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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力打造绿色化、人文化、智能化的现代城市

垫江 努力实现“城市，让生活更美好”

为贯彻落实市委、市
政府统一部署，结合“城市
提升年”，垫江县不断提升
城市建设、管理、基础设施
和公共服务水平，突出绿
色、人文、智能元素，取得
初步成效。

用当地独有文化元素
点缀的公园绿地、生活垃
圾分类工作入选国家级示
范县、通过大数据手段停
车和监控以便利人们生活
的智慧城管……垫江的生
态品质、人文品质、生活品
质正在逐步提升，群众获
得感、幸福感不断增强。

加强城市绿化 提升生态品质

330米文化墙，以历史典故、生动
插画的方式将家风家训、党建元素融入
其中，墙内外种植了香樟、桂花、樱花、
紫薇等100余株，红叶氏兰、红继木、麦
冬等植物2780平方米。围挡一旁，新
建了休闲活动场地850平方米，安装了
室外健身器材23套、休闲座椅42张，
划分了摩托车、自行车停放位，规范了
农具、杂物堆放区域。与过去杂草丛
生、垃圾堆放的环境相比，春花社区安
置点可谓焕然一新，惠及周边安置房
11栋、常住人口1643人。

“自从小游园建成后，我和老伴基
本上每天都会到这儿来走一走、坐一
坐、看一看，小区确实变漂亮了。”家住
春花社区的蔻小华笑道。小游园已经
成为社区居民茶余饭后的聊天健身之
地，也成为垫江提升城市颜值的又一亮
点。

变废为宝、美化环境，垫江整合了
一批零星空地、边角地、裸露地，因地制
宜建设小游园，不断满足市民休闲健身
需要。

不仅如此，垫江多措并举，着力推
进凤山隧道护坡、文笔大道护坡等坡坎
崖绿化美化；加快实施天宝寨森林公园
环山步道建设以及文笔湖公园、牡丹湖
湿地公园等公园综合整治提升；建成南
阳大道、明月大道等10条城市绿廊及

全县首个绿色公厕。在城市重要节点
融入牡丹文化、耕读文化、石墨豆花文
化、运动文化等文化元素，力争把每一
处绿化品质提升项目都做成精品、亮
点，“见缝插针”靓化城市颜值。

2020年园林绿化工作围绕“面积
不少于去年、投入再翻一番、品质大幅
提升”目标，以项目建设为抓手，明确任
务清单、时限清单、责任清单，分批分类
有序推进项目建设，不断刷新城市颜
值、提升城市气质，努力实现“推窗见
绿、出门见景、四季见花”。

目前，垫江城市建成区绿化覆盖率
达到43.8%，绿地率达39.5%，人均公园
绿地面积达10.5平方米。今年，垫江成
功获评“国家园林县城”，标志着垫江县
在城市规划、园林绿化建设等方面全面
迈入国家级水平。

狠抓垃圾分类 提升人文品质

刷一刷二维码，自动开启箱盖；塑
料、金属、纸类，纺织物、玻璃、饮料瓶6
个箱分开类别；智能语音引导投放垃

圾，自动显示重量；根据市场计价，几秒
钟即可现金到账……在垫江县电商产
业园，一台占地约5平方米的智能垃圾
分类回收机开启了周边住户的智能垃
圾分类新生活。

“塑料、衣服这种区分比较细、也好
认，而且返现的方式特别实惠，边用边
学，我父母现在就养成了很好的垃圾分
类意识和习惯。”家住附近小区的陈女
士说，每周五下午还有集中收集活动，
受到大家一致好评。

做好垃圾分类设施建设，是垫江建
设分类收运处理体系的第一步。目前，
垫江的前端收集、中端收运、末端处理
设施初成规模。累计建成186个垃圾
集中收集点（房）、1539个四分类投放
亭、1260个有害垃圾收集点、14台再生
资源智能回收机，有厨余垃圾运输车7
辆、其他垃圾运输车58辆、有害垃圾暂
存点1个、再生资源回收网点155个。

配合建成设施，垫江加强“四类垃
圾”分类作业，加大分类指导员、可回
收物智能机管理员、守桶工作人员“三
类人员”工作力度，开展学校、单位、企

业、社区等系列主题宣传活动，营造良
好氛围，确保垃圾分类工作落地得实
效。

最后，狠抓示范引领，采取由点及
面的方式，逐步扩展范围。当前，垫江
全县291个公共机构全面开展垃圾分
类，509名党员干部带头实施垃圾分
类，最大化扩大了覆盖面和引领队伍。

“我们成立了以县长为组长的生活
垃圾分类领导小组，各部门按实施方案
工作分工各司其职。并聘请第三方机
构，建立检查考评机制，纳入年终经济
社会发展考核。”垫江县相关负责人
说。截至目前，垫江已累计投入资金约
3327万元，城区12个小区开展分类示
范小区，农村178个行政村开展分类示
范。累计分类治理厨余垃圾19205吨，
再生资源回收10500吨，其他垃圾卫生
填埋103505吨，资源化利用率达22%，
无害化治理率达到100%。

2019年，垫江被重庆市城市管理
局评定为农村生活垃圾分类市级示范
县；2020年，被住建部评定为全国农村
生活垃圾分类示范县。

打造智慧城管 提升生活品质

在打造智慧城管的道路上，垫江始
终坚持以人为本，把改善居民生活质量
作为落脚点，优化城市管理和服务。

今年新建成的“无人值守、无感支
付”智慧停车系统便是一个生动案例。
智慧停车系统基于互联网、大数据、物
联网、人工智能等技术，结合视频采集、
车牌识别、信息发布等第三代智慧停车
管理技术，利用占道停车管理系统、公
共停车场管理系统、停车联网系统采集
全城停车泊位信息，通过垫江智慧停车
数据专网将信息传输到垫江智慧停车
数据中心，采用城市一、二、三级的停车
诱导系统和“牡丹停”车主移动应用，为
广大车主提供相应服务。

实时了解城区停车场和泊车位的
数量、分布、运行状况等实时数据，查询
最优停车路径规划……智慧停车系统
不仅提高了泊位利用率和泊位周转效
率，还可通过智慧停车指挥中心向公
安、交警、交管等部门提供实时、历史静
态交通数据，为城市停车和交通管理、
决策提供数据依据，取得社会各界良好
反响。

当前，该系统已完成2600个泊位
的泊位线和编号施划、2600个泊位视
频桩车辆检测设备基础施工和安装、2
处一级诱导屏、5处二级诱导屏、15处
三级诱导屏、30处停车监控基础施工、
5处公共停车场设备安装和调试，整体
运行正常。

“智慧城管是信息技术的深度拓
展和集成应用，其理念应融入我们生
活的方方面面。”垫江县相关负责人
介绍，除了智慧停车，垫江还积极建
成了粪污处理及物联网大数据平台
建设项目、城市照明自动化监控管理
系统等多个项目，实现了粪污处理的
机械化、自动化、联网化以及粪污的
减量化、无害化、资源化，城市道路照
明智能控制率达到90%，城市管理水
平持续提升。

张亚飞 詹米璐 唐楸
图片由垫江县城市管理局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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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花社区安置点小游园“家训”景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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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张亦筑 李星婷

创新是永恒的主题。如何让重庆更具
创新活力？如何让创新的要素和人才得到
很好的成长？10月23日，2020重庆国际创
投大会“云论坛”：探索重庆——发现创新力
量论坛在西部（重庆）科学城举行，相关负责
人详细推介了西部（重庆）科学城的建设目
标、意义和基础条件，邀请嘉宾积极参与建
设。众多风投机构畅谈了自己的观点，给出
可行性发展建议。

科学城的建设离不开金融
的支撑和保障

“站在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的新起
点上，我们将以‘一城多园’模式合作共建西
部科学城。”论坛上，重庆高新区管委会副主
任孙立东介绍了西部（重庆）科学城的出台
背景、建设目标和方向等。

他说，成渝地区是我国西部资源禀赋优
良、人力资源丰富、经济实力雄厚、发展活力
强劲的地区。目前，西部（重庆）科学城拥有
国际自主创新示范区、自贸试验区、国家级
高新区、西永综保税区等多个区域政策优
势；汇集了28所高校、5个国家重点实验室、
14个产业园区，是宜居宜业创新创业的沃
土。因此，西部（重庆）科学城的建设将成为
推动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高质量发展的新
引擎，成为链接全球创新资源的改革开放先
行区。

9月16日，西部（重庆）科学城建设大幕
正式拉开。通过加快布局和建设大装置、大
平台，高校、院所、龙头企业协同，高标准打
造一批国家重点实验室；构建现代产业体
系，高标准打造西永微电园、金凤生物产业
基地等载体；推动中关村智库孵化器建成投
用，谋划打造科技交易一条街；加快推进科
学大道、科学城高铁站等重点项目建设……
孙立东介绍，目前重庆已部署安排了“五个
科学”“五个科技”十项重点任务，正大力推
进科学城的建设。

“科学城的建设离不开金融的支撑和保
障。”孙立东表示，西部（重庆）科学城是面向

未来科技、未来产业、未来生活的未来之城，
是鼓励创新、开放包容、追逐梦想的梦想之
城。非常期待创投、风投、银行、证券、保险
等金融机构走进科学城、投资科学城、扎根
科学城，在科学城设立区域性总部结算中
心、业务管理中心等，不断扩大金融项目规
模，大力扶持科创企业上市，为推动科学城
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大力量，一起建设“科学
家的家、创业者的城。”

将重庆打造成“三创”之城

“早在10多年前，受重庆风险投资公司
的邀请，我曾经到重庆来过。还记得当时中
国最活跃的VC和PE，差不多来了一半。”在
清科集团创始人、董事长倪正东的记忆里，
重庆是创新和投资都很活跃的地方。

他表示，20年里，中国股权投资总共投
了 6 万亿元资金，诞生了 6 万家企业，有
2500家公司在国外或香港、上海和深圳等
地上市。

未来十年，还会有这样的奇迹和成绩
吗？倪正东认为，中国依然是个巨大的市
场。但如果没有创投，所有的创新创业都是
空谈，因此“双创”其实应该是“三创”：创新、
创业、创投。

他说，目前物联网、医疗、半导体企业的
财富增长速度非常快。这其中有两种创新：

一是商业模式的创新，二是技术的创新。芯
片、物联网、人工智能、大数据等都是技术的
创新；分众传媒、拼多多、美团等既有商业模
式的创新，也有技术的创新。

在他看来，目前，在创投市场，重庆还是
一个洼地，有巨大的成长空间，尤其是西部
（重庆）科学城建设，有巨大的发展潜力。

希望能将更多以色列技术
引入科学城

“以色列是一个小国家，面积只有2万
多平方公里，但以色列创造了4万多美元的
人均GDP，位列世界第19名。”在以色列驻
成都总领事馆商务主任李雨桐看来，这都要
归功于创新研发的投入。

她介绍，以色列人均研发投入和人均研
发者数量都位于全球首位，其创新企业每年
的增量排名全球第一，平均每年就会有1400
多家初创企业诞生，平均每6个小时就会有一
项新技术突破。因此，以色列是全球创新程度
最高的三个国家之一，仅次于瑞士和美国。

李雨桐说，以色列对中国市场很重视，
与重庆在科技研发、投资等方面有很多交
流，合作内容涉及农业、航空航天、智能制
造、医疗等。目前，一位诺贝尔化学奖获得
者正计划在重庆两江产业园设立科技站。

“以色列有6500多家高科技企业，涉及

医疗设备、能源环保、电子与新材料、航空航
天，这些都是以色列的优势产业，也是科学
城大力发展的主导产业方向。”李雨桐说，未
来，希望在重庆市政府的支持下，结合双方
的优势产业进一步优势互补，积极参与科学
城的建设。

她还透露，11月，以色列将在重庆举办
三场科技交流活动，推动数字医疗、建筑以
及资产管理、农业等领域的合作。

可跨区域共同设立成渝
政府引导基金

“盛世投资在全国的基金管理规模已经
达到1500亿元，而我是重庆区域的合伙人。”
论坛上，盛世投资合伙人马媛媛开门见山地
自我介绍，盛世投资在重庆渝中区、长寿经
开区、涪陵区与政府引导基金都有合作，与
两江新区也有基金管理方面的战略合作。

马媛媛表示，重庆的创新基因很强。比
如，国内创投机构真正懂区块链、投区块链
的机构非常少，大家都在学习摸索的阶段。
但重庆在这一领域很领先，渝中区作为重庆
区块链产业发展的试点，区块链产业已经得
到延伸。

“我们的团队从英国来到重庆，正是被
重庆金融创新的理念所吸引。”马媛媛说，在
政府引导基金领域，重庆在全国都是“排头
兵”，早些年全国各地政府引导基金的管理
机构都到重庆来学习交流。接下来，政府引
导基金还有继续创新的机会，他们的团队也
希望与西部（重庆）科学城进行合作，有更大
的应用。

马媛媛认为，从整个重庆来看，目前数
字经济、智能制造等都是关键词，重庆在汽
车、摩托车、笔电、云计算等方面有很多产业
基础，在数据产业方面也延伸出AI、区块链
等很多细分产业。在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
建设的重大利好下，跨区域合作可以让不同
地方的政府引导基金共同组建一个基金或
投资同一个项目。因此她建议，未来，唱好
成渝“双城记”，可以在整合资源上做一些大
事，比如跨区域共同设立一些成渝地区政府
引导基金，通过探索实现更大的发展。

在2020重庆国际创投大会探索重庆——发现创新力量论坛上，众多

嘉宾从金融、创投、技术、引导基金等多个角度展开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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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张亦筑 李星婷

“今年以来，无论是科创板还是
注册制，都让成长型企业在IPO市
场看到了更多希望。但对于初创
型、成长型企业来说，IPO只是一个
阶段性成果，不能把它当作急功近
利的目标。”来渝参加2020重庆国
际创投大会的星瀚资本创始合伙人
杨歌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企业从
早期发展开始就要稳扎稳打，拿到
资本之后一定要实现真正的经济价
值，才能够发展长远。

2016年，星瀚资本来渝发展，
通过与重庆产业引导基金合作，落
地在渝中区。在他看来，成渝地区
有很多产业优势，比如重庆的汽车
生产及汽车产业供应链等制造业。

杨歌表示，星瀚资本并不太喜
欢去追风口，而是以价值投资为主，最重要的就是要
判断这个项目的经济价值和商业价值的真实性和成
长性。除此之外，就是看企业的资金使用效率和成
长速率，是否能在市场中实现快速增长。

从长期来看，2020年是一个非常大的历史节
点，国际关系、社会、行业轮转等都在发生变化，互联
网不再是如日中天的上升行业，而是变成一个工具
性的行业。新兴的行业正在兴起或者崛起，比如新
基建、人工智能、智能制造、生物医药等，这些行业都
将是未来几十年会掀起的浪潮。因此，我们应该从
现在开始对这些行业进行长时间的基础布局，这当
中会产生很多机遇。

“‘剩者为王’，今年能够活下来的企业都是佼佼
者。但是，企业也要灵活多变，迅速转型升级，而不
是以传统思维来管理公司。并且企业管理者还应该
从长计议，以长期眼光来看如何实现企业的价值。”
杨歌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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