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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川融媒体中心记者 余淼 涂燕

陈科儒

“几十年了，
我在河边闻到的都是一股臭味，
从
来没想过有一天这个味道会消失，
更从未想过三河
汇碧的美景还会重现。”重庆市永川区 70 多岁的张
乾碧老人面对一泓碧水穿城过的美景，
紧紧握住永
川区河长制建设与水生态科负责人聂雪梅的手。

星期五

张老太口中的这条河叫临江河。此刻，这紧
握的双手让聂雪梅更加深刻地认识到眼前这条河
对于百姓有着怎样的意义，治水路上的点滴一一
涌上心头。
位于长江上游的永川，
区内大小河道贯穿，
共有
大小河流 233 条。其中，
汇入长江、
嘉陵江水系的出
境河流有 3 条，
最长的一条为临江河。这里，
曾有桨
声灯影的过往，
也曾出现
“雨天看海”
的尴尬。但近
五年来，
永川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
勇
担长江上游责任，
花大力气整治城区 26.7 公里的黑
臭水体和全区
“五溪六河”。正如临江河蜕变，永川
的河道版图就像经过一双魔术之手，芜乱去，清流
出，
浩淼清波、人水和谐的美丽画卷已然实现。

永川：
“河长制”
治出河畅水清岸绿景美
清河道

治污水

全长 100 公里的临江河，是长江一级支流，其中永
川段 88 公里，流域面积 655 平方公里，承载着流域内 75
万名永川人饮用水以及 25812 公顷土地农用水功能。
然而，随着城市的扩张，两岸生产生活污水无序排放，
河流污染渐次加深，水体变黑变臭，有外来投资者称之
为臭水沟，
本地居民以近河为忧。
2017 年初，永川区委、区政府作出重大决策，将
临江河流域综合治理作为全区“一号民生工程”，彻
底消除城区河道黑臭水体，并以此为抓手，全面推动
全区水环境治理，实现临江河、小安溪等全区主要河
流水质全面达标，实现“河畅水清、岸绿景美、鱼翔浅
底”目标，进而实现“治理一条河，提升一座城”的总
体目标。
成立临江河流域综合治理指挥部，统筹调度治理
工作；在全区有关部门、单位和镇街陆续抽调 49 人脱产
办公；创新建立河段长制，进一步细化河长责任，明确
了 34 位区级河段长、78 位部门河段长、422 位镇村河
长，以完善的河长、河段长体系促成水环境治理工作的
顺利推进……
根据实施方案，针对临江河流域内农村养殖污染
严重，工业企业、餐饮业、小作坊违法排污现象突出，小
支流、溪沟水质恶化等诸多问题，永川组织开展养殖
业、工业企业、化粪池清掏等 8 个专项整治。新建城乡
污水管网 335 公里，维修和雨污分流改造城区原有管网
702 公里，实施城区河道生态修复 16 万平方米，开展全
域 1013 公里河道常态化清漂，累计整治流域各类污染
源 4.3 万余处。
临江河的
“前世今生”
，
是永川
“清河道，
治污水”
的一
个缩影。5 年来，永川区各流域水污染治理取得了明显
成效：2018 年，消除城区黑臭水体并通过国家复查验
收，境内三条主要河流水质由 2017 年的劣Ⅴ类提升到
至今的Ⅲ类水质，圣水河、临江河先后被评为重庆市最
美河流。

筑屏障

筑屏障
护长江
护长江

朱沱镇是长江进入重庆的第一镇，有着 13.6 公里
的长江岸线，
风景如画。
近日，
永川人民检察院检查五部主任杨宏强再次来
到朱沱镇长江边上的雨水涵洞口。
“老乡，现在这水质怎么样？”杨宏强向附近的村民
问道。
“以前那个河湾臭得很，
我们都不想过去。你看，
现
在不臭了。
”
村民向杨宏强介绍，
曾经发臭的黑水变得碧
绿，
呈现在眼前的是
“水天一色，
白鹭齐飞”
的情景。
对于此处水质的变化，杨宏强感慨良多。2018 年
初，朱沱镇部分群众向永川区检察院反映称，当地存在
污水排入长江影响生态环境的现象，给周边居民生产
生活造成了严重影响。永川区检察院检察官调查发
现，朱沱镇场镇生活污水长期未经处理，经斗台石雨水
涵洞口便直排长江，造成污染，致使社会公共利益受
损。随后，永川区检察院向朱沱镇政府发出检察建议，
建议其加快辖区污水处理设施和管网建设，对辖区内
生活污水集中处理，
杜绝未经处理排入长江。
收到检察建议后，朱沱镇相关部门立即开始整改，
通过安装处理装置，将生活污水收集运送到新城区的
污水处理厂进行处理。该污水处理厂出水标准为国家
城镇污水处理厂污染物排放最高标准“一级 A”，确保
了当地生活污水得到了有效处理。
永川最特殊的区位就是万里长江进入重庆的第一
站，永川最艰巨的使命就是保护好这一江碧水，担当起
“上游责任”
。
目前，永川区共有污水处理厂
（站）92 座 ，污 水 处 理
数据均接入全流域数
据管理平台实现
实时监测。

“河长智” 河长治
高新企业云集的永川，在这场治水运动中也不囿
于传统方式——当地正借势第三方专业机构，构建一
张
“水陆统筹、天地一体、点面结合”
的检测监控网络。
在临江河永川来苏段河岸，河道网格员黎明每天
都会登录“永川水环境”手机 APP，开启巡河轨迹管理
功能后，便开始了一天的巡河工作。
“ 以前巡河用纸和
笔来记录，有什么问题反映也不是很及时，现在用手机
就可以记录所有的巡河情况，而且还可以通过视频连
线方式来反馈异常情况。”永川区河道网格员黎明介绍
道。
据了解，永川“智慧河长”信息系统管理平台是由
永川区河长制办公室统一部署开发建设的一个云端管
理系统。目前，永川 540 名三级河长和 468 名网格专管
员、各级管理人员已全部纳入“智慧河长”系统，
“ 智慧
河 长 ”信 息 系 统 管 理 平 台 运 行 以 来 ，累 计 记 录 巡 查
30965 次，
并处理巡河发现的问题 969 个。
智慧河道引入信息化和物联网科技手段，不仅为
永川的统一治河提供了全面调度决策信息支持，同时
也为健全智慧永川物联网的统一基础服务平台和大数
据服务平台提供了信息支撑——这种科学系统的智慧
治水，
也给永川带来显著变化。
“永川智慧河长信息系统的应用以后，增强了各级
河长的履职能力，提升了河道的治理效率，推动形成了
河长主抓、部门协同、上下联动、社会参与这样一个河
库治理保护格局，让河长治水有了智慧大脑，让
人人参与河库治理成为了现实。
”
聂雪梅表示。

大渡口企业研发出能做体检的马桶盖
研发、生产、销售及售后于一体的
科技型企业，主要涉足医疗人工
你以为的智能马桶功能就是
智能、医疗信息化大数据收集、医
清洁、保温、烘干、除臭？
疗器械生产等领域。
现在不妨设想一下，
有这样一
2019 年，公司专注居家健康
款安装便捷、智能的马桶盖产品， 产品领域，
成功研发智检马桶盖、
可以轻松检测出你的微白蛋白、 健康手表、健康眼镜等系列智能
尿糖、尿酮体等 14 项指标，同时
产品。此后，公司不断迭代升级
还实现了
“智能识别、一人一档”， 产品，以优化用户体验。
随时可以获得专业的健康建议。
德方自主研发的智检马桶盖
如今，在大渡口就有这样一
是一款居家“慢病预警机器人”。
家企业实现了这个设想。
产品可以通过对人体排泄物指标
重庆德方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进行人工智能分析，可进行尿液
（以下简称
“德方”
）位于天安数码
14 项指标与大便 7 项指标检测
城，2018 年公司成立，是一家以
和分析，为居家个人健康评估、
医疗器械贸易为基础，集医疗人 “未病”预警、慢病监测等提供健
工智能设备和居家健康管理产品
康数据和健康建议。
□本报记者

张涵菓

消费者使用产品时，首先要
进行指纹感应识别，触发启动。
在如厕时，产品进行智能全自动
提取、AI 智能分析、智能解读，检
测数据自动上传智能检测服务系
统——德方云平台将检测数据存
储在服务系统，再进行人工智能
算法分析，最终为用户提供健康
检测结果和健康建议。
值得一提的是，在德方研发
的这款智检马桶盖中，使用的同
样是德方自主研发的专利生物芯
片，它才是实现 14 项尿常规指标
快速检测的核心
“C 位”
。
2021 年 10 月 ，
“ 德 方 AI 预
检测终端——智能健康马桶”荣
获第三届中央企业熠星创新创意

大赛三等奖。
在居家健康领域取得了不俗
的成绩后，德方开始向更高领域
进发，致力于医疗与人工智能的
有机高效融合。目前，德方开发
的人工智能细胞形态分析系统正
联合新桥医院、西南医院等医院
做进一步研究和应用。该系统可
在确保精准度的前提下，将检测
速度提高 10 倍左右，且能有效降
低检测费用。此外，外周血图像
分析系统已获得国家医疗器械注
册证，能有效提高医疗机构外周
血检验效率。
从公司刚成立的两三名研发
技术人员，到如今日渐成熟的近
百人的研发团队，德方在大渡口

这 片 热 土 上 向 下 扎 根 、向 上 生
长。德方先后与国内外知名厂商
达成合作，坚持每年以公司年利
润的 30%投入研发生产，并携手
诺贝尔奖工作站、中科院院士、清
华大学及谷歌人工智能等诸多团
队，
以及医学、计算机等相关领域
专家进行共同研发。目前，公司
已取得专利 40 余项。
德方董事长李春霖介绍，德
方将继续以“成为智慧医疗和居
家健康管理服务专家”为企业使
命，致力于为医院提供高品质的
产品、技术、学术与售后服务，提
高医疗效率、释放医疗劳动力，
竭
力做到医疗信息互联互通、结果
互认，
减轻病患就医压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