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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月以来，古楼镇连续组织召开多场枇杷树种植技术培训。邀请种植专
家、枇杷树种植大户等深入净果村等地，为800余名种植散户开展枇杷树种植
技术培训。图为2月14日，技术人员在摇金村开展枇杷树种植技术培训。

记者 张敏 通讯员 黄永华 摄

2月14日，在大石街道玻仑村成片的青菜地里，重庆市
合川区同心源现代农业科技有限公司正组织当地村民进行
集中采收。

记者 黄盛 摄

人勤春来早 田间地头忙

人勤春来早，春耕春播忙。2月20日，南津街街道临渡村
组织村干部、志愿者、村民等，有序分工进行翻土、施
肥……据了解，今年该村村集体种植玉米、水稻、蔬菜共计
200余亩。 记者 谌永恒 摄

人勤春早人勤春早
春 耕 忙

本报讯（记者 苟勇）
2 月15日，由区商务委主办
的2023年对外贸易政策培
训会举行。

该培训旨在解决国际
市场开拓、跨境电商运营、
物流运输、金融等方面实际
问题，切实提升企业参与国
际经营的认识和能力。

培训会上，来自正盒
国际进出口贸易重庆有限
公司、陆海新通道运营重
庆有限公司、渝新欧（重
庆）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
中国（重庆）跨境电商交易
会组委会、民生银行重庆
分行等相关负责人，结合
自身工作实际并运用 PPT
演示，深入浅出地就跨境
玻璃制品大数据市场调
研、西部陆海新通道物流
和陆海优品平台、渝新欧
通道物流、中国（重庆）跨
境电商交易会2023年展会
和民生银行信保融资产品
等内容，为全区外贸骨干
企业做了政策辅导和讲
解，进一步提升了企业对
外贸工作的认识。

此外，区商务委相关

负责人还就对外贸易政策
项目进行了详细地宣讲，
鼓励企业充分利用相关政
策支持，积极拓展海外市
场、开展 AEO 高级认证、
利用跨境电商新业态拓展
销售渠道，将我区的优势
进出口产业做大做强。

据了解，去年，我区外
贸进出口虽然受到全球疫
情和国际国内诸多不利因
素影响，仍然实现了稳步增
长，全区外贸进出口总额
23.24亿元，增长18.04%，形
成了汽摩整车及零部件、通
用机械、笔电配件、食品和
玻璃制品为主的外贸产业
集群，对外贸易涉及 30 多
个国家。

区商务委号召全区各
涉及外贸的企业，抢抓机
遇，认真谋划 2023 年外贸
工作，多与商务部门和对
外物流企业沟通联系，充
分运用好各项优惠政策，
多参加国内外产品展示及
交易会，不断提升企业国
际化经营竞争能力，共同
推动全区外贸进出口再上
新台阶。

区商务委

开展对外贸易政策培训
助力全区外贸再上新台阶

本报讯（通讯员 柳红）
2月 15 日，合川区篮球协
会龙市分会正式成立，这
标志着龙市镇篮球事业发
展迈入了新阶段，也为龙
市镇全民健身“大家庭”
增添了新力量。

据了解，龙市镇篮球
的群众基础广泛，镇篮球
队自发组织篮球比赛 100
多场次。成立镇级篮球协
会分会也得到了该镇党
委、政府及广大热心人士
的大力支持。

龙市镇相关负责人表
示，合川区篮球协会龙市
分会的成立，开启了龙市
镇篮球事业的新篇章。该
镇历来高度重视全民健身
工作，大力发展体育事
业，不断完善运动设施，

推动全民健身事业健康协
调发展。合川区篮球协会
龙市分会的成立恰逢其
时，是社会力量办体育的
有益探索，更是体现“专
业人办专业 事 ” 的 具 体
实践，有助于龙市镇青
年篮球梯队人才的建设
和选拔，将成为龙市镇
对外文体交流活动的主
打名片。

合川区篮球协会负责
人表示，协会将继续倡导
全民运动的健康生活理
念，为广大篮球爱好者提
供交流互动的平台，推动
篮球运动在龙市镇长远健
康发展，广泛组织开展体
育活动，积极推动全民健
身，助力龙市镇体育事业
再上一个新台阶。

合川区篮球协会龙市分会成立

一条银灰色的蒸汽输送管道从双槐
电厂延伸至园区，挖掘机挥舞着钢臂，工
程车来回穿梭……2 月 20 日，重庆日报记
者走进位于合川区双槐镇的热电联产循
环经济产业园项目建设现场，看到一派
繁忙施工景象。

双槐热电联产循环经济产业园项目
规划面积 2937 亩，总投资 40 亿元，将建
设成为重庆重要的热电循环产业基地。
目前，包括布草洗涤、污泥综合利用、高
纯度液态气体生产等一批重点项目正在
加紧筹备和建设中。

一根蒸汽管道“串”起循环经济

产业园一侧是双槐火电厂，4 个巨大
的冷却塔日夜喷吐着水蒸气。电厂于
2003 年落户合川，规划装机容量 4000 兆
瓦，总投资约 150 亿元。其中，一、二期机
组已建成发电，三期两台装机容量 1050
兆瓦的发电机组扩建项目将在今年 6 月
动工建设，建成后这里将成为重庆重要
能源基地。

据了解，作为电厂的“副产品”，发电
产生的多余热能可用于发展资源综合利
用型循环经济，双槐热电联产循环经济产
业园项目应运而生。该项目以双槐电厂
能源供给及资源综合利用为优势，重点发
展热电联产循环经济产业，未来将打造

“一中心四基地”，即以热电循环产业为中
心的环保建材及装配式建筑基地、冷链及
智慧物流基地、食品与现代农业精深加工
产业基地，以及现代服务业基地，构建起
以工业共生和物质循环利用为特色的生
态工业经济体系。

“依托电厂余热资源，目前园区已引
进双槐污泥综合利用、布草洗涤、中国建
筑（重庆）绿色建筑科技产业园等多个项
目。”双槐镇相关负责人介绍，目前园区
已建成电厂蒸汽管网 1400 米，可实现全
年 360 天不间断供应。依托这根蒸汽管
道，“串”起了园区内的循环经济。

为洗涤企业节约能源成本四成以上

在重庆蓝洋华悦洗涤服务有限公司
的建设工地上，厂房主体已经封顶，工人正
在进行厂区装修工作。该项目总投资0.8
亿元，占地22亩，今年7月一期工程将建成
投产。

公司负责人刘绍华从事布草洗涤行

业 30 余年，他告诉记者，公司从事酒店、
航空、医疗、铁路等公共纺织品洗涤。之
所以决定落户双槐园区，看中的正是双
槐电厂丰富的余热资源。“在这里不需要
建设锅炉，用蒸汽就像用‘自来水’一样，
开启开关即可，大大节约成本。”刘绍华
介绍，纺织品洗涤、消毒、熨烫需要充足
的热能，在城区，小型洗涤公司多采用自
建锅炉的形式解决供热问题，成本居高
不下，规模无法扩大。而依托双槐电厂
的余热资源，公司将采购先进设备，建设
6 个生产车间、12 条洗涤生产线。仅一期
6 条生产线投产后，每天便可洗涤布草
360吨，年产值可达1.2亿元。

“比起使用天然气和电力等能源成
本，使用双槐电厂的余热可为企业节约
能源成本四成以上。”刘绍华说，入驻园
区后，有了完善的厂房及相关设施，公司
将在洗涤市场更具竞争力。

每天1200吨污泥变废为宝

距此不远处，由重庆骥鹏环保产业
有限公司投资兴建的合川双槐污泥综合
利用项目正在进行前期平场工作。该项
目被纳入《重庆市城镇生活污泥无害化
处置“十四五”规划（2021-2025 年）》，将
为我市工业和生活污水处理过程中产生

的污泥找到新“出路”。
项目负责人郑代鑫告诉记者，污水

处理厂在工作过程中，会产生大量的污
泥，如果不能妥善处理，就会对环境造成
影响。污泥看起来是废物，却含有热值，
如果能将污泥的热值用于电厂焚烧发
电，就能实现污泥变废为宝。

郑代鑫介绍，污水处理厂分离出的
污泥含水量高达 80%，建在双槐园区的污
泥综合利用项目，利用电厂的余热蒸汽
对湿污泥进行干化处理，待含水量为 30%
后，再将污泥送到双槐电厂，与煤掺和进
行协同焚烧发电，不仅节约燃煤，还可实
现污泥的无害化处理；发电产生的余热
蒸汽再用于湿污泥干化，是典型的循环
经济。该项目总投资 4.5 亿元，一期预计
明年春节后投用，届时每天可处理 900 吨
污 泥 ；二 期 建 成 后 每 天 处 理 能 力 达 到
1200 吨，可“消化”全市污水厂每天产生
的2000吨污泥的一半以上。

据了解，除布草洗涤、污泥处理项目
外，目前侨源气体项目也正在前期筹备
中。该项目将利用双槐电厂余热，建设
一条高纯度液态气体生产线，生产销售
氩气、氮气、氧气等医用气体，一期项目
达产后年产值可达 5 亿元，全部项目达产
后预计年产值为12亿元。

（2023年2月21日《重庆日报》）

合川热电联产串起循环经济产业链
○重庆日报记者 龙丹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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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与科普服务分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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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一名叫晓雯的小女孩，咳嗽
了两个多月，家里刚开始以为是普通
感冒咳嗽，药吃了不少，但不见好转，
于是妈妈带她到杭州看病。在地铁
上晓雯一直咳嗽，坐在旁边的一名医
生告诉晓雯妈妈，晓雯不是普通咳
嗽，更像是抽动症的症状。后来经过
治疗，晓雯的状况明显好转。

抽动症也称抽动障碍，是一种复
杂的、慢性神经精神障碍。一般起病
于儿童和青少年期，临床表现为阵
发、快速不自主、重复的肌肉抽动，如
眨眼皱眉、张口咧嘴、耸鼻抽鼻、摇头
抖肩、清嗓干咳，以及抽腹抬胸和四
肢抽动等，部分伴有注意缺陷多动障
碍、焦虑、强迫障碍、学习困难等共患
疾病。

患有抽动症的患者的病情常有
波动性，时轻时重，有时可自行缓解
一段时间。抽动部位、频度及强度均
可发生变化。患者在紧张、焦虑、疲
劳、睡眠不足时可加重；精神放松时
减轻，睡眠后可消失。患者的智力一
般正常，部分患者可伴有注意力不集
中、学习困难、情绪障碍等心理问题。

对于患有抽动症的儿童，家长要
注意孩子的情绪变化，对孩子进行鼓
励，多沟通，提高其自信，减轻孩子的
精神压力。在饮食上尽量清淡，不能
吃鹅肉、羊肉、狗肉等发物及可可、咖
啡等兴奋性、刺激性食品，规律饮
食。生活上避免“风风火火”的场景，
避免催促，不在精神上施加压力，可
以多培养孩子“静心”的品质，如练习
书法、画画等，少进行舞蹈等快节奏
的活动。

（区科协供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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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接1版）
姜雪松指出，做好涪江片区城乡融合

发展试验区暨市级乡村振兴示范镇建设工
作，重点在增强项目的“生命力”。要找准
定位、明确方向，依托合川生态优势、区位
优势、产业优势做好特色文章，避免同质化
竞争，增强项目建设的“生命力”，真正让项
目经得起市场的检验。要优化项目推进时

序，积极把儿童画等具有合川辨识度的元
素融入项目建设，明确“先做什么”“后做什
么”“必做什么”，确保项目建设稳步有序推
进、保质保量完成。要积极引进经验丰富、
实力雄厚的专业运营团队，加大以商招商力
度，不断增强发展后劲。要精心策划包装项
目，积极争取资金支持，为高标准、高质量推
进涪江片区城乡融合发展试验区暨市级乡

村振兴示范镇建设工作注入强劲动力。
会议听取了《合川区涪江片区城乡融

合发展试验区暨市级乡村振兴示范镇建设
实施方案》和合川区涪江片区城乡融合发展
试验区暨市级乡村振兴示范镇建设规划等
情况汇报；审议了《合川区涪江片区城乡融
合发展试验区暨市级乡村振兴示范镇工作
领导小组议事规则》《合川区涪江片区城乡

融合发展试验区暨市级乡村振兴示范镇工
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工作细则》。

有关单位就下一步工作打算进行了
发言。

区领导秦辉富、蒋定平、何川、谭佳庆、
赵吉春、袁晓钦、刘本万、周懿、朱祎杉，有
关单位主要负责人，设计单位主要负责人
参加会议。

切实增强试点示范工作的“生命力”和发展后劲
努力为社会主义现代化新合川建设夯基垒台

（上接1版）区委将一如既往支持工会依
法依章程创造性开展工作，为工会开展
工作创造更好条件。各镇街、各部门党
委（党组）要建立健全完善人大、政府及
有关部门与同级工会的沟通联系机制，
支持工会按照法律法规和章程独立自主
地开展工作，坚持以党建带工建，建强工
会基层组织，推进工会组织覆盖，更好地
把广大职工群众紧紧团结在党的周围。

蒋扬福指出，合川区工会第十三次
代表大会以来，全区各级工会在区委和
市总工会的领导下，团结动员广大职工

坚持围绕中心，始终服务大局，积极投
身经济社会建设主战场，为合川建设现
代化区域中心城市做出了积极贡献，也
为重庆工会工作创新发展提供了有益
借鉴和实践范例。下一步，要坚持用党
的创新理论武装职工，不断夯实党执政
的阶级基础和群众基础；要坚持围绕建
设现代化新合川目标，不断汇聚广大职
工建功立业的磅礴力量；要坚持以职工
为中心的工作导向，不断满足职工群众
对 美 好 生 活 的 向 往 ；要 坚 持 增 强 政 治
性、先进性、群众性，不断深化工会改革

和建设。
大会选举产生了合川区总工会第十

四届委员会主席、副主席、常委、委员和
经费审查委员会主任、副主任、委员，张
烈当选合川区总工会第十四届委员会主
席，杨旭、龚邦玉、曾春林、王美文当选
为合川区总工会第十四届委员会副主
席；审议通过合川区总工会第十三届委
员会工作报告、财务工作报告、经费审
查委员会工作报告。

在大会闭幕式上，张烈代表合川区
总工会第十四届领导班子表示，将在区

委、市总工会的领导下，坚定信心，振奋
精神，埋头苦干，锐意进取，深化工会改
革和建设，发挥工会是党联系职工群众
的桥梁纽带作用，维护职工合法权益，
努力把工会组织建成职工信赖的“职工
之家”，使工会干部成为职工群众最可
信赖的“娘家人”，不断开创我区工会工
作新局面。

应邀出席会议的嘉宾有：区总工会
历任主席、党组书记，区工商联、团区
委、区妇联、区科协、区残联、区侨联等
群团部门主要负责人。

合川区工会第十四次代表大会召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