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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化生态文明宣传教育
建设山清水秀美丽重庆

近年来，市委宣传部、市生态环境局
牵头，联合市经济信息委、市教委、市住
房城乡建委、市城管局、市交通局、市商
务委、市文化旅游委、市卫生健康委、市
机关事务局、市妇联等10个市级部门，
在全市范围内广泛开展生态文明宣传进
企业、学校、工地、社区、交通、商场、酒
店、景区、医院、机关、家庭、农村等12个
领域的活动，简称生态文明宣传“十进”
活动。

近年来，《重庆市市民生活方式绿色
化行为准则》和《重庆市市民生活方式绿
色化指南》相继出台。各市级部门携手
合作，各区县上下联动，大力倡导绿色生
产、绿色生活、垃圾分类、绿色消费、绿色
出行、绿色办公等生态文明理念，增强市
民的环保意识、节约意识和生态意识，促
进公众在生态文明建设进程中和日常行
为方面形成绿色生活新理念，推动生产
方式、生活方式和消费模式向勤俭节约、
绿色低碳、文明健康的方向转变，形成人
人、事事、时时崇尚生态文明的社会新风
尚，生态文明宣传教育成效显著。

文/曹莉

去年，市委宣传部、
市生态环境局等 12 个
部门继续开展生态文明
群众性创建活动，在12
个领域创建绿色年度集
体 9 个、生态文明群众
性 创 建 示 范 典 型 110
个、绿色学校系列创建
典型105个。

今年6月5日环境日
当天，市委宣传部、市生
态环境局等部门在重庆
科技馆隆重举行“美丽中
国 我是行动者——重
庆市打好污染防治攻坚
战暨山水之城 美丽之
地”主题宣传活动，对
2019年重庆市最美基层
环保人、2018年重庆市最
美环保志愿者及部分
2017至2018年重庆市生
态文明群众性创建示范
典型现场颁奖。

2017至2018年重庆市生态文明群众性创建示范典型展示（部分）

◀红星
美凯龙
茶园商
场

◀重啤大
竹林酒厂
生产线

▲生态文明群众性创建示范典型颁奖

◀璧山区
行政中心
新能源汽
车充电桩

生态文明示范企业

重庆啤酒股份有限公司

重啤秉承“酿造更美好的现在和未来”
的企业宗旨，在“零碳足迹、零水浪费、非理
性饮酒零目标、零事故文化”的可持续发展
目标指引下，严格控制能源消耗，在生态环
保上不断探索和创新。

节能降耗助发展
重啤大竹林酒厂年产量约30万千升，

为降低能源消耗，该厂以0.1℃为单位开展
技术攻关，经反复试验，终于找到最佳温
度；在保证高水平的稳定口感的同时，实现
了沉降效果和能源消耗的完美平衡。

大竹林酒厂的各项消耗指标，均呈逐
年下降趋势。

清洁能源促环保
重啤通过开展“节能在行动”“锅炉煤

改天然气”等项目，将环境保护的各项工作
落到实处，在环保、安全生产标准方面取得
明显进步，生态文明建设水平也迈上了新
台阶。

目前，重啤已有9成以上的酒厂采用清
洁能源进行生产，大竹林、马王乡、万州、涪

陵等多家酒厂先后被评为环保诚信企业。
环保观念创效益
重啤坚持“生态价值观”。生产过程

中，酒厂会为酿酒锅炉做保暖处理，以降低
能耗。节能的同时，也节省了生产成本，达
到“双赢”。

数据显示，通过技术改造等节能降耗
措施，重啤每年在碳排方面节约的资金大
约在700万至800万元。

生态文明示范机关

璧山区机关事务管理局

璧山区机关事务局在区行政中心积极
推行环保理念与做法，从大处的环保设计
到小处的节能管理，全面推进节约型机关
建设，呈现出绿色低碳、环保节能、管理有
序、整洁靓丽的特点。

绿色建筑促节能
璧山区行政中心从设计、施工、装修到

运行，都充分融合了节能、环保、低碳的理
念，建筑节能成效显著。

采用可再生能源应用、非常规水源应
用、节能运管等新技术，把太阳能、中水回
用、能耗监控、节水节电等设施布局到建筑

当中，行政中心实现了环保节能与大楼主
体规划、设计、建设的有效结合。

循环利用省资源
璧山区行政中心大楼建设管网与市政

中水管网互通，引进中水回用工程，将雨
水、办公废水、生活污水等收集起来，通过
处理生成再利用水资源，用于绿化、冲厕、
消防、冲洗街道。在实现水资源循环利用、
节约用水的同时，降低了对环境的污染。

行政中心室内卫生热水，采用太阳能
光热结合燃气热水锅炉附热的技术，既充
分运用有限日照下的太阳光热，又确保阴
雨季节热水系统不瘫痪。

节能改造提能效
璧山区机关事务管理局将行政中心车

库原来的照明灯改造为LED雷达感应灯，
节电率达65%以上，节水器具和高效照明
产品使用率达100%。

此外，行政中心生态停车场安装新能源
汽车充电装置，大力推广使用新能源汽车。

生态文明商场

红星美凯龙茶园商场

红星美凯龙茶园商场顺应绿色环保的
家居产业发展新趋势，秉承“创享家居之
美”的经营理念，倡导家居内装饰、家具、电
器、家庭装修等均使用环保材料，并通过家
居内的电器、家具、装饰等陈列，使家居环
境回归自然环保的状态。

绿色家居为健康
红星美凯龙茶园商场努力打造全能型

一站式绿色家居购物商场，将家居美学、人
文艺术和环保理念相结合，设计并构建了
经典瓷砖馆、科技智能馆、精品主材馆、定
制建材馆、软式综合馆、特色家具馆、高端
生活馆等7大主题场馆。

商场内的家居产品，包括建材、家电、
装饰和围绕居室的服务设施，在设计理念、
生产、运输、施工应用等全生命周期上，都
将健康、安全、舒适、低碳、可循环作为出发
点和落脚点。

环保标准成标杆
通过加大对绿色环保品牌的扶持，红

星美凯龙茶园商场大力推动绿色家居行业
发展。由红星美凯龙制定的各项行业产品
质量与环保标准，获得国家有关部门的备
案认可，逐步成为行业标杆。

商场有关负责人介绍，无醛家居、智能
家居、物联网、空气净化系统等，正在成为
市场消费的主流趋势。

技术升级促消费
红星美凯龙茶园商场通过建立绿色供

应链系统，为传统家居产业的升级换代提
供有力的技术支撑。以此为基础，商场还
会进一步加大对绿色家居的投入与推广，
促进家居市场绿色消费。

一、2017至2018绿色年度
集体（9个）

渝中区上清寺街道嘉西村社区
涪陵区崇义街道白鹤梁社区
重庆通用工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两江新区建设管理事务中心
重庆高速公路集团有限公司
重庆红星美凯龙国际家居生活广

场有限责任公司茶园店
大足区中医院
璧山区机关事务管理局
重庆市巴蜀中学校

二、生态文明群众性创建示
范典型名单

（一）生态文明示范企业（10个）
重庆通用工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重庆昌元化工集团有限公司
重庆（长寿）化工园区中法水务有

限公司
重庆京东方光电科技有限公司
重庆啤酒股份有限公司
重庆丰盛环保发电有限公司
重庆惠科金渝光电科技有限公司
广州双桥（重庆）有限公司
重庆红蜻蜓油脂有限责任公司
重庆兴发金冠化工有限公司

（二）扬尘控制示范单位（10个）
两江新区建设管理事务中心
重庆建工第三建设有限责任公司
重庆建工住宅建设有限公司

重庆建工第四建设有限责任公司
重庆万泰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重庆教育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重庆渝发建设有限公司
中国建筑第二工程局有限公司
中建三局第三建设工程有限责任

公司
中国建筑第七工程局有限公司

（三）生态文明交通运输示范单位（10
个）

重庆高速公路股份有限公司
重庆高速公路集团有限公司东北

营运分公司
重庆市南川区金山公共汽车运输

公司
重庆冠泰船务有限公司
重庆国际集装箱有限责任公司
重庆市车渡管理站
重庆东城公共交通有限公司
重庆市万州汽车运输集团云阳县

云万公共交通有限公司
重庆交通速运汽车租赁有限公司
重庆市融运交通科技有限公司

（四）生态文明商场（10个）
重庆商社新世纪百货连锁经营有

限公司万州商都
重庆苏宁易购销售有限公司解放

碑店
重庆红星美凯龙国际家居生活广

场有限责任公司茶园店
重庆永川万达广场商业管理有限

公司永川万达广场

重庆华润万家生活超市有限公司
江北区五江路店

重庆商社新世纪百货连锁经营有
限公司世纪新都

重庆商社新世纪百货连锁经营有
限公司龙华大道店

重庆永辉超市有限公司两江新区
星光天地分公司星光天地店

重庆永辉超市有限公司沙坪坝三
峡广场嘉茂分公司嘉茂店

重庆百联南岸上海城购物中心有
限公司上海城百联购物中心
（五）绿色社区（10个）

渝中区上清寺街道嘉西村社区
沙坪坝区天星桥街道泉景社区
九龙坡区二郎街道迎宾社区
渝北区龙山街道盘溪河社区
璧山区大路街道湖滨路社区
合川区南津街道紫荆园社区
涪陵区崇义街道白鹤梁社区
江津区鼎山街道琅山社区
万盛经开区万盛街道新田社区
奉节县鱼复街道迎宾社区

（六）生态文明示范医院（10个）
重庆市肿瘤医院
武警重庆市总队医院
石柱县人民医院
大足区中医院
开州区妇幼保健院
沙坪坝区童家桥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巴南区安澜镇卫生院
南川区大有中心卫生院

云阳县青龙街道中心卫生院
重庆五洲妇儿医院

（七）生态文明旅游饭店（10个）
重庆长寿碧桂园凤凰酒店
开州区三块石大酒店
大足区海棠香国酒店
永川区乐和乐都两江酒店
南川区博泽酒店
重庆东和花园酒店
机场宾馆
重庆长都假日酒店
重庆君豪大饭店
重庆国航饭店

（八）绿色景区（10个）
重庆万盛黑山谷景区
重庆科技馆
重庆统景温泉风景区
重庆涪陵武陵山大裂谷景区
重庆南川金佛山景区
重庆开州汉丰湖景区
重庆永川茶山竹海旅游景区
重庆巫山小三峡-小小三峡景区
加勒比海水世界景区
重庆沙坪坝虎峰山景区

（九）生态文明示范机关（10个）
江北区机关事务管理局
万盛经开区机关事务局
江津区机关事务管理局
潼南区机关事务管理局
璧山区机关事务管理局
南川区机关事务管理局
忠县机关事务管理局

云阳县机关事务管理局
奉节县机关事务管理服务中心
巫山县机关事务管理局

（十）绿色·惜福家庭（10个）
巴南区 刘桂友家
沙坪坝区 叶娟家
南岸区 刘梦盛家
江北区 雷文术家
两江新区 钟丛荣家
万州区 邓琪家
潼南区 刘利娟家
南川区 李成中家
巫山县 唐菓家
秀山县 张汉云家

（十一）乡村生态文明家庭（10个）
涪陵区南沱镇关东村2组 李海林家
渝北区统景镇印盒村2组 周树美家
北碚区静观镇中华村五里坝组 成

映彬家
江津区李市镇黄桷村1组 周代华家
合川区三庙镇戴花村 4 组 33 号

何代均家
璧山区正兴镇曙光村1组 雷宗菊家
武隆区接龙乡两河村盖坪村民小

组 陈金林家
巫山县骡坪镇茶园村三组 骆应

华家
石柱县三河镇玉岭村花椒组 刘

代槐家
彭水县绍庆街道坝竹村1组 赵兴

素家

2017至2018年重庆市生态文明群众性创建示范典型名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