭在弦上。

玻璃产业从无到有

如何在产业发展上寻求更多的替
代领域，在产业结构上实现多元支
撑？万盛捕捉到了新型材料产业迅猛
发展的先机，开始布局。

2001年，全球第二大汽车玻璃企
业——福耀集团在万盛设立首家企
业，成立重庆万盛福耀玻璃有限公
司。随后数年，福耀集团先后在万盛
投资建成重庆万盛福耀玻璃有限公
司、重庆浮法玻璃有限公司等企业，建
成年产42万套高档汽车玻璃、180万
套高档汽车玻璃、350万套高档汽车玻
璃等项目，为奔驰、宝马、凯迪拉克等
几乎所有的高档汽车品牌提供产品，
西南地区60%的汽车玻璃都是万盛福
耀造。

2013年11月，上海耀皮玻璃集团
把该公司在中国西部的深加工基地布
局到万盛，建成了一条镀膜线、一条中
空线、一条对流式平双室钢化炉线，生

产、销售新型节能、环保无机非金属建
筑材料及制品，包括节能低辐射
LOW-E特种玻璃、夹层中空安全环
保节能复合特种玻璃、自洁环保特种
节能玻璃、彩釉装饰玻璃等。

随着福耀玻璃、上海耀皮玻璃等
行业龙头企业相继落户，浮法平板玻
璃、建筑幕墙玻璃、汽车玻璃等产品结
构不断丰富，万盛成为重庆市特色产
业（玻璃）建设基地。

“目前，我们基本形成年产500万
套成套高档汽车玻璃和36万吨优质浮
法白玻璃、本体着色绿玻璃、灰玻璃以
及年产500万平方米中空、真空、镀膜
建筑玻璃的生产能力，形成了每年300
万平方米的幕墙玻璃深加工、年产200
万套汽车玻璃边框的玻璃产业链。”万
盛经开区相关负责人说。

打造西南玻璃新材
料示范基地

但万盛玻璃产业在高速发展的过
程中，并非没有制约因素。

“高端玻璃原片不足就是其中之
一。”该负责人坦言，万盛目前仅有两
条日熔量450吨和600吨的浮法生产
线，产能630万重量箱。而现有玻璃
深加工企业多数为高档汽车级玻璃、

高端建筑级玻璃，每年需从江苏、安
徽、武汉等地外购玻璃原片600万重
量箱以上，本地玻璃原片供应严重不
足，从而制约了万盛的玻璃产业集群
做大做强。

这一短板也得到了市经信委的重
视，去年该委通过调研，提出了下一步
支持万盛玻璃产业发展的措施。

一是针对我市汽车、电子产业的
巨大市场需求，对接国内玻璃产能大
省或大型龙头企业，吸引更多龙头玻
璃企业转移到万盛，做优做强，形成高
质量的玻璃产业集群。

二是支持万盛拓展玻璃产业链。
例如大力发展高附加值的高档汽车灰
色玻璃，同时引进电子基板玻璃、高铁
航空等特种玻璃项目。目前，万盛正
全力开展玻璃产业招商引资工作。

“玻璃产业将沿着优质浮法玻璃、
建筑节能玻璃及幕墙、汽车玻璃、机车
玻璃总承、高档家居家电玻璃、电子玻
璃和玻璃纤维等七大方向发展，力争
到2020年累计完成投资50亿元、实
现产值100亿元，万盛生产的汽车、建
筑玻璃将占据重庆市场的 90%以
上。”该负责人表示，届时，万盛经开
区将成为具有全产业链优势和区域竞
争力的西南地区玻璃新材料新型工业
化示范基地。

曾经煤炭占GDP的95% 如今汽车玻璃在西南市场份额达60%

两个百分比折射万盛转型发展之路
本报记者 颜安

进入酉阳，沿着弯曲的公路前行，映入眼

帘的是大片的青花椒林。每到青花椒成熟时

节，微风拂过，青花椒散发出的阵阵鲜香，沁

人心脾，更让全县37个乡镇187个行政村的

7万多名椒农的脸上挂满丰收的喜悦。

山多坡陡，曾经是酉阳发展农业的劣

势，但是这也成为发展青花椒种植业的优

势。2008年，重庆和信农业发展有限公司

入驻酉阳，实施青花椒产业化项目建设。基

于对酉阳县情和产业基础的长期跟踪了解，

农行酉阳支行也看到了青花椒产业发展对

扶贫事业的希望，围绕“企业+基地+供应商

（专业合作社）+农户（种植大户）”的产业链

格局，开始探索以支持产业发展为贫困农户

创收为特点的产业链金融扶贫模式。截至

2018年9月末，已累计为青花椒种植户发放

农户小额贷款 6000 余万元，余额 2397 万

元，涉及户数386户，酉阳县青花椒产业链

累计带动建档立卡贫困户1029户 4583人

增收，取得了“政府满意、企业受益、农户致

富”的良好效果。

产业扶贫是贫困地区和人口摆脱贫穷

的基本路径，是最根本和最长久的扶贫。农

行重庆市分行聚焦利益联结机制，积极开展

“造血式扶贫”，支持“专业合作社+农户”、

“龙头企业+农户”、“专业大户+农户”、“电

商+农户”等产业链带动和劳务带动扶贫模

式，鼓励龙头企业通过订单帮扶、股份合作、

生产托管、劳务用工等有效做法，帮扶建档

贫困户持续增收。大力支持贫困地区产业

规模化、链式化发展，促进一二三产业融合，

带动产业链上下游建档贫困户，构建长效的

产业扶贫机制。

在石柱，农行农行石柱支行通过发放专

业大户贷款200万元，支持中益乡规模最大

的龙头企业石柱五度农业开发有限公司发

展，通过企业与贫困户建立利益联结机制，带

动建档立卡贫困户141户473人脱贫增收，

成功打造“龙头企业带贫”模式，该模式入选

全国农行系统“十大扶贫模式”。

在城口，农行城口支行探索产业扶贫新

模式，结合城口中药材种植产业链发展，提出

了“银行+公司+基地+专业合作社+农户”的

“5+”合作模式，不仅帮助中药材企业解决了

资金周转难题，扩大了生产经营规模，同时提

高了当地农户的收入。城口的老腊肉远近闻

名，城口的鹏城源食品公司利用农行向其发

放的小企业简式快速贷贷款370万元，用于

家畜、家禽、鲜肉的收购，分别在沿河、岚天、

北屏、高观、修齐等10个核心乡（镇）建立标

准化示范养殖场，投资20多万元带动贫困户

就业和养殖，积极引导广大农户与公司开展

山地鸡合作养殖，形成了城口山地鸡产供销

一条龙良好格局。

在柑橘之乡奉节，农行奉节支行大力支

持金融扶贫示范户余世界和他创立的农业公

司、脐橙种植合作社，先后向其发放贷款400

多万元，帮助公司收购贫困户种植的脐橙，吸

纳季节性用工，向永乐镇136户贫困户支付

货款720余万元，户均收入达到53000元；通

过季节性用工等方式吸纳贫困户就业60余

人，人均支付年纯收入10000元以上，有效带

动周边农户脱贫增收，得到当地政府和群众

的一致好评。

精准扶贫，久久为功。农行重庆市分

行将继续深耕一线，了解一线龙头企业的

发展情况，与信贷资金需求，积极挖掘、培

育新建农业企业。通过定向支持劳动力强

的农业龙头企业，带动贫困户家庭及建档

贫困人口脱贫致富，走出一条农行支持农

村、农业，带领农民脱贫奔小康的新路子，

为“服务三农”“脱贫攻坚”积累、分享越来

越多的实践经验。

韩聃 张妮

金融扶贫路 农行铿锵行
农行重庆市分行精准扶贫系列报道

农业银行重庆市分行

精准扶贫授人以渔 特色产业点亮致富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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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 龙丹梅）
重庆日报记者1月30日从重庆
市农业农村委了解到，我市拟将
每年的农历腊月二十四设定为

“农村清洁日”，引导农村老百姓
开展大清洁大扫除，干干净净过
春节。

市农业农村委副主任高兴
明介绍，因为每年的农历腊月二
十四是中国传统小年，家家户户
都有做清洁、打扫卫生的传统习
惯。因此，将这一天定为“农村
清洁日”，既弘扬了传统文化，也
能引起全社会对农村环境卫生
的重视。

高兴明说，自去年12月28
日以来，我市正式启动了以清理
生活垃圾、清理沟渠塘堰、清理
畜禽养殖粪污等农业生产废弃
物、改变影响农村人居环境不良
习惯为主要内容的“三清一改”

村庄清洁行动。一个月以来，全
市已清理积存或散落垃圾9.54
万吨，清理沟渠4.8万公里，清
理废弃秸秆、农膜及露天堆放农
业废弃物46万吨，在农村形成
了“村村户户搞卫生、干干净净
过春节”的浓厚氛围。而从今年
4月开始，我市将继续集中整治
农村人居环境，推动长效机制建
设，使村庄环境卫生得到显著改
善，脏乱差现象基本得到消除，
农民清洁卫生意识普遍提高，以
焕然一新的村容村貌迎接新中
国成立70周年。

目前，我市已将村庄清洁行
动开展情况纳入农村人居环境
综合评估考核，通过村庄清洁行
动，我市今年将力争实现清洁行
动覆盖农村常住人口100%，农
民知晓度达到100%，农户参与
度达到100%的目标。

重庆拟将腊月二十四
设定为“农村清洁日”

本报讯 (记者 张莎)1月30日
上午10点，由中共重庆市委直属机关
工作委员会与重庆市慈善总会联合发
起的“共产党员一元捐”公益项目正式
上线。

该公益项目鼓励市直机关党员自
愿参与，捐赠通过重庆机关智慧党建

服务平台和腾讯公益线上募捐平台进
行，党员可以用个人积分进行捐赠，也
可以用现金捐赠，捐赠金额1元(或10
个积分)起，可实名捐，也可匿名捐赠，
捐赠时间不限，捐赠次数不限，捐赠金
额不限。

市慈善总会负责人介绍，“共产党

员一元捐”公益项目募集到的所有款
项全部进入市慈善总会专门设立的

“重庆市共产党员一元捐”基金账户。
基金主要用于市直机关基层党组织的
困难互助和特殊困难党员帮扶、深度
贫困区县的脱贫攻坚项目和“社区阳
光基金”以及其他扶贫济困项目宣传

执行等。市慈善总会将对所有救助项
目进行制度化、标准化管理，按照量入
为出的原则，在市委直属机关工委和
社会各界的监督下使用善款，并向社
会公示所有款项支出。

据了解，“共产党员一元捐”公益
项目旨在倡导市直机关共产党员通过
参与线上公益，积极发挥先锋模范作
用，以慈善行为助力重庆脱贫攻坚行
动，推动党建工作向社会延伸，促进机
关党组织与社会组织工作融合。

截至昨日下午6点，已有1000多
名党员捐出现金1.3万元、捐出积分43
万分折合现金4.3万元，共计5.6万元。

市直机关工委与市慈善总会联合发起

“共产党员一元捐”公益项目启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