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6

2020 年 1 月 13 日 星期一
主编 赵本春 责编 王文渊 视觉 胡颖 但雯婷
责校 曹珂

开箱人：
市政协委员、重庆三峡环保集团董事长唐世田

他的行李箱装着一瓶
“矿泉水”
为何只能看不能喝
开箱记

每一页的右上角还有编号，能快速查到每个调
研项目的情况。在每个调研项目下面，他还会
附上一个自己的分析。
“目前，我们在重庆有 100 多个污水处理
厂，每天处理的污水 5 万吨左右，基本都是在
乡镇。能把乡镇的污水处理好，是一件值得骄
傲的事。”唐世田说，去年，公司在黔江，巫溪、
云阳、奉节、巴南等区县建了 10 个污水处理
厂，
其中合川区燕窝镇就有 5 个污水处理厂。
多年来，公司成功为全国各地解决了大量
环境污染治理难题，为各地的环境污染治理和
社会、
经济与环境的协调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

③

一叠资料
全都离不开水污染治理

唐世田

1 月 8 日，距离
今年重庆两会开幕
还 有 2 天 ，市 政 协
委员、重庆三峡环保集团董
事长唐世田在办公室里向
记者展示了自己的行李箱：
一瓶“矿泉水”、一个笔记本
和 一 叠“ 沉 甸 甸 ”的 资 料
……对他来说，里面的每个
小 物 件 ，都 和 环 保 息 息 相
关，有着特殊的意义。

在唐世田看来，水污染治理、水生态修复、
水环境保护是一项系统性工作，涉及面广，很
多工作仍不能懈怠。正因如此，他每年参会的
唐世田的行李箱 重报集团全媒体记者 张晗 摄
提案、建议和发言都和环保有关。
“这是我根据自己工作的经验和积累，梳
理出的一些问题和建议。”唐世田从行李箱拿
段水质总体为优，
纳入国家考核的 42 个断面水
一瓶
“矿泉水”
质优良比例为 97.6％（同比提高 7.1%）。按照规
出一叠资料说，今年重庆两会，他将再次为环
竟然来自于污水处理厂
划，到 2021 年，我市计划完成 7 座城市污水处
保建言献策。
打开唐世田的行李箱，首先映入眼帘的是
理厂新改扩建、15 座城市污水处理厂提标改
对于目前的水污染防治工作，他觉得还存
一瓶“矿泉水”，这瓶水看上去和普通矿泉水没
造、110 座乡镇污水处理设施技术改造、修建
在 3 个问题：一是水环境质量持续改善压力尚
什么两样，但却大有来头。
320 公里城市污水管网和 1790 公里乡镇污水
存，部分河流水质仍未达标；二是市政生活污
原来，这瓶水来自云阳县的一个乡镇的河
管网工程，
目前完成率超过60%。
水治理设施能力发挥不足，治理系统仍待加
沟。
“里面装的是经过处理后的污水，看上去很
强；三是污染源追溯难度大，源头控制需加
一本笔记
干净吧。”唐世田自豪地说。至今，他还清楚记
强。对此，他也提出了自己的对策建议，一是
记录他一整年的调研足迹
得自己第一次去那里的情景，水质特别糟糕，
推进基础设施建设，加快污水处理厂提标改
黑得像墨汁一样，经过几年的治理，水质达到
除了是一位企业家，唐世田同时还担任重
造；二是加大力度控制污染源；三是进一步培
《城镇污水处理厂污染物排放标准》中的一级
庆市政协资环建委副主任、重庆市环保企业商
育民营环保企业这支生力军。
标准 B 标准。
会会长，他是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的杰出专
他说，重庆地处长江上游，又位于三峡库
“带着这瓶水上会，是希望其他代表委员
家，每年会参与很多走访调研，仅去年就去了
区的核心地带，保护水生态水环境的任务特别
都看看重庆在环境保护、水污染治理方面取得
10 多个区县。
繁重。每个人都要切实担当起上游责任，围绕
的成绩。”唐世田说，作为一个环保企业，他希
“2019 年 3 月 12 日，到奉节吐祥镇调研； “建设长江上游重要生态屏障，使重庆成为山
望能为环保事业贡献自己的力量。
2019 年 4 月 19 日，云阳县盘龙镇调研……”唐
清水秀美丽之地”
的目标努力奋斗。
“去年，
我市在水污染治理方面取得了阶段
世田的笔记本上，密密麻麻写着一年的调研笔
重报集团全媒体记者 蒋艳 黎静 谭
性成绩。
”
唐世田说，
去年 1-11 月长江干流重庆
记，时间、地点、调研情况都记录得非常清楚，
柯 实习生 柳砚秋 薛琪

民革重庆市委集体提案：

将南山城市山地公园打造成主城 5A 级景区

南山大金鹰是南山城市山地公园的一部分。

今年的市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到，推动南山
城市山地公园建设。不少政协委员也对南山城
市山地公园的打造相当关注。
民革重庆市委提交了一份集体提案，建议
将南山城市公园建设成主城区首个5A 级景区。
提案认为，可按 5A 级目标高品质建设南
山山地城市公园，打造“山清水秀美丽之地”示
范样板。换句话说，一旦建成将成为重庆主城
区首个 5A 级景区。
他们调研发现，南山基础设施建设上有不
错的推进效果，但南山城市山地公园在打造中
还要破解一系列难题：
一是缺乏顶层规划设计，
体制不顺难以统筹。二是基础设施薄弱，历史
欠账多，比如停车位不够、公共交通滞后，缺乏
系统的排污管网，旅游集散中心、公厕、路标等

旅游基础还有诸多不足。三是资源挖掘整合不
够，文旅融合缺乏深度。近年来开发了一些具
有品牌影响力的文旅项目，但与其固有的历史
文化资源缺乏有效融合。
对此，
提案支招南山城市山地公园，
期望打造
一个影响世界的商业IP，
并提出四个破解方案。
1、建议成立南山中央山地公园建设领导小
组，
由市级领导担任组长，
市级有关部门、
南岸区
政府以及区域内相关单位为成员，
设立专项办公
室，
负责整个 5A 级南山中央公园建设的统筹协
调和指导工作。同时，
加强市区联合立法监管。
2、完善顶层规划设计，补齐基础设施短
板。按照建设国家 5A 级国家级旅游度假区目
标进一步优化南山空间和生态布局，加强文旅
产业配套建设等。同时，建议市政府相关部门

将南山交通、排洪、排污等基础设施建设纳入市
级财政总盘子予以保障。
3、挖掘历史文化资源，提升景区主题灵
魂。深入挖掘抗战文化和名人文化资源，将南
山抗战文化提升为“世界和平文化”，把包括抗
战博物馆遗址、空军烈士墓、外国使馆旧址、名
人名居等分散在大南山各处的抗战遗址资源整
合建设世界和平主题公园。同时深入挖掘整合
南山宗教文化资源，让千年寺庙、百年教堂教化
向善的影响力。
4、加快绿色生态产业发展，解决原住居民
民生就业。建议实施产业提升计划，
发展经济花
卉、休闲体验旅游和挖掘花文化，打造集观光体
验与购物于一体的特色农业花卉经济产业链。
重报集团全媒体记者 郭发祥 王倩

市政协委员、重庆高速集团董事长滕英明：

力争年底启动成渝高速改造工程
未来重庆高速公路将如何发展？今年有哪
些计划？昨日，市政协委员、重庆高速集团董事
长滕英明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今年将参与渝
湘扩能等项目建设中，力争启动成渝高速就地
改造工程，助推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发展。
“高速公路最大的优势就是路网四通八达，
目前我市高速路网正在不断完善，2022 年城开
高速建成通车后，重庆将实现县县通高速的目
标。”滕英明说，今年的市政府工作报告中对高

滕英明

速公路提出了明确的要求，要落实“三环十八
射”
高速公路网规划，
构建高速公路网。
根据规划，
今年，
重庆将计划新开工铜梁至
安岳（重庆段）、渝武扩能（北碚至合川段）、武隆
至道真（重庆段）、江津至泸州北线、合川双槐至
钱塘等 5 个项目。重庆高速集团将参与渝湘扩
能、渝武扩能等项目建设。预计今年，我市高速
公路总里程将达到 3500 公里左右，
到 2035 年总
里程将达到6200 公里，
处于西部领先地位。

重庆市政协委员、重庆汉光电子工程公司总经理张科：

强化虚假破产行为管理 创建良好营商环境

张科

重报集团全媒体记者
鞠芝勤 毕克勤 李化 摄

破产审判工作肩负着市场出清的职能，事
关市场化、法治化营商环境建设。两会期间，
市政协委员、民建会员、重庆汉光电子工程有
限责任公司总经理张科对破产案件的审理，尤
其是涉嫌假破产、真逃债的虚假破产行为的管
理和处罚，尤为关注。
张科介绍，不久前，市五中法院的重庆破
产法庭正式揭牌成立。这是我市助推法治化
营商环境建设的重要举措。
为了防止虚假破产行为的发生，杜绝债务
人为逃避债务实施虚假破产行为，从而严重侵
害债权人利益。张科委员建议，强化法治建

设，如果破产申请受理前几年或更长的时间
内，行为人实施了虚假破产行为，就应受到追
诉。同时，加大对虚假违法行为的处罚力度，
加大对债权人合法权益的保护力度。
在受理破产案件时，法院应严格把握破产
案件受理标准，加强案件审查，把好入口关，防
止通过虚假破产逃避债务问题。另外，我市法
院还应进一步加强破产审判专业化团队建设。
重报集团全媒体记者 徐勤

重报集团融媒体中心

今年重庆两会，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成了
热词。如何唱好成渝“双城记”？在滕英明看
来，
他们首先要做的就是加快道路基础建设，提
升现有 3 条省级通道的品质，促进成渝两地互
联互通。
“我们力争今年底启动成渝高速公路的
改造工程。”滕英明告诉记者，届时成渝高速公
路将由现在的双向 4 车道变成双向 6 车道，路
面更宽，
市民出行更畅通。
重报集团全媒体记者 黎静 实习生 柳砚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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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市江津区规划和自然资源局关于碧桂园?翡翠蓝山项目9#楼方案调整的公告
碧桂园?翡翠蓝山项目业主及有关利害人：
碧桂园?翡翠蓝山项目位于江津区珞璜镇云篆路 963号，已于 2018年 9月核发建
设工程规划许可证。项目建设单位重庆瑞碧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申请对经依法审定
的设计方案 9#楼进行修改调整，将 9#楼 2单元 1-2号房建筑面积 111.
69㎡由社区组
织用房调整为住宅。该项目已通过相关程序审查，重庆市江津区规划和自然资源局将
于 2020年 1月 16日至 2020年 1月 22日在江津区规划展览馆规划公示栏、项目所在
地、重庆市江津区规划和自然资源局网站对项目方案进行公示，告知听证权利。具体
内容请到江津区规划展览馆规划公示栏、项目所在地现场及重庆市江津区规划和自然
资源局网站查看，欢迎相关利害关系人及广大市民提出宝贵意见。
联系单位：重庆市江津区规划和自然资源局
联系地址：重庆市江津区鼎山街道元帅大道 36号
邮编:
402260
联 系 人：陈先生 联系电话：023-47696220
重庆市江津区规划和自然资源局 2020年 1月 13日

重庆两江新区水土高新技术产业园建设投资有限公司
重庆市第九人民医院两江分院工程
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第二次公示
重庆两江新区水土高新技术产业园建设投资有限公司已组织相关单位完成《重庆市第九
人民医院两江分院工程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
（以下简称《征求意见稿》
），现依法进行
信息公开。
一.
《征求意见稿》全文网络链接及纸质版查询方式和途径：
《征求意见稿》电子版可在
ht
t
p:/
/
www.
cqst
gxy.
com/
Cont
ent
/
2020-01/
10/
cont
ent
_599975.
ht
m查阅；纸质版可前
往重庆两江新区水土高新技术产业园建设投资有限公司 301室现场查阅。
二.
征求意见公众范围：可能受到项目实施影响的邻近地区的个人及团体为主。
三.
公众意见表网络链接：ht
t
p:/
/
www.
cqst
gxy.
com/
Cont
ent
/
2020-01/
10/
cont
ent
_
599975.
ht
m。公众提交意见时，应当提供有效联系方式。鼓励公众采用实名方式提交意见并
提供常住地址。
四.
公众提出意见方式和途径：填写公众意见表后，通过以下联系方式向建设单位反馈。
联系人：谭工 联系电话：023-60313538 邮箱：16754841@qq.
com
联系人：黄工 联系电话：023-63548113 邮箱：Fei
.
Huang@ci
sdi
.
com.
cn
五.
公众提出意见的起止时间：2020年 1月 13日-2020年 1月 23日
重庆两江新区水土高新技术产业园建设投资有限公司 2020年 1月 13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