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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 杨骏）5月20
日，广西钦州市在重庆雾都宾馆举行
物流产业招商推介会，希望借助“陆
海新通道”建设，进一步加强与重庆
的合作。

钦州位于广西北部湾沿海中心，
拥有中马钦州产业园区、钦州保税港
区、北部湾地区最大的集装箱运输港
等开放平台，区位、交通、港口、平台、
产业优势突出。同时，钦州也是“陆
海新通道”铁海联运班列的重要出海
口，在“陆海新通道”的建设中，有独
特的作用。

钦州市相关负责人表示，希望以
这次推介会为契机，进一步加强双方
在中新互联互通项目金融服务、航空
产业、交通物流、信息通信技术等领
域的对接和政策互动，共建“陆海新
通道”，加快形成全方位、宽领域、多
层次的国内外区域合作新格局。

在推介会现场，钦州市与一批企业

签署了一揽子协议，金额达36亿元，涉
及区域合作、物流平台、仓储物流、国
际贸易、跨境电商、新材料等领域。

值得一提的是，钦州市与重庆市
江津区还签署了《共建陆海新通道
推动区域物流产业协同发展合作框
架协议》。

根据协议，双方将进一步推动
“陆海新通道”建设，完善基础设施，
提高通关效率和服务能力，力争在今
年6月底前实现两地间“陆海新通
道”铁海联运班列双向对开，到2020
年实现“天天班”。钦州市与江津区
政府将建立合作协商联席会议制度
及经常性磋商机制，加强在冷链、特
色产品、汽摩配件、五金机电等产品
领域的合作，共同推进国际物流分拨
中心建设。双方还将强化政策扶持，
降低通道综合性成本，出台物流产业
招商引资政策，吸引更多货物代理、
物流企业、船运企业等入驻。

共建“陆海新通道”

广西钦州在渝签约36亿元

本报讯 （记者 张亦筑）仅需
出示一次证件，就可全程“刷脸”安检
通关。5月20日，重庆日报记者从中
科院重庆绿色智能技术研究院（下称

“中科院重庆研究院”）获悉，该院与
中国民航管理干部学院（下称“民航
管干院”）日前签署加强民航反恐技
术联合实验室建设合作协议。根据
协议，由中科院重庆研究院和智慧航
安（北京）科技有限公司联合开发的
全流程“刷脸”安检通关系统将在全
国民航机场推广。

“我们已开发出全流程‘刷脸’安
检通关系统，包括安检人脸识别辅
助验证、人工辅助验证智慧安保、安
检判图人员工作状态管理、人包对
应、动态布控等系统。”中科院重庆
研究院智能安全技术研究中心主任
石宇说。

据了解，安检人脸识别辅助验
证系统主要用于安检通道前的验证
环节，通过读取身份证登记照，与现
场持证人员的脸部进行比对验证，
判断是否为本人。目前，该项成果
已应用于全国70家机场的旅客安
检，覆盖618条安检通道，占全国重

点机场的60%。
人工辅助验证智慧安保系统是最

新研发成果，旅客仅需在安检验证时
出示一次证件进行身份核验，验证成
功后，安检通道的身份复核、登机口
的旅客信息复核都可以“刷脸”完成。

“今年2月，这套系统率先在内
蒙古呼和浩特白塔机场试运行，安检
通道前的人脸识别闸机人均通关速
度已达6秒以内。”石宇介绍，这也是
全国首个仅需出示一次证件即可全
程“刷脸”通关的安检系统及其应用
流程。

这些系统联动应用，将实现机场
里的全流程、全场景“刷脸”——安检
验证时“刷脸”过检；安检通道内刷脸
复核、人包匹配；X光安检机判图人
员刷脸上岗、定时换岗；通过安检通
道进入封闭区后，“刷脸”寻人；中转
联程柜台前，“刷脸”办理乘机手续；
登机口“刷脸”登机；机场禁区内，相
关人员“刷脸”入内。

“这不仅让通行效率得到极大提
升，也降低了机场人力成本。提升机
场安全裕度的同时，为旅客的出行提
升便捷度与舒适度。”石宇表示。

中科院重庆研究院与民航管干院签署合作协议

全流程“刷脸”安检通关系统
将在全国机场推广应用

奔驰长轴距A级轿车月销量再夺冠
细数奔驰长轴距A级轿车畅销的几大理由

全国乘用车联席会近日公布了
2019年2月轿车销量数据。其中，奔
驰长轴距A级轿车以 4582 台的成
绩，力压奥迪A3和宝马1系，位列豪
华A级轿车首位，尽管其价格要比后
者高出数万元。至此，奔驰长轴距A
级轿车今年 1-2 月累计销量已达
10228台。

去年11月才上市的国产奔驰长
轴距A级轿车，是细分市场中独有的
长轴距车型。它的上市，改写了新生
代豪华轿车的定义，迅速成为这一细
分市场的爆款。它凭借前沿炫酷设
计营造出现代豪华感官体验、以人工
智能科技打造出人性化用户交互体
验、以越级配置提升了新生代豪华轿
车的驾乘体验，成功实现后来居上，
凭实力碾压对手。

“颜”出必“型”

全新长轴距A级轿车是梅赛德
斯-奔驰新生代家族车型中的新晋
时尚单品。高颜值是其获得新生代
们首肯的重要因素。它采用全新的
设计语言，将梅赛德斯-奔驰“感
性·纯粹”的设计理念再度升级。简
约之极的线条与纯粹之至的型面，
打造出修长矫健、比例完美的身姿；
动感的“慧眼猎手前脸”呈现出跃跃
欲试的进取姿态；平直狭长的高性
能LED大灯让人瞬间被捕捉；全新
设计的飞翼式尾灯同样凌厉而运
动，如同高速飞行的战斗机，凸显运
动气质。

此外，全新长轴距A级轿车的内
饰水准同样定义了细分市场的新标
杆。仪表台采用“飞翼”造型，两块
10.25英寸高清显示屏的“大视界交

互屏”宛如悬浮空中，未来感十足；造
型如同喷气式飞机涡轮般炫酷的“走
心炫光出风口”不仅与氛围照明色彩
同步，还能根据温度升降调节；10种
色彩主题的64色环境氛围照明系统
炫出缤纷天地。

打破“长”规

全新长轴距A级轿车将梅赛德
斯-奔驰秉承的“中国制造、专属中
国”推到了全新高度。从最初设计到
后期生产，都充分考虑到中国新生代
人群的需求。其中，轴距加长就是这
一需求的具体体现之一。

全新长轴距A级轿车是细分市
场中唯一的长轴距车型。它以2789
毫米的超长轴距傲视同侪，带来了
刷新同级记录的“长腿后排”，即便
帅气的“大长腿”也得以安放。同样
专为中国市场加长20毫米、加厚10
毫米的后排座椅座垫，以及后排
NVH隔音降噪的优化处理，则造就

了宽敞而静谧的后排舒适体验。值
得一提的是，全新长轴距A级轿车
全系标配同级最大可视面积的全景
天窗，让驾乘者在明亮舒适的空间
中自在无束。

“智”在必得

全新长轴距A级轿车是首款搭
载全新梅赛德斯-奔驰MBUX智能
人机交互系统的车型系列。该系统
如同“最强大脑”，能够学习用户的使
用习惯。个人偏好的驾驶习惯、氛围
灯、电台以及个性化建议中的导航方
位等个性化设置都可以保存在帐户
档案中，用户一键便可将车辆设置成
个人喜欢的状态。

此外，全新长轴距A级轿车还
拥有为驾乘者的安全全面护航的多
款神器——同级最优的智能领航限
距功能和智能泊车功能，以及同级
独有的带横向行人探测的主动式制
动辅助系统和盲点辅助系统等一系
列先进的智能驾驶辅助科技，使它
成为同级别中具备最高主动安全性
的车型。

全新长轴距A级轿车将新生代
豪华轿车该有的样子一一呈现。这
个拥有132年造车历史的品牌，正不
断引领汽车出行潮流，缔造更美好的
汽车出行未来。正如北京梅赛德斯-
奔驰销售服务有限公司执行副总裁
段建军先生所说，“为满足新生代客
户对卓然设计的向往和对最新科技
的好奇心，我们用新生代的语言，以
新生代喜好的方式，交出了真正符合
其需求的答卷。”

全新长轴距A级轿车

全新长轴距A级轿车搭载MBUX智能人机交互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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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的在答题、有的在贴图、有的
在看图连线……5月19日，在半山七
号小区室内大厅，“小手拉大手”垃圾
分类亲子活动正如火如荼进行中，人
群中不时发出阵阵叫好声，为“垃圾
分类小达人”喝彩。

位于经纬大道1099号的半山七
号小区，有住户1500多户，入住1201
户。自启动垃圾分类示范小区试点
以来，在渝州路街道及各级的共同努
力下，如今小区生活垃圾减量率已达
37%，今年2月19日，成功摘取九龙
坡首个“垃圾分类示范物业小区”桂
冠。

逐户上门
打响垃圾分类“宣传战”

3月11日下班后，六店社区书记
温朝军、工作人员彭鲸地上门到5栋
一户业主时，再次吃了闭门羹。住户
拒绝开门：“我们在吃饭，我对垃圾分
类不感兴趣！”对此尴尬局面，街道党
工委书记刘峥、办事处主任杜玲芝获
悉后，召开专题会议集思广益，决定
把入户时间定在晚上7点至9点居
民休息时间，携带工作证、红袖套、垃
圾袋、垃圾桶等上门。历时1个多月
宣传攻坚，街道领导班子、社区干部、
网格员分组入户宣传垃圾分类。截
至 4 月 30 日，入户 1070 户，办卡
1038张。

今年 3月，渝州路街道又在该
小区投用了最新智能垃圾分类回收
箱。小区居民只需扫描二维码下载
应用程序到手机并注册登陆，投放
垃圾前，点击“身份识别”，将二维码
对准设备扫描口，设备就会自动开
门。同时在洋房区、高层合理设置
四分类、两分垃圾桶，现已实现居民
家中初分，物业二次分，环卫集团分
类中转、分类处置模式。

市环卫集团数据显示，目前，该
小区每日收集易腐垃圾 830.56kg，

可回收物 313.31kg，投放正确率达
82%，易腐垃圾处理率86%以上。

多方合力
小区旧貌换新颜

走进半山七号小区，小区环境干
净整洁，四分类垃圾桶、垃圾分类回
收箱摆放整齐，横幅、展板、墙体涂鸦
上垃圾分类知识随处可见……

“虽然作为中高档小区，但由于
物业费偏低，以前环境卫生却不尽人
意。”小区物业负责人说，他们抓住垃
圾分类示范小区建设契机，与城管、
环保部门、街道、社区、居民一起努
力，让小区环境大为改善。

据了解，街道、社区利用居民代
表会，楼栋长大会，宣传引导居民进
行垃圾分类，并在小区中庭设置垃
圾分类服务站，物业公司挑选10名
清洁工负责垃圾分类，并建立评比
奖励制度。另外对住户垃圾分类情
况在每栋楼入口处公示栏进行评
比，多方合力，目前小区居民垃圾分
类知晓率达98%以上，参与率87%，
小区颜值也渐渐绽露出新容颜。

垃圾分类
环境变了居民笑了

5月17日上午10点，7栋居民蒋
大姐拎着一袋垃圾走到楼下垃圾桶
前，习惯地将餐厨垃圾扔进易腐垃圾
桶，手上拿着的一个坏灯泡扔进了有
害垃圾桶。“垃圾分类让小区环境变
了样，我们肯定要支持哦。”蒋大姐笑
呵呵地说。

据介绍，为激发居民垃圾分类积
极性，街道、社区、物业制定了积分兑
换奖品制度。塑料瓶、纸板、金属积
分在4至100分之间。1积分等于1
分钱，小区内设有积分兑换礼品机
器，居民根据积分可兑换餐巾纸、香
皂等生活用品。

渝州路街道办事处主任杜玲芝
说：“以前，半山七号每天产生生活垃
圾3至 4吨，现在每天只有2.5吨左
右，垃圾减量率37%左右。按照这
个模式，以点带面，今年底，全街道垃
圾分类减量率 25%的目标指日可
待。”

文/图 干亚岚 魏娜 唐娅茜

翻开垃圾分类新一页
走进九龙坡区首个垃圾分类示范物业小区半山七号

街道党工委书记刘峥（左）带领网格人员上门给居民宣传垃圾分类知识

山水之城·美丽之地
聚焦渝州路街道垃圾分类和减量工作（二）

5月19日，为期5天的第三届中国
国际茶叶博览会（下称“茶博会”）在杭州
国际博览中心闭幕。

在这场国内规模最大、规格最高、影
响最广、最具权威的茶叶专业展会上，重
庆 21 个产茶区县的 160 多家茶企携
246个优质茶产品共赴盛宴，拿下现场
销售订单及意向性交易订单共计1.56
亿元。重庆综合展示展销区获“最受消
费者喜爱的区域展销区”荣誉。

“渝茶参展主要本着学习取经的目
的，并倒逼茶企在激烈竞争中不断成
长。”重庆市农业农村委副主任陈勇表
示，尽管目前渝茶规模较小、产量不大、
产值不高，却仍能在这场名茶云集的茶
博会上掘金凯旋，这有力证明了重庆茶
产业抱团发展实现突围，正朝高质量发
展之路昂首迈进。

展特色
主推“巴味渝珍”，彰显

重庆元素
5 月 15日茶博会开幕第一天，以

“山水之城、美丽之地”为主题的重庆综
合展示展销区精彩亮相。整个装修基调
凸显“绿色生态、巴渝文化”，还融入了长
江索道、解放碑等热门景点及老茶馆、夔
门等重庆元素。

“今年，我们主要展示集茶品牌、茶
产品、茶趣味为一体的渝茶文化。”陈勇
介绍，本届茶博会，重庆在3D馆设面积
为567平方米的独立综合展示展销区，
并向组委会申请了3B馆扶贫展馆的5
个免费标准展位，共有来自南川、秀山、
巫溪等 21 个区县的 160 余家茶企携
246个优质茶产品参展。

为了扩大渝茶在茶博会上的知名
度，我市主推了重庆市农产品区域公用
品牌——“巴味渝珍”，并全力推介了旗
下“永川秀芽”“南川大树茶”等茶叶区域
公用品牌。重庆还向组委会争取到了6
场品牌推介活动，永川、巴南、南川、万
州、江津、武隆6个区县先后用精彩活动
展示了各自的优质茶产品。

看现场
主打渝茶受欢迎，小众

品牌也走俏
好山好水育好茶。重庆现有茶园面

积 85.76 万亩，其中投产面积 56.52 万

亩，以 2018 年为例，茶叶总产量达到
3.96 万吨，茶产业总产值为 28.43 亿
元。目前，重庆主打的绿茶、红茶产量稳
步增长，以“重庆沱茶”为主的紧压茶正
在逐步恢复往日荣光。

那么，此次征战茶博会，渝茶成效如
何？

在“永川秀芽”的一个木制茶台上，
一位灵秀的姑娘正在表演茶艺。待茶叶
渐渐在杯中成针型竖起来了，她便将泡
好的茶水端给前来观看表演的客人们。

“你们这绿茶芽形紧圆纤秀，汤色黄
绿明亮，入鼻清香优雅，入口唇齿鲜爽，
有我们西湖龙井的颜值和品质！”一名杭
州本地市民品尝“永川秀芽”后赞不绝
口，买走了单价上1000元一斤的几包优
质绿茶。

一旁“南川大树茶”的表演同样受到
青睐。一家来自广东潮州的企业对南川
区生产的古树红茶很感兴趣，在观看了
高山大树茶的视频资料并品尝了茶饮
后，该企业与重庆市南川金山湖农业开
发公司展开了深入洽谈，并当场签订了
100万元的意向订单。

大受欢迎的不止这些渝茶主打品
牌。

“这几天，来品我们藤茶的客人络绎
不绝。”来自黔江区邻鄂镇松林村的茶农
罗启合喜笑颜开。他拿着一把“塞上藤

茶”向重庆日报记者展示：“藤茶跟普通
茶叶形状不一样，白白细细的，像一团绒
毛。喝起来先苦后甜，回味无穷。我只
带来了30斤展示茶叶，尽管每斤卖价在
1000元以上，却很受欢迎，我签了几笔
可观的订单。”

5月17日上午，波斯尼亚和黑塞哥
维那驻华大使安东·里尔前来参观时，被
展台陈列的“塞上藤茶”所吸引。他连品
两杯后向罗启合伸出了大拇指：“Your
tea is very good. I wish you a
prosperous business.”（你的茶叶非
常好，我祝你生意兴隆。）

黔江展台上的菊花茶同样吸引了安
东·里尔：一朵直径达7厘米的金色黄
菊花，在一个透明玻璃杯中舒展着花
瓣，散发出一股诱人的清香。茶农简义
相赶紧端起一杯菊花茶请他品尝，并在
收获大使的频频点赞后热情赠其一罐

“金丝皇菊”。

找差距
渝茶从“叶”到“业”，还

需强化品牌建设
据了解，茶博会举行的5天时间里，

参展的渝茶企业现场销售各类茶叶
1020万元，签订意向性交易订单共计
1.46亿元。然而，从茶博会上看效益，对
比全国名茶的销售战果，渝茶的收获还

是稍逊一筹。那么，与其他区域茶叶产
业相比，渝茶从“茶叶”到“茶业”，究竟还
存在哪些差距？

“差距不小。目前，重庆茶产业面临
两大发展瓶颈。一是总体规模小，产值
低；二是经营体制落后，产业联动较差。”
陈勇介绍，“我们率领160多家企业来参
展，主要目的之一，就是让大家见世面、
找差距、求发展。”

“品牌创新是关键！为此，我们也在
不断探索着。”陈勇说，重庆有产茶区县
30多个，却没有一个中国驰名商标，仅
有地理标志登记产品3个。从茶产量排
名来看，渝茶位列全国第14位。

他以绿茶为例。2010年2月，重庆
正式发布主推“永川秀芽”区域公用品
牌，渝茶有了具有地域符号特征的茶叶
名片。目前，按照基地海拔高度相近、茶
叶形状相似、加工技术相同等多种指标，
已整合19个区县绿茶产品加入了“永川
秀芽”。从本届茶博会上不难发现，与西
湖龙井等知名绿茶相比，“永川秀芽”虽
然深受国内外茶商普遍好评，但大众消
费者对其的认知度普遍不高。

而在市农业农村委经作处副处长谢
宇看来，像西湖龙井、云南普洱等早已名
扬天下。“永川秀芽”等渝茶要想打赢品
牌战，绝非一朝一夕之功。

“品牌是根本，营销是关键。我们要
带领茶企多多走出去，把国家级的茶文
化活动多多引进来。”她认为，茶叶企业
也要作三方面努力，一是响应号召转型
升级，强力推进品牌建设、茶文化建设；
二是做实做强品牌营销，拓宽对外宣传
途径、推广途径；三是抱团形成合力，推
动产业集群联动，全面提升运营能力。

作为重庆茶产业首席专家，重庆茶
叶研究所副所长徐泽也认为，渝茶抢占
市场的潜力很大。“重庆每年消费茶叶
25亿元，其中本地茶叶消费5亿元，仅
占五分之一的份额。”她说，重庆茶产业
规模虽不大，但也不能盲目扩大面积，而
要做好提质增效工作。同时，重庆还要
变原料输出为品牌输出，为每个300亩
至500亩的茶叶基地配备一家茶叶加工
企业。

徐泽建议，重庆还可依托“一带一
路”建设，助推渝茶走向世界，实现茶产
业高质量发展。

（本报杭州专电）

渝茶征战第三届茶博会，拿下1.56亿元订单——

展示中“掘金”竞争中“取经”
本报记者 汤艳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