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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 杨永芹）10月16日，重
庆日报记者从在渝举行的第四届中国城市
轨道交通节能技术高峰会上获悉，重庆正
加快推进主城区轨道交通建设，力争2022
年，轨道交通运营及在建线路总里程实现

“850+”，到2025年实现“1000+”。2035
年重庆将形成“22线1环”的线网布局，远
景规划形成“29线一环”的轨道线网。

城市轨道交通已成为解决我国大城
市交通拥堵问题的重要手段之一。截至
2019年9月30日，中国内地已有39个城

市开通轨道交通，线路运营里程总计达到
6333.3公里。随着轨道线路延伸，轨道交
通能源消耗也就相应增加。来自中国城市
轨道交通协会数据，2018年，全国轨道交
通平均每人每公里能耗为0.181千瓦时，
较2017年增长8.9%。

“重庆在节能方面，取得了一定成效，
但工作仍任重而道远。”重庆轨道集团表
示，截至目前，重庆轨道交通已开通运营8
条线路、共计313公里。

目前在牵引用电和动照用电等方面节

能效果明显，2018年重庆轨道交通线网共
节约电费1600万元左右。

会上，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国节能协会
理事长江亿表示，轨道交通节能是一个系
统工程，包含着轨道交通设计、建设、运营
等各个环节。江亿表示，城市轨道节能不
应该只是某一个轨道站点的节能。现阶
段，在城市轨道交通的建设过程中，一方面
应该关注先进节能技术，另一方面是把现
在的系统运行好，让每一件设备都在最高
的效率下运行。两相结合，总体上更好地

实现城市轨道交通的节能减排。
在他看来，重庆作为山地城市，轨道交

通车站埋深深、桥梁高架多、穿山隧道多，
在轨道建设和运营方面，应与平原城市区
别开来，走出一条节能新路。

北京城建设计发展集团曾在1992年
负责重庆轨道一号线的设计。该集团建
议，在重庆轨道交通的设计和建设中，应将
创新技术和山地城市的特点相结合，通过
引进更多技术措施和采取更加高效的管理
来实现节能。

第四届中国城市轨道交通节能技术高峰会在渝举行，中国工程院院士前来支招

重庆可走出山地城市节能新路 本报讯 （记者 杨骏）10月
16日，中俄（重庆）两江经贸合
作对接会在两江新区举行。俄
罗斯联邦政府驻中国商务代表
处代表及来自俄罗斯的22家企
业齐聚两江新区，寻求合作机
遇。

对接会上，22家俄罗斯食
品、药品及进出口企业分别进行
了路演推荐，寻找合作商。俄罗
斯联邦驻中国商务代表 In-
iushin Sergei 表示，中俄双
方在食品领域的合作是两国经
贸合作的亮点及重要的组成部
分。目前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
食品进口国，与此同时，俄罗斯

拥有不断增强的高品质绿色食
品供应能力。

近年来，重庆与俄罗斯的交
往也日益频繁。2018年，重庆
与俄罗斯进出口总额达48.52
亿元人民币，同比上升18.8%。
同时，重庆已累计设立俄罗斯外
商投资企业12家，重庆对俄罗
斯累计备案投资企业5家。

两江新区自贸办（中新办）
常务副主任郑航表示，此次对接
会的召开，有利于推动两江新区
与俄罗斯之间的经贸往来，为两
江新区乃至重庆开拓俄罗斯市
场奠定坚实的基础，进一步助推
重庆建设内陆开放高地。

22家俄罗斯企业来渝寻合作机遇

本报讯 （记者 黄光红 实
习生 王天翊）10月25日-28日，
第十一届中国（重庆）火锅美食
文化节（下称火锅节）将在江北
区金源时代购物广场举行。届
时，将为广大市民带来一场饕餮
的火锅美食文化盛宴。10月16日，
重庆日报记者从市商务委获得
了这一消息。

本次火锅节由中国饭店协
会、市商务委、江北区人民政府
支持，重庆市火锅协会、江北区

商务委主办。活动期间，近5万
平方米的展场将集结50余个火
锅品牌、400余家火锅供应链企
业参展，数万名来自全国各地的
火锅行业大咖、美食专家、文化
学者和火锅行业从业人员参与。

据介绍，本次火锅节的活动
内容丰富多彩、亮点纷呈。其
中，万人火锅宴广场将集结10余
火锅品牌集中展示、100余张火
锅桌集中摆放，重现百桌千人同
烫火锅的壮观场面。

火锅美食文化节25日开幕
本报讯 （记者 曾立）重庆日报记者

10月16日从渝北区整违办获悉，渝北区
整违办和仙桃街道对中央公园片区的违法
建筑打击，持续保持高压态势，今年新增的
224户违法建筑已被全部拆除。

中央公园，是近年来我市重点开发
的片区，新建小区较多。这里也是渝北
区全力打造的市级“无违（无违法建筑）
片区”。

为此，渝北区整违办和仙桃街道一方
面加强宣传引导，营造良好氛围。仙桃街
道制作了一批违法建筑整治的展板和宣传

横幅、花台宣传牌、电梯宣传卡等，通过入
户讲解、发放宣传资料、小区悬挂宣传横
幅、滚动播放LED显示屏等方式，宣传违
法建筑相关法律法规，使群众认识到违法
建筑的严重性和危害性。

另一方面，为避免业主因违建造成经
济损失，凡该区域新交房楼盘，仙桃街道
工作人员均要在第一时间到现场查看户
型，分析易违建户型的违建种类和方式，
邀请区规资局和整违办共同研究制定装

修规范。
同时，仙桃街道还在渝北区率先成立

了一支由6名巡逻队员、社区干部、网格员
和热心群众组成的违法建筑快速处置队
伍，配备了4辆违建巡查车，加强了巡查频
率和次数，确保违法建筑“早发现、早制止、
早拆除”。

对发现的新增违法建筑，仙桃街道除
了收集整理违法建筑相关资料，及时送达
相关法律文书，确保所有处置违法建筑的

程序合法外，还会依法采取先停工、断水
电，再约谈业主，最后实施拆除的工作方
式，对在规定时限内不能自行拆除的违建，
启动强拆程序依法实施强拆。

据了解，截至目前，今年中央公园片区
新增的224户违法建筑已被全部拆除。下
一步，仙桃街道将继续加大对新增违法建
筑的管控力度，对违法建筑“零容忍”，确保
辖区违法建筑“零增长”，努力改善和提升
辖区城市居住环境。

中央公园片区新增224户违建被全部拆除

本报讯 （记者 廖雪梅）10月16日，
重庆日报记者从江北区住房城乡建委
了解到，朝天门大桥增设垂直升降梯工
程方案已于日前敲定。根据方案，朝天
门大桥将在南北两端新建4部“电梯”，
每端两部，方便市民从两边滨江路上下
桥。

据了解，朝天门大桥北端两部电梯的
高度一致，命名为1、2号电梯，电梯高度为
62.7米；南端的3号电梯高度为57.4米，4
号电梯高度为56.8米。这些电梯采用灰

色调，与桥梁结构及周边建筑相融合，并与
东水门大桥电梯样式进行了区分，整体风
格现代简洁。

江北区住房城乡建委人士介绍，朝天
门大桥串起两边滨江路和众多居民区，有
朝天门大桥、弹子石老街等景点，两边还有
紫御江山、梵悦天御、新欧鹏教育城、重庆
南岸弹子石CBD总部经济区等建筑和居
民小区。朝天门大桥垂直升降梯项目建成
后，不仅能为外地游客赏景提供便利，也能
方便两岸市民出行。

朝天门大桥将增设四部垂直升降梯

方便市民从滨江路上下桥
本报讯 （记者 周雨）10月

16日，第三届“渝创渝新”创业
创新大赛成渝经济圈专项赛决
赛在永川举行，这是“渝创渝新”
创业创新大赛举办3年以来的
首个跨省市专项赛。

这次比赛由市人力资源和
社会保障局、永川区政府共同主
办，市就业服务管理局等承办。
四川省成都市龙泉驿区、简阳
市、遂宁市安居区、资阳市乐至
县和我市永川区、大足区、潼南
区、荣昌区等8个区市县，各选
送了2个项目参赛。

决赛现场，7名评委根据各
参赛项目的创新性、示范性、引
领性及社会价值、项目团队、发

展现状和前景进行现场打分，现
场公布成绩。最终，由成都市龙
泉驿区选送的“亦川馔微波川菜
调料包”项目，以90.09分的成
绩获一等奖；由永川区选送的

“智森公司低温种植秀珍菇”项
目、遂宁市安居区选送的“石洞
竹编”项目获二等奖。

市就业服务管理局负责人
表示，今年，川渝两地就深化合
作推进成渝城市群一体化发展
联合制订系列工作方案，共同推
动区域创新能力提升、产业协作
共兴、市场一体化发展、公共服
务一体化发展和合作平台优化
提升，这将给两地企业提供更多
发展机遇。

第三届“渝创渝新”创业创新大赛
成渝经济圈专项赛决赛在永川举行

川渝八区市县16个项目同台竞技

本报讯 （记者 黄乔）10月
16 日，第一届全国技工院校
学生创业创新大赛重庆市选
拔赛决赛举行，来自重庆五一
高级技工学校的美发师驿站
项目获得一等奖。据了解，前
四名获奖项目将登上全国舞
台。

据介绍，本次选拔赛由市人
力社保局、市教育委员会、市中
华职业教育社主办。比赛以“创
业创新、成就梦想”为主题。比
赛共有16个技工院校申报41
组项目，主要涵盖制造业、社会

服务、信息技术服务、文化创意
服务、现代农业等六大类，其中
包含外墙定位装置、新型高低
空外墙清洗系统、车辆尾气检
测装置等传统项目，也包含水
资源自动分离可循环再利用系
统、智能风光能源互补路灯、
5G+XR空间美术交互系统等
新兴项目。

据了解，目前，我市共有技
工院校51所，在校生9.6万人，
年均输送技能人才3万人，培训
社会人员11万人，毕业生就业
率保持在98%以上。

全国技工院校学生创业创新大赛
重庆市选拔赛举行

违 法 建 筑 整 治 进 行 时

10月16日，一辆轨道
列车从北向南驶过鹅公
岩轨道交通专用桥。这
座目前世界主跨跨度最
大的自锚式悬索桥进入
试运营阶段，吸引了众多
市民观看。

鹅公岩轨道交通专
用桥与鹅公岩长江公路
大桥外形高度基本一致，
被誉为孪生姊妹桥。据
了解，鹅公岩轨道交通专
用桥是轨道环线的重要
节点，预计年内通车。

特约摄影 钟志兵

鹅公岩轨道交通鹅公岩轨道交通
专用桥试运营专用桥试运营

寒来暑往，焊花闪烁，他从事焊接
工作11年，一直奋斗在一线，在平凡
的岗位上默默奉献自己的光和热。凭
着业界领先的精湛焊接技术，李宪洪
29岁时就获得“全国五一劳动奖章”，
成为了数亿产业工人中的杰出代表。

今年9月，李宪洪荣获重庆2019
年“巴渝大工匠”称号。

小管焊接成功率100%
焊接工艺业界领先

每天早上6点，李宪洪准时起床，
与工友们匆匆吃完早饭便来到库房，
开启焊接前的准备工作。焊接工作是
个体力活，工作时李宪洪根本停不下
来，除了在管道焊接，他一会忙着帮小
工搭架子、搬运材料，一会指导管道
工、打磨工现场作业。

然而焊接完成后，工作并未结束，
检测人员还将现场测试，检验焊缝是
否有裂纹。“检验结果不合格，我们就

需要进行返修，其实返修才是最难
的。”李宪洪说，“返修一个点的时间，
相当于我焊接两个点的时间，工序上
也会复杂很多，但我们组返修率都很
低，合格率可达99%。”

李宪洪的焊接手艺得到业界的一
致认可，在焊接速度方面，普遍一条焊
缝所需焊接时间大约半个小时，李宪
洪只需要20分钟就能完成；在焊接工
艺方面，李宪洪能够熟练地运用和结
合全电焊、氩弧焊等多种焊接方式，完
美焊接出外观均匀美观的焊缝且含金
量十足，焊缝内部质量检验，空气、裂
纹、夹渣含量均能达到检验标准。

李宪洪从事焊接工作11年，什么
样的焊接技术难题都能应对，一根内
径5毫米、小拇指粗细的小管对一般焊
工而言焊接难度非常大，稍不注意就
容易焊穿，或者造成管内堵塞，10根小
管，其他焊接工最多能成功焊接2-3
根，但李宪红凭借自己绝艺，小管焊接
成功率可达100%。

“疑难杂症”手到病除
技艺精湛获荣誉无数

高超的手艺与李宪洪平时的刻苦
努力是分不开的。“我会通过看书、上
网查阅相关资料，也会四处拜师学艺，

学习老师傅们的经验，但其实，我认为
练好焊接技术最主要还是实作，反复
练习，我常常拿起工具，一干就是十几
个小时。”李宪洪表示。

凭着自己知识储备和实战经验，
工作中不少“疑难杂症”李宪洪都能手
到病除。“贵州省平坝县华兴玻璃厂的

管道改线急需通气，抢工时间只有一
天，但现场工作中，因为管工下料失
误，加上管道因天气热胀冷缩，产生一
条宽度达1厘米，差不多大拇指粗细的
焊缝。平常我们所见焊缝宽度都是
2-3毫米。”李宪洪回忆道，“在场的焊
工都束手无策，我用堆焊的方式，将焊

丝与冶金结合，一个多小时就完成焊
接，并达到检验要求，如果因为这个焊
缝成为玻璃厂通气的拦路虎，将造成
上百万元的损失。”

李宪洪从2008年参加工作以来，
凭着一股初生牛犊不怕虎的冲劲和闯
劲，埋头苦干、刻苦钻研，取得了骄人
的成绩：

2015年10月，李宪洪参加第四届
中国重庆职业技能大赛中心赛焊工比
赛，获大赛一等奖和《高级技师职业资
格证书》。

2016年4月29日，年仅29岁的李
宪洪就获得“全国五一劳动奖章”，成
为了数亿产业工人中的杰出代表。

2017年李宪洪荣获江津区首届
“津工精匠”荣誉称号，今年他又评享
有受国务院特殊津贴人员。

如今，31岁的李宪洪已成为了公
司最年轻的焊接高级技师，他的焊接
技术，无论是在速度、合格率和工艺上
都在业界遥遥领先。 潘锋 胡苏

80后焊工能手李宪洪：焊花闪闪铸精彩人生劳动筑梦·榜样同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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