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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5 月 15 日，以“未来建
设 建设未来”为主题的城市建设·渝
港论坛在重庆举行，700余名渝港两地
政商界代表齐聚，共话未来城市建设。

作为主办单位，香港贸易发展局率
18名来自建筑设计、城市规划、测量、
建筑工程顾问及管理、房地产开发等领
域的商界精英访问重庆，通过论坛、商
贸洽谈以及考察活动，为渝港两地企业
提供全方位的平台，促进双方城镇化发
展的交流合作。

据香港贸易发展局助理总裁梁国
浩介绍，举办此次论坛旨在向重庆相关
单位部门和企业介绍香港城市建设服
务业的优势，鼓励渝港城市建设服务业
界携手参与重庆城市发展。

重庆日报记者在现场了解到，本
次论坛聚焦三大热门议题，分别是城
市建设、渝港城市合作、城市多维度空
间规划与整合。主题论坛以“城市建
设 香港经验”为题，结合以人为本的
建筑理念和前沿科技应用，从轨道交
通规划、城市滨水空间建设及渝港双
城基建与城市发展方面，请来多位来
自香港知名企业代表，分享香港的丰
富经验及优势，探讨两地未来合作的
策略。

此外，首场专题论坛集中讨论渝港
两地城市基建合作，共同探索建设宜居
都市的发展方向，多名香港工程界专业
人士，包括弘达交通顾问有限公司、安
乐工程集团、第一太平戴维斯(香港)有
限公司代表，就公共交通导向型发展模
式、城市废物处理方案、特色小镇的打
造与规划等方面分享成功个案。

重庆历史文化底蕴深厚，如何在城
镇化发展的过程中，保存本身的历史文
化也值得深思。在另一场专题论坛上，

来自香港巴马丹拿集团和时尚创建集
团的代表分享了如何在旧城改造中传
承城市历史及建筑特色并提升经济效
益的经验。利安顾问有限公司与纵横
行咨询顾问有限公司代表就 TOD
(公共交通导向开发模式)物业规划与
设计以及物联网城市环境应用方面分
享了最新技术。

论坛结束后，还举行了渝港建设工
程项目对接会，主办方安排渝港企业进
行一对一会面。重庆浩丰规划设计集

团董事长余以平在会后表示，通过此次
对接会，接触到很多有质量的香港企
业，双方在未来定会有广阔的合作空
间。

据了解，除了参与论坛，香港贸易
发展局还将带领代表团走访重庆房地
产企业，并实地考察市内的最新发展项
目，包括曾家岩嘉陵江大桥、悦来新城
国家海绵城市示范点、沙坪坝高铁和轨
道交通上盖建筑─龙湖光年等等，了解
重庆营商环境，发掘合作潜力。

渝港政商精英齐聚 共话未来城市建设
城市建设·渝港论坛在重庆举行

本报讯 （记者 张亦筑）5月18
日，2019年重庆市科技活动周（下称科
技活动周）将在园博园启幕。科技活动
周期间，全市将集中开展300余项主题
科普活动。

今年的科技活动周主题为“科技强
国·科普惠民”，由市科技局、市委宣传
部、市教委、市科协、市社科联主办，主
会场设在园博园。

作为科技活动周的重头戏之一，5
月18日至20日，“未来生活体验展”将
在园博园举办。展览设置了人工智能、
健康医疗、生态环境、科学教育、非遗人
文5个主题板块，100余项前沿科技产
品和科普展品参展，涉及大数据、人工
智能、信息技术、智慧家居等领域。

其中，人工智能板块将展示人脸识
别、人机交互、5G、VR等高新技术及产
品；健康医疗板块将开展压力释放、“血
痕”断案等互动体验活动；科学教育板块
将开展航空飞行互动讲解、机器人趣味
运动会、视错觉体验等趣味体验活动。

此外，展览还首次设置了“科普小
讲堂”，5月18日至19日，重庆市疾控中
心、重庆海关、重庆医科大学等单位的
专家学者，将围绕营养健康、食品安全、
疾病防控等主题举行科普讲座。同时
还首次设置“科普文创市集”，引入了机
器人、飞机模型、夏布等科普产品。

据了解，5月18日至20日，园博园
将对全市中小学生免费开放，可凭学生
证或学校介绍信免费入园。现场还设
置有互动积赞活动，市民通过参加各个
展位的互动体验项目，集齐15个以上印
章就有机会获得一份科普小礼物。

此外，科技活动周期间，市级科普
基地将开展系列精彩纷呈的科普活动，
比如南山植物园将举办澳洲植物文化
交流节，重庆动物园将开展“我爱长鼻
子”主题科普活动等。汽车噪声振动和
安全技术国家重点实验室、重庆市物联
网工程技术研究中心等高端科技资源
也将面向社会开放，进一步拉近公众与
科学的距离。

为推动科普资源向贫困边远地区
聚集，5月28日至30日，市科技局还将
开展“科普班车进区县”主题科普活动，
组织重庆科技馆等20余家市级科普基
地深入万州区龙驹镇开展展览展示、科
普课堂、科学实验等活动。

2019年重庆市科技活动周5月18日启幕

300多项活动邀市民畅享科普盛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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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首席记者 彭瑜）“行至
高梁，心纳平川。”5月14日至15日，梁
平区委宣传部、梁平区文化旅游委联合
重庆日报推出了“美丽重庆发现之旅·
重庆人游重庆——梁平站”大型文旅活
动。这也是继秀山站之后，该活动的第
二站。100余位作家、教授、媒体记者、
摄影达人、网络达人等前往梁平，领略

“山水田园·美丽梁平”的魅力。
此次活动在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

产项目抬儿调的表演中拉开大幕，表演
者精湛的演出，真实还原了抬工们欢快
的劳动场面，让现场观众大饱眼福。随
后表演的梁山灯戏经典剧目《招女婿》，
则吸收了种植梁平柚、发展农村电商等
乡村振兴新元素，极具时代感。

“非遗表演打动人心。”重庆师范大
学教授、重庆孔子国学研究会书记鲜于
煌称，这些精彩的表演开启了愉悦的体
验之旅。

体验梁平明月山·百里竹海风情，
是此次活动的重头戏之一。这里竹种
类有100多种，被誉为“竹类博物馆”

“竹子基因库”。沿着林中步道前行，可

谓一步一景，让人陶醉其间。在幽静的
竹海，还有现场制作梁平竹帘、梁平木
板年画，书法家们竞相挥毫泼墨等互动
体验文化活动，别有一番情趣。

湖面如镜、云雾袅绕、飞鸟翩飞。
15日一早，参加活动的网友们在双桂
湖拍照片、发抖音、写诗歌，记录下眼前
美轮美奂的景致。在西南禅宗祖庭双
桂堂，大家静静地参观这座历经三百六
十多年，依然保存完整的古刹。

在梁平，厂区也是景区。大家走进
梁平工业园区，百年张鸭子观光走廊上
20余块展示牌，生动地展示了张鸭子品
牌的起源及发展故事、生产及制造流程；
另一侧的落地玻璃窗外，大家清楚地看
到车间的全貌及整个车间的生产、加工
过程。在圣唯缇丝绸制造文化空间，大
家现场见证了丝绸纺织选茧、缫丝、并
丝、纺织等一系列传统的丝绸制造流程。

“‘山水田园·美丽梁平’名不虚
传。”结束此次体验之旅后，大家纷纷表
示，梁平耕读传家的农耕文化、底蕴深
厚的禅宗文化、古韵悠远的非遗文化魅
力无限，不虚此行。

重庆人游重庆大型文旅活动走进梁平
100余位作家、教授、媒体记者、网络达人

等领略“山水田园·美丽梁平”魅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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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15日，在城市建设·渝港论坛
上，戴德梁行大中华区副总裁、策略发
展顾问部主管陶汝鸿做了名为“轨道交
通对城市质量的提升”的主题发言。他
认为，作为目前最便捷的公共交通方
式，轨道交通不仅方便了市民的日常出
行，同时也带动了城市的发展，提升了
城市的品质，主要体现在加速人口导
入、优化城市功能、提升产业结构和拉
动功能价值等四方面。

以香港为例，1991年至2001年，香
港的人口增幅为18.2%，港岛的人口增
幅为2.4%，而靠近地铁沿线的新市镇地
区人口增幅为42.3%，其中轨道交通发
达的将军澳人口增幅为207.3%，远远

高于香港的平均人口增幅。在人均收
入方面，香港新市镇地区的人均收入水
平要要高于全香港的人均收入水平。

陶汝鸿说，随着轨道交通向外围
延伸，城市逐渐形成多核发展，从而
产业布局得到优化并且带动提升了
沿线产业结构。他举例说，上世纪50
年代，香港港岛东还是船坞和糖厂的
集中地。直到1985年，港岛线开通，
港岛东迎来了第一个发展转折点。
短短几年时间，港岛东逐渐发展成印
刷产业的集中地，在 2000 年的时候
众多甲级写字楼落成，租户主要为高
科技公司。港岛东的第二次产业机
构调整是在 2002 年，将军澳线开

通。2008年，One Island East在港
岛东落成，租户包括国际顾问公司、
银行和高科技公司等。而到了2018
年，太古商务区形成，租户大量增加，
特别是地产建筑和贸易业，产业呈现
多元化。

陶汝鸿说，轨道交通对于城市功能
结构的优化也是很重要的。从香港地
铁的案例来看，轨道交通已经从原本单
一的出行方式向多元化的生活方式转
变。“比如香港九龙站，以轨道交通站点
为核心，发展主题商业、居住、办公、酒
店、观光旅游、休闲公园、文化、教育医
疗等城市功能，形成充满活力的1千米
行走城市圈。”

发言中，陶汝鸿以重庆近期将开通
的轨道交通线为例，对重庆轨道交通未
来的发展进行了分析和预测。

在陶汝鸿看来，重庆轨道交通5号
线江津段将带动中梁山西侧片区的九
龙园站、双福东站、双福西站的人口导
入。“到2025年，随着轨道交通的快速
发展，江津将发展成为产城融合示范区
和融城发展的先行区，预计每年将流入
约10万人，未来将建成常住人口65万
左右的中等城市。”

轨道交通在驱动产业升级方面，
陶汝鸿以菜园坝站为例。他表示，菜
园坝站是重庆主要的交通枢纽之一，
但周边布局的中低端专业市场影响片
区产业升级。不过，随着轨道交通网
的逐步完善，渝中区菜园坝和两路口
将借助完善的轨道交通布局，发展商
务服务、商业贸易、旅游休闲、文化娱
乐等产业，未来现代服务产业也将得
到全面提升。

戴德梁行大中华区副总裁、策略发展顾问部主管陶汝鸿：

发挥轨道交通综合效益提升城市品质

人物专访〉〉

“我们很多城市的建成区存在两个
问题：一方面，很多区域价值被低估；另
一方面，这些区域还对周边区域形成了
无形压力。”时尚创建商务咨询（上海）
有限公司执行董事邓昌盛，在其名为
《旧区改造：强化经济效益·保育历史文
化》的主题发言中，开宗明义地指出旧
城改造面临的挑战。

在邓昌盛看来，随着我国经济社会
迅速发展，旧城改造已经成为各个城市
都无法回避的一项重大课题，这是城市
快速发展的一种必然。

“只要我们留心观察就会发现，曾

经的郊区，如今都已变成了城市核心
区。”邓昌盛表示，而因为历史遗留问
题或者是因为产权等原因，这些现在
身处城市核心区的地方，却聚集了大
量的闲置仓储、厂房或者是低端批发
市场。

“与此同时，另外一种现象也值得
警惕，那就是历史风貌区被过度商业
化。”邓昌盛认为，部分城市拥有的地标
性历史风貌街区，却盲目地跟风，被过
度商业化包装，满街的各种现代商业业
态充斥其间，却掩盖了该地原有的深厚
历史文化内涵。

“当人为割裂历史文化内涵，只为
去追求商业效益，这本身就是非常可惜
的事。”邓昌盛说。

邓昌盛表示，在现代城市发展过
程中，这两种城市发展现状都存在，却
造成了城市内在肌理的撕裂，需要进
行系统性反思。历史文化不仅仅只是
一座城市的过去，更是一座城市未来
发展的精神支点，对历史文化的挖掘、
改造和创新，才能更好地实现城市发
展。

在这一点上，邓昌盛强调，随着时
代的进步和城市的发展，居住其中的人

们生活方式是发生了根本性改变的，所
以在考虑旧区改造的时候，一定要考虑
功能的改变。

邓昌盛眼中，一个良好的旧城改
造，出于以人为本的出发点，应该满足
三大功能，即工作、娱乐与生活。

工作功能，应该是拥有创意空间，
可以激发团体创造力的所在；娱乐功
能，应该是充分吸收本土历史文化的基
础上，将本土文化与特色商业高度融
合，从而带出更具延展性的多彩生活；
生活功能，则应该是将生态环境、个性
化空间和文化内涵结合，由此带来的舒
适生活。

“旧城改造，需要对历史有足够的
敬意，也需要对未来有充分的考量。”邓
昌盛表示。

（本版稿件由本报首席记者周尤、
记者陈波、实习生郑明鸿采写整理）

时尚创建商务咨询（上海）有限公司执行董事邓昌盛：

旧城改造应对历史有敬意对未来有考量

“香港与重庆有太多相同点，不仅
有山，更有水。而有水的地区，价值总
是会更高嘛。”5月15日，在城市建设·
渝港论坛主题论坛上，泛亚环境国际控
股有限公司董事长刘兴达巧妙地将渝
港两地紧密连接起来，引起了观众的兴
趣。

“我原本的发言题目是《城市滨水
空间打造》，但后来我专门在题目前加
了一个‘可持续的’。”刘兴达坦言，《可
持续的城市滨水空间打造》更符合城市

未来发展需求。
刘兴达认为，所谓滨水就是和水

“打交道”，其首要解决的一大问题就是
充分了解水的特性，而自然界中的水首
先就是循环的，这种循环不应该也不能
被人为切断。

为此，刘兴达详细解释了自然生态
系统中，从自然降水到地表水与地下水
交换、向上蒸发与向下渗透等一系列水
资源循环的过程。

刘兴达进一步解释，自然生态系统

中，水与泥土、植物等一道构成了一个
生态循环链，这也就意味着无论什么样
的景观，都必须遵循、维护这种生态循
环链的内在联系。

在刘兴达看来，可持续的城市滨
水空间打造应该符合几大原则，即平
衡城市发展规模、优化基础设施、带动
地区和城市的发展、传承历史文化、优
化生态系统、增强现有城市环境的宜
居性。

“应该用适当的规划、设计和管理

技术去创造一个能提供环境、经济和社
会文化良性循环的人居环境。”刘兴达
表示，要达到这样的目的，就需要集合
政策规划、经济规划和环境规划为一体
的综合规划观，重视历史文物的保护与
再开发，注重土地的复合使用和多样化
生态系统的营造。

刘兴达更对城市空间打造进行了
延伸性阐述，他认为，要打造富有弹性
和生命力的现代化城市公共空间，既
要引进先进科技，利用科技整合规划、
模拟当地生态系统，同时也着眼于

“人”，以人为本，重视人在公共空间活
动的舒适程度，激发人对公共空间使
用的主观能动性，促使人从公共空间
的文化载体中汲取精神信仰和思想精
华。

泛亚环境国际控股有限公司董事长刘兴达：

城市滨水空间打造须遵循基本生态循环链

重视城市水循环、水处理，有助于城市未来的
高质量发展，并优化城市的生活空间。城市能够像
海绵一样通过建筑、道路和绿地、水系等生态系统
对雨水的吸纳，有效控制雨水径流，实现自然积
存、自然渗透、自然净化。因此建设海绵城市成为
了当前城市发展的一大趋势。希望重庆在城市建
设过程中，关注海绵城市的打造。

——奥雅纳工程咨询副董事张志强

观点集锦〉〉

特色小镇首先注重的是特色产业，需要有独特的
产业、完整的产业体系和不断延伸的产业链条，强调
的是“产业、文化、旅游、社区”等多功能叠加，要有气
质，才能具备颜值。此外，特色小镇的地形地貌、历史
传承、景观特质均能形成文化，体现精神。

——第一太平戴维斯（香港）有限公司、华西区高
级董事、西安总经理罗元均

增强轨道站点周边的步行可达性，十分关键。多样
化的交通模式满足不同的出行需求，长距离出行通过
轨道交通大运量快速地解决，最后一公里出行需求主
要通过自行车、无人车解决，这要求 TOD（公共交通导
向开发模式）更为灵活，不仅要高密度开发站点上盖，还
要提供多种交通方式的有机融合，通过四通八达的立体
步行系统扩展TOD影响范围，鼓励绿色交通使用。

——弘达交通顾问有限公司副董事罗小未

5月15日，城市建设·渝港论坛在重庆富力凯悦酒店举行。 记者 魏中元 摄

关键词：海绵城市 关键词：公共交通 关键词：特色小镇

本报讯 （记者 吴刚）今年开始
施行的大规模减税降负，力度很大。5
月15日，记者从市税务局举行的新闻
发布会上获悉，今年一季度，全市累计
实现新增减税额达到70.3亿元。

据悉，上述新增减税额主要由3部
分构成。一是2019年新出台政策减税
20.4亿元。其中，个人所得税专项附加
扣除政策新增减税2.9亿元，惠及全市
103万自然人；小微企业普惠性政策新
增减税17.5亿元，惠及全市40.2万户
纳税人。

二是2018年年中出台减税政策在
2019年的翘尾新增减税49.1亿元。其
中，个人所得税第一步改革翘尾政策减
税30.1 亿元，惠及全市444.1 万自然
人；增值税17%和11%两档税率各降1
个百分点，减税16.1亿元，惠及14.4万
户纳税人；统一增值税小规模纳税人标

准政策减税1.7亿元，惠及全市2.2万
户纳税人；其他政策减税1.1亿元。

三是2018年到期后2019年延续
实施政策新增减税 8373.6 万元。其
中，经营性文化事业单位转制为企业的
税收优惠政策减免4569.6万元，城市
公交站场等交通系统城镇土地使用税
优惠政策减税2878.6万元，农产品市
场、农贸市场房产税和城镇土地使用税
优惠政策减免903.1万元，文化企业发
展增值税政策减免22.3万元。

市税务局副局长周梁刚认为，从第
一季度减税数据来看，本轮减税涉及多
个税种、覆盖各个行业、囊括各经济类
型，四项小微企业普惠性税收减免政策
的主要受益对象为个体经营者和中小
企业，各项翘尾政策也兼顾了其他纳税
人的减税红利，最大程度体现出了减税
的普惠性。

一季度重庆新增减税额超过70亿元

本报讯 （记者 杨铌紫）5月15
日，全国妇联揭晓2019年度全国“最美
家庭”，重庆市40户家庭获评全国“最
美家庭”，唐建军家庭代表重庆家庭参
会并接受表彰。

此次揭晓了全国最美家庭1000
户，由市妇联推荐的40户家庭从2018
年获重庆“十大最美家庭”以及重庆“最
美家庭”中产生。他们中包括扶贫干
部、农民、工人、教师、军人、警察、医生、
创业者等群体，涵盖了脱贫致富、廉洁
自律、绿色环保、乡风文明、热心公益、
孝老爱亲等各类型家庭。

据了解，市妇联联合市委宣传部、
市文明办自2014年起开展重庆“最美
家庭”寻找活动以来，全市300余万户
家庭积极参与寻找活动，累计评出各级

“最美家庭”5万余户，其中151户获评
全国“最美家庭”。

市妇联相关负责人表示，今年，我
市将继续深入开展重庆“最美家庭”寻
找活动，现已启动推荐、评选工作，推荐
采取群众自荐、他荐、媒体推荐和组织
推荐相结合的方式进行。欢迎踊跃参
与，自荐和他荐的家庭可就近向所在乡
镇（街道）、区县妇联申报。

2019年度全国“最美家庭”出炉

重庆 40 户家庭上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