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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 禄兴明 李析力

广告

大渡口蝶变：从“钢铁侠”向“绿精灵”
在生态

环 保 问 题
上，十九大
报告指出：
“要推进绿
色发展，壮
大节能环保
产业……着
力解决突出
环境问题，
加快水污染
防治……加
强固体废弃
物和垃圾处
置。”近日，
市委五届三
次 全 会 提
出，着力促
进人与自然
和谐共生，
建设山清水
秀 美 丽 之
地。

要推动
十九大精神
在重庆大地
上 落 地 生
根、开花结
果。在生态
环保方面，
大渡口或许
是个值得解
剖的样本。
为此记者通
过 深 入 采
访，试图画
出 该 区 从
“钢铁侠”蝶
变为“绿精
灵”的路径
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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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放式净值型理财产品
兼具基金的灵活性与银行理财产品的稳健性

中低风险，5万元起售
每周公布净值，信息透明公开
开放式产品，认申购、赎回费用全免

恒裕金理财 周周盈（净值型）系列
每周二下午四点半之前申购/赎回，周三申购/赎回确认
风险提示：理财非存款，产品有风险，投资须谨慎。

靠不靠谱，咱们看过往业绩说话

周周赢历史投资周期收益率（年化）

投资周期 第八周期 第九周期 第十周期 第十一周期

2017/10/11-2017/10/17 2017/10/18-2017/10/24 2017/10/25-2017/10/31 2017/11/1-2017/11/7

收益率（年化） 5.8942% 5.9759% 5.8452% 5.8921%

（产品过往业绩不代表未来表现，不构成理财产品业绩表现的保证或投资建议。）

请至我行各网点咨询购买或详询95395

曾经，“钢城”是大渡口人引以为
傲的名片。在人们眼中，钢铁是该区
经济发展的“发动机”，是财政的“口
粮”。然而，重钢的整体搬迁，让断了

“口粮”的大渡口捏了一把汗。如何
转型发展，成为人们心中的疑虑。近
年来，大渡口区委区政府确定了“新
兴产业之区，品质生活之城”的目标，
立足生态优先战略，培育“3+1”新兴
产业，找到了经济发展的新引擎。

“钢铁侠”正在悄声变为“绿精
灵”。

尝试：在城市“心脏”上动刀

大渡口公园，毗邻大渡口区行政
中心，周围住宅小区环绕、人口密集，
是城市中的“心脏”绿洲。虽是冬日，
公园却一片绿意盎然、生机勃勃，游
人络绎不绝。

63岁的杨小玲坐在湖边的长椅
上，和好友张秀兰聊着家常，她俩都
是老大渡口人，是公园的常客。杨小
玲说：“这里环境好，我经常步行 20
分钟来这里散步。”

说起以前的翠湖，两人直摇头，
只用了三个字——“臭水沟”来形容。

大渡口公园建于上世纪 80 年
代，翠湖当初由几个连片的鱼塘改造
而成。因没有来水，加之年代久远、
淤泥沉积，2013 年前后一度出现黑
臭现象。“治好”翠湖当时是大渡口人
的共同心愿。

大渡口区环保局副局长张伟介
绍，大渡口要转型，要打造“绿城”，正
好拿翠湖“试水”。2013年，大渡口启
动“翠湖综合整治工程”，治水、清淤、
筑墙、造景四大步骤迅速推开，并出台

了湖库整治长效工作机制，确保水质
不反弹。2016年年底，综合治理工程
彻底完成，翠湖风光焕然一新。这也
标志着大渡口区率先在主城完成黑臭
水体整治任务。

“水是城市的灵魂，翠湖位于城
中心，治理它就好比在城市‘心脏’上
动刀。”张伟说，老百姓都睁大了眼睛
看着，做好了人人称赞，做不好就要
拿话来说。治理翠湖让大渡口区的
环保行动找到了突破口，围绕“公园
之城”这张新名片的“组合拳”也在全
区打开。

坚持：“中字号”为饮水移步

大渡口做的水文章远不止于翠
湖。

伏牛溪，位于大渡口区长江边
上，是一条名不见经传的小支流。如
果不是旁边建有伏牛溪油库，可能很
少会被人们提起。伏牛溪油库大有
来头，隶属于中石油重庆销售公司，
始建于1965年，具备完整的公路、铁
路、水路、管输收付油设施，年吞吐量
537万吨左右，承担着全市50%以上
的油品供应。值得一提的是，每年有
120万吨左右的油，是通过长江边趸
船码头转运到下游的5个沿江油库，
被称为水上“生命线”。

做梦也没想到，这个运营已快满
50年的油库会惹上“大麻烦”！

今年初，中央第五环保督察组盯
上了伏牛溪油库，原因是江边的趸船
码头位于丰收坝水厂饮用水水源地
二级保护区内，必须立即整改，关闭
搬迁。这事还引起市政府领导开会
专题研究。

丰收坝水厂建成投用时间为
2005 年，远远晚于伏牛溪油库趸船
码头。俗话说：“凡事讲求先来后

到。”要让中石油重庆销售公司关闭
搬迁趸船码头，确实是一件难事。

大渡口区委、区政府高度重视趸
船码头关闭搬迁工作，成立了以分管
副区长钟渝为组长，环保、交通、安监
等部门为成员的专项工作组，并出台
了工作方案，明确工作目标、工作措
施和时限要求，按“日”制定码头关闭
时间节点。

在市环保局等各部门的全力支
持配合下，大渡口很快与中石油重庆
销售公司达成了共识，于10月 28日
完成了趸船下移的环保整改工作。

“为居民饮水让步理所应当，也
是贯彻落实十九大精神的体现。”

中石油重庆销售公司站在讲政
治的高度付出了上千万直接经济成
本，却换来了大渡口区、九龙坡区60
万人的饮水安全。

转型：垃圾焚烧里嗅到商机

翠湖综合整治工程、伏牛溪油库
趸船码头关闭搬迁……这些事都立
足于十九大报告提出的“着力解决突
出环境问题”。“钢城”到“绿城”，并非
止步于环境的变化，更要实现产业转
型、绿色发展。

重庆三峰环境产业集团有限公
司（下称“三峰集团”）是大渡口区
的龙头企业，专注于垃圾焚烧发
电，也是首家入选国家品牌计划在
央视进行形象宣传的行业内企业。
从引进国外技术消化到自主再创
新，三峰集团已经在垃圾焚烧发电
领域打造出一条集研发、设计、投
资、建设、核心设备制造及运营管
理的全产业链。

赵彬，三峰集团旗下核心工程技
术子公司三峰卡万塔焚烧炉组装调
试服务中心主任，提及三峰的发展，

他如数家珍，脸上充满了自豪，“去
年，公司营收达到27亿元，焚烧炉出
口到了印度、埃塞俄比亚、泰国、美国
等国家，订单都排到后年去了。”

指着一台组装好的像金字塔似
的焚烧炉，赵彬介绍道，这是我们
垃圾发电厂的核心设备，生活垃圾
经过发酵后被运送到焚烧炉中进行
无害化处置，产生的炉渣可以用作
建筑材料或铺路，烟气将经过严格
的处理后达标排放，垃圾发酵过程
中产生的渗滤液也将通过生化加膜
法处理，据统计，主城每天产生生
活垃圾约 9000 吨。三峰集团旗下
的同兴、丰盛垃圾处理厂焚烧发电
每天要“吃掉”4500 吨垃圾。明年，
位于江津的百果园项目将建成投
用，该项目每天又可消化生活垃圾
4500 吨。届时，主城每天产生的生
活垃圾都能变废为宝。

三峰集团还通过PPP项目投资、
输出运营管理团队，把“垃圾生意”做
到了全国乃至世界，并在全球 80余
个城市拥有 98个垃圾焚烧项目，日
处理垃圾 10.3 万吨。截至 2016 年
末，三峰集团旗下的垃圾发电厂已累
计处理生活垃圾 2500 万吨，相当于
减排二氧化碳 1600 万吨，为地球新
栽3亿棵树木；累计发电80亿度，可
供1200万城市居民一年生活用电。

三峰集团的成绩，也为大渡口区
产业结构调整提供了思路。该区明
确了加快培育节能环保、信息服务、
文化休闲旅游和生物医药等“3+1”新
兴支柱产业的规划。

壮大：全链条的环保产业园

从原来的污染重灾区到环保的
贡献者，大渡口区完成了“钢铁侠”向

“绿精灵”的蝶变，尝到了环保产业的

甜头，重庆环保科技产业园也应运而
生。

重庆环保科技产业园位于建桥
工业园，围绕节能环保高端装备制
造业、节能环保服务，重庆德润环
境、三峰环境、重庆环保股权投资
基金等一批龙头企业项目在大渡口
落地生根。

以龙头企业带动，该区环保产业
也实现了快速发展。大渡口区围绕
节能环保高端装备、节能环保服务
业两大方向，从水处理、固废资源利
用、环境检测、环境修复、大气污染
治理、环保综合服务、节能等 7大领
域发力。

去年，大渡口区节能环保产业实
现产值48亿元，同比增长57%。

截至目前，大渡口区共有环保企
业60家。基本实现产业集聚发展。

“大渡口的环保产业还在路上。”
大渡口区环保局宣教中心负责人郭
寰介绍，该区环保产业金融服务平台
已经建立，同时，正计划建设一个环
保产业线上线下的交易平台。预计
到 2021 年，大渡口区环保产业将实
现营业收入180亿元，成为全国具影
响力的环保产业基地之一。

大渡口，从“钢铁侠”到“绿精
灵”，产业转型的步伐，目标明确、坚
强有力。

习总书记在十九大报告中强调，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大渡口区副
区长钟渝介绍，大渡口区正按照党的
十九大精神和市委五届三次全会要求
扎扎实实安排落实好生态文明建设要
求，生态环境建设和产业绿色发展都
是大渡口区作为老工业基地转型发展
的最重要内容，区委、区政府确定的

“新区品城”目标任务既要为全区老百
姓提供美丽生态宜居宜业的环境，也
要让产业成为绿色发展的重要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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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确保取水质量，大渡口中石油码头让出最佳取水点 首席记者 钟志兵 摄 大渡口法治公园小桥流水，绿树成荫，深受市民喜爱。 首席记者 钟志兵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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