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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生态优先为理念
推进绿色发展

近年来，渝北区坚定贯彻绿色发展
理念，全面落实污染防治攻坚战和绿色
发展行动计划，加快新旧动能转换，推
动产业转型升级，统筹推进乡村振兴与
城市品质提升两大基本面，深入推进供
给侧结构性改革，以创新驱动为核心引
擎，以先进制造业为重点产业，以创新
生态圈和智能制造基地建设为发展载
体，加快产业结构调整，以生态环保促
进高质量发展，从根本上改善生态环境
质量。

“在这里办公不仅能享受前沿科技
的配套服务，优美的环境也让人工作时
心情愉悦。”仙桃国际大数据谷的入驻
企业代表们纷纷表示。

据了解，渝北区依托前沿科技城、
仙桃国际大数据谷等特色开发区，大力
发展新能源和智能网联汽车、智能终
端、电子设备等新兴制造业，年产值达
1100亿元，成为经济新的增长点。以
科技创新引领产业发展，创新产业体系
不断完善，仙桃数据谷注册科技企业达
380余家，ARM、科大讯飞、华大基因等
创新领军企业入驻办公，园区实现年营
业收入62.4亿元。

同时，为加快落实供给侧结构性改
革措施，渝北区加快推进泰山电缆、华
牧等企业搬迁，先后关停川庆化工等9
家大中型“三高”工业企业，推进皮鞋

城、模具园等低效工业区“退二进三”
“退城入园”，实施“腾笼换鸟”。

高新科技的产值在迅猛增长，而传
统产业的技术改造也需要高品质发展。
为此，渝北区积极加速绿色化、品牌化发
展，当好绿色经济发展的“红娘”。

据介绍，渝北区正在依托“互联
网+”优势，将其与传统制造业有机融
合。目前，南方英特等56家企业已实施
智能化、自动化改造，爱尔铃克铃尔等8
家企业建成市级数字化车间。

不仅如此，渝北区强力推进临空经
济示范区建设，转换新旧动能、大力发
展临空现代服务业、助推现代生态农业
规模化上下大力气，实现生态优先、绿
色发展从理念到实际的落地。

以生态保护为核心
建设绿色家园

渝北区“四山”保护区有584平方
公里，超过全区幅员面积的三分之一，
也超过全市“四山”保护区面积的三分
之一，是重庆的“肺叶”同时，拥有丰富

的水资源，既有长江、嘉陵江、御临河等
河流横贯全区，还有多个湖泊点缀全
域，这对渝北区的生态环境治理、生态
环境保护工作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为
此，渝北区深耕细作，拿出了科学规划，
取得了显著成效。

在强化湿地生态保护方面，渝北区
建立了全区湿地资源数据库和管理信息
平台，发布了区级重要湿地和一般湿地
名录，明确了全区湿地总面积3619.76
公顷和自然湿地面积1532.04公顷不减
少的近期保护目标。以御临河、后河等
次级河流河岸带及观音洞、苟溪桥水库
等库周为重点，开展了湿地恢复与综合
治理示范，实施自然湿地岸线维护、湿地
生态效益补偿、河库水系连通等工程措
施，推进生态涵养林建设。

而“河长制”也有不俗的表现——
全区249条河流实现“一河一档”，开展

“三清三护”立体治水，实现水清岸洁。
御临河水质达Ⅱ类，后河水质达Ⅲ类，
次级河流和大中型水库水质状况良好，
消除了城市黑臭水体。完成水土流失
治理面积25.54平方公里。

治水护水这一利国利民的大工程

离不开制度的创新和体系的完备。除
了政府相关部门的参与外，渝北区还邀
请了社会资源参与该项工程的建设，企
业河长、渔民河长、民间河长应运而
生。也就是说，凡是涉及辖区的河库均
有监管，移动的河库管护“天眼”系统正
在成熟。

受到“河长制”“湖长制”的启发，渝
北创新实施了“山长制”。为此，渝北区
印发了《重庆市渝北区推行山长制实施
方案》，明确区委书记、区长担任总山长，
分管农林水的副区长担任常务副总山
长，分管国土规划、环保的副区长担任副
总山长。落实自然保护区和“四山”管制
区日常巡护，控制规划调整和项目准入，
关闭了“四山”保护区内所有采石场。落
实全区58.3万亩天然林及9.9万亩国有
林实行集中管护，确保了天然林资源安
全。

以三大保卫战为抓手
守护绿水青山

细心的居民会发现，如今的渝北城

区餐饮油烟闻不到了，工地扬尘也没有
了踪影，城市“臭水沟”也消失了……原
来，这都是渝北区在实行污染防治三大
保卫战的“战果”。

全力打赢蓝天保卫战。该区划定
220.17平方公里高污染燃料禁燃区，完
成44家工业企业、95家汽车维修行业
挥发性有机物污染治理；严格控制扬
尘，道路机械化清扫率达到85.5%；强化
机动车尾气治理和监管，加强油品监测
监控，积极推广新能源汽车；完成城区
1219家餐饮油烟治理，空气优良天数持
续提升。

全域开展治水攻坚战。该区实施
双龙湖等5个城区湖库生态修复，有序
推进御临河、后河、福寿河等次级河流
综合整治，盘溪河、肖家河等5个城市水
体基本消除黑臭。新建（改造）城市污
水处理厂3个，乡镇污水处理厂实现全
覆盖。实施投资16亿元的城区雨污分
流整治工程，已完成管网全面排查和20
公里改造。严格饮用水源保护，全区城
镇集中式饮用水源地水质达标率
100%。

强化面源污染整治。该区在13个
镇街开展农村环境综合整治，农村生活
垃圾全面收运处置。完成0.6万头生猪
当量污染治理配套设施整改，实施化肥
农药负增长行动，测土配方施肥技术推
广覆盖率达到80%以上。

在此基础上，渝北区生态文明建设
的理念深入人心。在校园，孩子们熟练
运用环保知识进行垃圾分类；在企业，
员工们熟知环保相关法律进行绿色生
产；在乡村，居民们乐享绿色田园生活
乡愁浓郁；在城区，绿色出行等环保生
活方式正在被更多的人接受……

产业更兴、百姓更富、生态更美。
在渝北，这一条美丽的风景线还在不断
延伸——渝北区将肩负起生态文明建
设的政治责任，坚定不移地实施以生态
保护促进高质量发展，坚持以创建国家
生态文明建设示范区为抓手，推进绿色
发展和污染防治攻坚战的各项工作，为
将重庆建成山清水秀美丽之地做出新
的贡献。

朱静 陈学军
图片由渝北区生态环境局提供

环境美 业态美 精神美
——共赏渝北生态文明建设风景线

碧水蓝天生态
美 、金 山 银 山 有 保
障、百姓幸福生活焕
新颜……在渝北，一
幅绿色家园的幸福
画卷正在徐徐展开。

渝北区位于我
市主城东北部，地处
重庆北大门，长江、
嘉陵江两江环绕，铜
锣山南北纵横，是主
城 的 重 要 生 态 屏
障。如此重要的地
理位置也对渝北区
的环境保护工作提
出了更高要求，今年
以来，渝北区大力推
进生态环保工作，以
环保“五大行动”为
抓手，争创国家生态
文明建设示范区，促
进经济高质量发展，
让居民们畅享碧水
蓝天的美好生活。

双龙大道绿意盎然

碧津公园碧水蓝天

扎根钢贸11年
市场覆盖18个省市

潮丰联公司是一家建筑用钢专
业化终端配送服务公司，坐落于南
岸区丹龙路，2008年成立，到今年已
成立11年。公司为何以“潮丰联”为
名？公司总经理黄忠介绍说，公司
创办人、董事长是潮汕陆丰人，“潮
丰联”则象征着潮商感恩、诚信、无
域的特质与川渝耿直、豁达特性的
联合。

公司成立之初，即建立了“铸就
钢铁般品质，成就钢铁业强者”的发
展理念，2009年开始与重庆东原地
产、南方东银地产合作，当年即实现
产值破亿元，并建设出第一个“驻外
办”——贵阳办。

2013年，潮丰联公司审时度势，
进行了一次较大的战略转型，做了一
次加减法，将钢铁批发市场业务减
掉，加强了专业终端配送服务。这一
转型收效明显，2014年业绩创新高，
初步奠定了公司在西南片区的行业
影响力。

术业有专攻。11年来，尽管资金
充沛，但潮丰联始终心无旁骛地坚守
在钢贸领域深耕细作，先后与东原、
金科、蓝光、融创、瑞安、华宇、光华、

和黄、中渝置地、天盈地产等大型地
产企业，和中国建筑、中国铁建、中铁
建工、中国交通建设、中国核建、重庆
建工、中科建设、万泰建设、光宇建设
等数十家大型知名建筑企业结成了
战略合作伙伴关系。

截至目前，潮丰联公司已经开设
了绵阳、贵阳、纳雍、成都、巴中、上海、
武汉、南京、西宁、苏州、杭州、昆明、南
京、郑州、山东盱眙、长沙、西安等18
个驻外办事处，企业的“全国性”特点
展现无遗，即将迎来又一个发展高潮。

标准化管理、高品质服务
“双轮”驱动企业快速发展

走进潮丰联的办公室，墙上的
“十大正能量”映入眼帘，“德才兼
备为上，无德一切为零”“常怀感恩
之心，常鉴别人之长，常省自己之
短”“多担当，爱奉献，不仅仅只为
公司创利，也为自己更强”“学习更
多，舞台更大”，“讲规矩，讲文明，
守制度，做一个靠谱的人”等等，这
些语言由公司董事长编写创作，看
似简单质朴，功能效力却十分强
大，是公司快速健康发展的思想和
制度基础。

“我们公司能做大的秘诀，对 客户来讲主要有两条，标准化管 理，高品质服务。”黄忠谈到公司
经营的建筑钢材是非常初级的工
业品，产品很简单不复杂，只要
生产达标即可，经营起来却很不
容易，跑工地跑项目部，晴天一
身灰，雨天一身泥，抗高温斗严
寒，风里去雨里来，这些都是身
体上的辛苦，可以忍受，习惯就
好。真正不容易的事情是建立各
种标准化的体系，一年上百个工
地，如果标准化做得不好，就会
出很多问题，甚至给企业带来倒
闭的危险。

为了做好服务，潮丰联全力坚持
“驻外小分队”制度，无论是在资金最
困难还是人员最短缺的情况下，坚持
自主培养驻外人才，保障项目服务质
量，决不分包、外卖项目供应服务。一
位项目配送经理说：“黄沙漫天的项目

部是我们热爱的战场，看着我们的钢
筋被送进工地，送进作业棚，被吊上作
业面，深深融进建筑体，成为房子、成
为办公室，让千千万万的人们住有其
屋，安居乐业，我们心里的自豪感腾腾
地不断上涌。”

潮丰联人自称“钢铁侠”，坚韧顽
强，砸不烂，摔不坏，不畏艰险，攻坚
克难，把客户利益和客户体验放在首
位。承诺所供货品必须符合国家标
准，如系供货质量问题，24小时退换
货；要求应急参运人员年龄在20至
45岁之间，身强力壮、作风正派、技术
过硬。

重庆本土知名大型地产企业金
科地产有关负责人对潮丰联赞不绝
口：潮丰联在几百家供应商中数潮丰
联态度最好，配合度最高，有求必应，
反应快速；而且服务意识强，积极主

动，甲方能想到的，它能想到；甲方没
想到的，它也能想到。

志在一流
争当全国钢贸行业领先企业

在黄忠的办公室有个全国地图
沙盘，一半的省份已经插上了潮丰联
的小旗子。“我们下一个五年计划就
是业务覆盖全中国成为全国钢贸行
业知名民营企业。“黄忠对未来充满
信心。

在潮丰联看来，重庆是非常好的
一片土壤，有良好的营商环境，企业
在这片沃土上生根发芽、开花结果，
他们将以重庆为中心，辐射全国市
场。

第一个10年，潮丰联找到了自
己的发展方向与模式，形成了自己的
企业文化、经营模式，达到了一定的
规模。

第二个10年，潮丰联将全面夯
实员工队伍，培养打造精干团队，提
升管理水平，为覆盖全国市场做好
人才准备；要努力实现高质量发展，
为客户提供高品质服务，为千家万
户的高品质生活做贡献；潮丰联还
将从扶贫、就业保障、养老等方面回
报社会。

“展望未来，潮丰联公司将牢
牢把握新时代西部大开发，共建

‘一带一路’，长江经济带绿色发展
等战略机遇，争取‘走出去’，把国
内钢铁企业的优质产品送出国
门。”黄忠说道。

潘锋 冉崇伟
图片由潮丰联物资公司提供

奋斗新时代
重庆市家居行业商会在行动

潮丰联物资 做立足重庆服务全国的“钢铁侠”

潮丰联服务热线
023-8851 0501

潮丰联公司配送员在清点钢筋支数

潮丰联物资公司全家福

配送员检查钢筋吊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