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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正龙

环保整改作为环境保护系统工程当中的关键环节，是引领经济结构调整和
增长动能转换的发展所需，也是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优美生态环境需要的
民心所向，要确保环保整改整彻底、改到位。

时评重 报重 报
CHONG BAO SHI PING

风生议 论议 论
Yi Lun Feng Sheng

每年高考招生录取期间，考生及家长往往成为不法分子诈骗的对
象。西宁市公安局网安支队特别提醒，广大考生及家长要通过正规渠道
获取信息和选择求学路径，谨防三类招录骗局。（据新华网）

点评：一些骗子利用考生和家长不懂招生政策进行欺骗，甚至还会冒
充高校招生办工作人员。值得注意的是，
正规的招生录取不会产生任何费用。对于
各类骗术，考生和家长要保持警惕，不要抱
有侥幸的心理，切忌“病急乱投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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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家医院院长送我钱物，名义上是拜年
过节礼金，实则是看中我手中的权力……”近
日，在重庆市铜梁区廉政教育基地展播的警
示教育片中，铜梁区社会保险局原局长满脸
悔意的镜头，深深触动了在场的观众。（据《中
国纪检监察报》）

礼尚往来是中华民族的传统习俗，指的是
礼节上注重有来有往、真情相待。正常的礼尚
往来固然没问题，也是人际交往中的一种宝贵
正能量。但是，当礼尚往来掩藏在权力寻租、
权钱交易之下，成了腐败的“催化剂”，借正当
的人情往来为贪污腐败牵线搭桥，则变了味、
也违了法，必将受到严厉的惩处。

以礼尚往来的名义，在过年过节送钱物、
礼金，看中的到底是礼仪，还是官员手中的
权力，送礼者心中自然无比清晰。作为送礼
的一方，穷思竭虑地挑选礼物，表面看是懂
人情往来的“有心人”，实际上是存了人情

“投资”的私心杂念。今日送出的人情，他日
就会加倍变现，结出丰硕的权力果实。很显
然，这并不是礼尚往来，而是赤裸裸的贿赂
腐败。

站在收礼的一方来看，官员接受监管对象
的钱物、礼金，正是存了甘愿被“围猎”的心
思。这一行为，从表面来看，似乎是在温情脉
脉的礼尚往来之下缺乏防备心的无意之举，事
实却是面对诱惑不能自觉挺起腰杆的有意为
之，是党性意识不强、纪律意识不牢，不能自觉
将公权力与私人交往分辨开来的表现，是心甘
情愿被腐败俘获的表现。

腐败的本质是对公权力的滥用，最好的反
腐是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对领导干部来
说，自觉远离腐败，就需要时刻守住底线、筑牢
红线，强化责任担当，对任何有损权力运行的
行为，都保持警惕之心，自觉分清私人情感与
公权力运行的界限，确保权力在阳光下运行，
让自己的行为经得起规矩纪律检验，对得起人
民重托。

莫让“礼尚往来”
成腐败“催化剂”

□汪东旭

近年来，全国各地的特色小镇如雨后春
笋般涌现。据《中国特色小（城）镇暨“千企千
镇工程”发展报告2017》统计，截至2017年年
底，全国31个省市自治区都明确提出了特色
小镇建设计划，并纷纷推出一系列优惠政策，
鼓励其发展。但是，在特色小镇建设“火热”
起来的同时，也产生了一系列问题，比如把特
色小镇当融资平台、打着小镇建设旗号搞房
地产开发等。特色小镇建设如何才能路正行
稳，还需进行一番冷思考。

特色小镇建设应突出“特色”。个性化是
特色小镇建设的关键词，也是特色小镇最大
的特色所在。当前，一些地方的特色小镇建
设同质化严重，看到人家发展什么便“依葫芦
画瓢”，纷纷效仿、匆匆上马，全然不顾当地实
际，埋没特色、枉顾风险。例如，浙江的水乡
被复制到了全国，山东的特色在各地也能见
到。这样的“千镇一面”，只能是胜者寥寥。

特色小镇建设应明确“角色”。特色小镇
建设必须推动当地社会经济发展、保障当地

人民安居乐业。为此，在建设中必须始终坚
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以新发展理
念为引领，以服务地方经济发展为导向，切忌
以建设发展之名行损害民生之实。要让群众
真正参与到小镇建设中来，做小镇主人、迎八
方来客、享发展红利，不断增强群众的获得
感、幸福感、安全感。

特色小镇建设应擦亮“底色”。文化是最
鲜明、最亮丽的底色。特色小镇如果没有文
化定位和引领，很难想象特色从何而来。当
下，很多旅游小镇、文化小镇招不来人、留不
住人的原因就在于缺乏文化内涵，总是“造特
色”，总想“来钱快”，以为建几栋仿古建筑、挂
几个大红灯笼就能具备古韵，最后只能惨淡
收场。只有沉住气、静下心，把文化“底色”擦
亮，才能让特色小镇真正遍地开花。

（作者系本市高校研究生）

特色小镇热潮下的冷思考
□秦锐

有优美的环境，才有绿色发展和美好生
活。近日，市环保局在最近的一次环保专项行
动中，发现建筑工地环境违法行为72 起，拟处
罚金909万元，约谈违法企业56家；我市开展发
放告知书、现场检测与执法、排放技术改造等措
施，加强对臭氧污染的治理和管控；制定全市危
险废物集中处置设施建设规划，强化危险废物
规范化检查考核，继续强化落实“清废行动”问
题整改……这些务实行动，是我市落实环保措
施，确保整改成效的生动缩影，是加快建设山清
水秀美丽之地的题中之义。

从雾霾治理到沙尘暴防范，从“垃圾围城”破
解到河长制推行，从环保督察到“水十条”“土十
条”制定，近些年来，各种与环境相关的问题不停
地挑动大家的神经线，我们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

加重视环保。环保整改作为环境保护系统工程
当中的关键环节，是引领经济结构调整和增长动
能转换的发展所需，也是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
的优美生态环境需要的民心所向。因此，要真抓
真改，确保环保整改整彻底、改到位。

推动高质量发展离不开环境保护，要以环
保整改助推发展方式转变，落实生态优先、绿色
发展要求，坚决守住发展和生态两条底线，推动
经济发展效益更高、质量更好。经济发展和环
境保护不是“鱼与熊掌不可得兼”的关系，而是
辩证统一、相互促进的关系。脱离环境保护搞
经济发展是“竭泽而渔”，离开经济发展抓环境
保护是“缘木求鱼”。对于环保领域出现的问
题，我们不能回避，不能掩盖，更不能敷衍整改、
表面整改、假装整改，而是要狠抓落实，层层传

导压力，整彻底、改到位，坚决不走“先污染后治
理”的老路，让环保成为地方政府工作的常态，
让绿水青山真正成为金山银山，为推动高质量
发展“保驾护航”。

创造高品质生活同样离不开环境保护，要
以环保整改为契机，解决一批市民反映强烈的
突出环境问题，营造宜居宜业宜游的良好环境，
提升市民的生活品质。“良好生态环境是最普惠
的民生福祉”，这是因为，生态环境的优劣直接
影响到市民的身体健康，是大家普遍关注的民
生问题。环保整改要整彻底、改到位，就要坚决
打赢蓝天保卫战，还市民蓝天白云、繁星闪烁；
深入实施水污染防治行动计划，还给市民清水
绿岸、鱼翔浅底的景象；全面落实土壤污染防治
行动计划，让市民吃得放心、住得安心；持续开

展农村人居环境整治行动，打造美丽乡村，为市
民留住鸟语花香田园风光；弘扬绿色低碳环保
理念，倡导健康生活方式，引导市民从小事做
起、从自身做起，增强大家爱护环境、爱护生态
的自觉性。

环境保护功在当代，利在千秋。当然，也要
意识到环保整改是一场大仗、硬仗、苦仗，不可
能一劳永逸。各级各部门要以壮士断腕的决
心、背水一战的勇气、攻城拔寨的拼劲，扛起环
保责任，既要督察环境保护问题，又要监督环保
整改全过程，确保环保整改整彻底、改到位、改
出成效，严防整改问题反弹回潮。只有这样，才
能让巴渝山水“颜值”更高，大地“气质”更佳，进
而推动高质量发展、创造高品质生活。

（作者系本报评论员）

杂草丛生的外坝坡变成绿油油的草坪，布
满泥土、青苔、乱石的溢洪道变得干净清爽，长
期漂浮在水面上的垃圾不见了，水质变得更好
了……如今，潼南区龙形镇丁坝村的居民发现，
附近的向阳水库和过去大不一样了。

水库的面貌焕然一新，从2016年被纳入水
利工程物业化管理改革试点开始，而这也仅仅
是一个缩影。

通过深化水利改革发展的制度和管理创
新，目前，潼南区有19座水库都已实现物业化
管理，在解决过去水利工程“重建轻管”的老大

难上取得成效。

向社会购买服务负责水库管护
向阳水库是一座以灌溉为主，兼养殖、防洪

于一体的小（一）型水库，由大坝、溢洪道、放水
设施组成。其坝址以上集雨面积3.24平方公
里，库容229.2万立方米，设计灌溉面积3413
亩。

多年来，整个水库都由一名管护人员负责，
从日常保洁、设备维修养护到安全巡查，由于缺
乏有效管理，管护人员经常都分身乏术。

“看护人手不够，专业水平不强，这是过去
很多水库都面临的问题。有的水库甚至无人看
管，不仅杂草丛生，还可能存在安全隐患。”潼南

区水务工程管理站站长龙永高坦言。
2016年，潼南区水务工程管理站（下称“管

理站”）与重庆市兴源供水技术有限公司（下称
“兴源公司”）签订了16座小（一）型水库的物业
化管理服务合同，由管理站向兴源公司购买服
务，对水库进行标准化的运行和维修养护。

至此以后，水库的日常管理开始实行“业
主+物业管理单位+水库管护人员”的模式。
作为物业管理单位，兴源公司派遣运行管理人
员、专业维护人员对水库进行物业化管理。其
中，运行管理人员负责日常运行管理、值班、巡
查、日常保洁等，专业维护人员负责水库的日
常运行维护、大型清漂除杂、设施设备维护，以
及变形观测、自动化监测等，确保水库安全运
行。

“专业公司派遣专业人员从事专业管护，作
为业主单位，我们只用对兴源公司的工作进行

监督就行了。”龙永高表示。

纳入物业化管理后未发生任何险情
水库日常保洁，每月不少于4次；内外坝坡

大型除杂、溢洪道清理、坝前清漂，每季度一次；
按要求值班值守巡查，看护观测、监测设施，填
报巡查记录，资料归档……如何进行日常运行
和维修养护，都写进了管护人员的岗位职责中，

并作了具体而详细的规定。
“水库的管护，最重要的是要实现安全运

行。”兴源公司相关负责人说，为此，除了日常巡
查、定期巡查，他们还要求管护人员在防汛期间
加强安全巡逻、值班，确保24小时通讯畅通。
注重水情、雨情变化和监测设施设备的安全检
查，确保各类安全隐患及时发现、及时处理、及
时整改。

这无疑对管护人员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为
了让水库管护人员更好地了解水库的基本知
识，如何巡查、检查，做好相关记录，他们还定期
邀请专家对管护人员进行授课培训，考核合格
的再上岗，上岗之后还会定期月评、季评、年评，
从而提升管护人员的专业水平。

经过标准化、专业化、精细化的管理，如今，
水库的面貌得到了彻底改善，形象得到了较大
提升，达到了河畅、水清、岸绿的效果。而且，水
库的安全运行得到了保障，也有效降低了工程
运行成本。

“目前，全区共有19座水库纳入物业化管
理。从实施物业化管理以来，这些水库没有发生

任何一起险情。”龙永高称。

今年将扩大物业化管理范围
“探索水利工程物业化管理改革，对传统水

利工程管理体制的深入改革和模式创新。”潼南
区水务局局长陈世权说，通过发挥市场在资源
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将原先由水利工程单位
负责的全部或部分水利工程运行管理业务逐步
推向市场，采取政府向社会力量购买服务的方
式，由专业的运行和维修养护企业承担，对于提
升水利工程管理水平起到了极大的促进作用。

根据《重庆市水利工程运行管理向社会力
量购买服务的指导意见》，到“十三五”末，全市
将基本建立比较完善的水利工程运行管理向社
会力量购买服务的各项机制，水利工程运行管
理水平显著提高。

“深化水利工程管理体制改革，创新水库管
理模式，我们还处于探索阶段。”陈世权表示，目
前，潼南区有74座水库，除向阳水库等16座小
（一）型水库外，还有中型水库3座、小（二）型水
库55座，绝大部分都还未纳入物业化管理。作
为我市水利工程运行管理向社会力量购买服务
的首批5个试点区县之一，今年潼南还将在原
有的基础上增加纳入物业化管理的水库数量，
扩大物业化管理的范围，进一步探索和完善水
利工程物业化管理改革的新路径。

文/图 陆丰

潼南水库实行物业化管理 解决“重建轻管”大难题

水库经过管护后大变样

重庆银行A股IPO获中国证监会受理

重庆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 6 月

11 日 发 布 公 告

称，公司于6月11

日获得《中国证监

会行政许可申请

受理单》（180834

号），正式受理重

庆银行 A 股 IPO

申请。

布局“A+H”两地上市

重庆银行成立于1996年，是西部和长江上游
地区成立最早的地方性股份制商业银行，于2013
年11月6日在港交所成功挂牌上市，成为全国首
家在港交所主板上市的内地城商行。2018年，重
庆银行重启A股IPO项目。从重庆银行相关公告
了解到，重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拟发行不超过7.81
亿股A股，约占发行完成后总股本的19.98% ，募
集资金在扣除发行费用后，全部用于补充该行的
核心一级资本金，提高资本充足率。

关键业绩指标亮丽

本次回归A股，旨在让境内投资者分享重庆
银行的发展红利。截至2017年，重庆银行的总资
产规模已经达到了4228亿元，客户存款总额2387
亿元，客户贷款和垫款总额 1722亿元，与2013年
登陆香港证券市场时的数据相比，该行存款、贷款
规模和资产总规模均增长了整整一倍。

重庆银行业务的全面发展，带动了规模、效益
的持续增长。2017 年，重庆银行实现总营收
100.15亿元，实现历史上第一次总营收过百亿，连
续5年保持11%以上的年均复合增长率！

业务结构不断优化

重庆银行紧紧跟随经济转型的步伐，推动业
务结构发生了显著的变化。近几年以来，重庆
银行全力发展消费金融，参股消费金融公司，推
出幸福存、幸福贷等产品，并针对青少年客群发
行专属理财卡“金豆卡”，零售业务实现快速增
长。截至 2017 年 12月 31日，个人贷款余额为
626.24亿元，较上年末增加217.93亿元，在全部
贷款中的占比较上年末上升 8.3 个百分点至
35.3%；个人存款余额为677.21 亿元，较上年末
增长15.4%。

同时，重庆银行主动拥抱互联网，积极开发和
利用大数据，将大数据引入到业务审批流程，以及
业务办理，创新推出了基于互联网和大数据技术
的金牌产品“好企贷”，截至目前，客户已累计申请

18000余笔，服务小微企业近7000户，贷款余额
16亿元，累计贷款投放25亿元。“好企贷”产品凭
借“秒批、信用、100万元”的创新小微信贷模式，荣
获“十佳互联网金融创新奖”以及中国互联网协
会“2017年普惠金融优秀案例”奖，是城商行中唯
一获奖单位。同时，重庆银行还推出了捷e贷、薪e
贷等系列产品，这些产品一经推出，便受到市场的
良好反响。

获得各方投资者青睐

境内外投资者对重庆银行的发展一直充满信
心，这点从该行的信用评级和优先股的顺利发行
可见一斑。

2017年 6月，国际评级公司标准普尔（S&P
Global Ratings）给予重庆银行“BBB-”长期发行
人信用评级以及“A-3”短期发行人信用评级，该
信用评级结果在目前有国际评级的城市商业银行
中位于最高水平。

2017年12月21日，重庆银行发行的优先股
于香港联交所挂牌上市，发行募集资金49.5亿元

人民币（7.5亿美金）。该次优先股发行创造了票息
成本最低、定价利差最低等中资城商行境外优先
股发行的多个第一。

综合竞争力不断增强

重庆银行全行上下锐意创新，积极转型发展，
不仅获得国内业界的高度肯定，而且在国际金融
市场上也获得充分认同，在英国《银行家》对全球
千家银行2017年度排名中，重庆银行步入全球银
行前300强。与此同时，重庆银行还荣获了中央文
明委颁发的“全国文明单位”荣誉称号，是重庆市
入选第五届全国文明单位中的唯一金融机构。总
行营业部获得“2017年度中国银行业文明规范服
务百佳示范单位”，是目前重庆首家获此殊荣的地
方法人银行。

有理由相信，重庆银行将以回归A股为契机，
全面提升管理质效，向“高质量”发展转型，并通过
布局“A+H”两地上市，拓展可持续发展的多重融
资渠道，进一步提升行业品牌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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