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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4月，34岁的谭天平被提拔为周溪乡
党委委员、副乡长。而在两年多前，他仅仅是
一名一般干部。

“他在脱贫攻坚战中表现突出。”周溪乡党
委书记黄鹏举介绍，2015年，谭天平被选派到
鹿坪村担任“第一书记”，“人品好、能力强，业
绩突出，提拔是很自然的事儿。”

群众脱贫，干部成才。6月27日，城口县
委主要领导称，让更多的年轻干部到脱贫攻坚
第一线，担任“第一书记”、挂职顶岗锻炼，不但
顺利推进了脱贫攻坚工作，还培养、锻炼、发
现、储备了干部，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提供了
人才保障。

将工作得力、经验丰富、发展
潜力大的干部派到脱贫攻坚任务
重的乡镇去

俗话说“人往高处走，水往低处流”。2016
年换届，城口县经信委主任肖兴旺调任修齐镇任
党委书记，从县政府职能部门一把手到乡镇任一
把手，在很多人看来，肖兴旺这是“大材小用”。

“脱贫攻坚必须选优配强乡镇一把手。”城
口县委组织部主要负责人称，城口贫困人口
多、贫困程度深，将有基层工作经验、熟悉农村
经济发展规律、善于攻坚克难的部门正职领导
干部选派到脱贫攻坚工作任务较重的乡镇任
职，既能在脱贫攻坚战中得到锤炼，又能带动、
培育更多的优秀干部。

修齐镇是城口第一大镇，也是城口唯一的
“全国重点镇”。过去，修齐镇因为“一锰独
大”，在产业培育和创新发展方面严重脱节；加
之基础设施建设缓慢、政府负债较重，以致修
齐镇成为全县脱贫攻坚一块“难啃的硬骨头”。

到修齐镇，肖兴旺着力培育蔬菜、水果和
乡村旅游等脱贫产业，探索“农业龙头企业+建
卡贫困户联合投资”模式，创新“地租+利润分
成”和“地租+职业农民利润分成+土地增值收
益”利益链接机制，为贫困户配股投资，打造出
老木营、熊家榜等乡村旅游集群片区，发展大
巴山森林人家50户以上，其中建卡贫困户比
例达55%，实现建卡贫困户户均增收3000元
以上。

“越是艰苦边远的地方，越要选配优秀得
力的干部。”城口县委组织部主要负责人称，脱
贫工作越是往后，啃下硬骨头的难度越大，对

干部素质能力的要求越高。从培养干部的层
面来看，凡是条件艰苦、任务繁重的地方，更能
锤炼品格、磨炼意志、积累经验、增长才干。将
工作得力、经验丰富、发展潜力大，有担当、讲
奉献的干部派到困难多、矛盾大、脱贫攻坚任
务重的乡镇去，既有力地推动了当地脱贫攻坚
工作顺利进行，又锻炼、培育了干部。

据介绍，城口县自脱贫攻坚工作启动以
来，已先后选派5名部门正职到乡镇任主要领
导，提拔7名县级部门副职到乡镇任主要领
导，交流21名部门副职平级到乡镇任副职。

选派能吃苦、有干劲、能担
当、讲奉献的年轻干部到脱贫攻
坚一线驻村挂职

一段时期，城口流行着“选不出来干部”的
说法。经调研发现，城口并不缺少优秀的人
才，差的只是符合任职条件的干部。

“职务的升迁是干出来的！”城口县决定，

采取挂职的方式，让更多的干部，特别是年轻
干部，带着任务、带着岗位，到脱贫攻坚第一线
去打拼，“这既能让更多的干部符合任职条件，
又能展现他们的人品、能力。”

徐浩原本是城口工业园区管委会的职工，
2015年8月下派到巴山镇立新村任“第一书
记”后，大力推动茶叶、山地鸡、核桃、生猪等种
养业发展，实现54户贫困户每户增收2000多
元。同时，他创新实施园区、巴山政府、村委及
贫困户四方委托代建模式解决8户深度贫困
户住房问题，对建卡贫困户和困难群众进行人
居环境整治、对公路沿线76户农户实施户貌
改造，改变农村“脏乱差”的问题。此外，他还
推进园区与贫困群众结对帮扶，先后为贫困户
20多人提供务工岗位。

“对表现突出的干部就要给任务、加担
子。”城口县委组织部负责人称，让年富力强的
干部，既当“第一书记”主抓一个村的工作，又
安排他们挂职乡镇中层或副职领导岗位，协助
乡镇领导分管一些事务，点面结合加强培养和

锻炼，“通过‘逼’和‘压’让年轻干部尽快成长、
成熟起来。”

2017年3月，徐浩又在巴山镇挂职顶岗锻
炼，抓基层党组织建设，引导26名党员辐射带
动103户贫困户增收致富，并主导制定《巴山
镇2017年脱贫攻坚决战决胜作战图》《巴山镇
2018年脱贫攻坚春季行动作战图》《巴山镇系
统帮扶工作方案》。

2015年以来，城口县根据综合年度考核、
平时考核、一贯表现以及综合情况，选派有激
情、有担当、有能力的61名优秀干部到乡镇
（街道）挂职锻炼。同时，提拔69名优秀干部
到乡镇任副职，选派259名干部到村任第一书
记，为打赢脱贫攻坚战、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培
养、锻炼、储备了人才。

谈起在脱贫攻坚一线的经历，徐浩称，在
脱贫攻坚的最前沿经风雨、受历练，不仅提素
质、强能力，还在结对帮扶中增强了对群众的
血肉感情，增强了打赢脱贫攻坚战的责任感和
自觉性。

在脱贫攻坚一线识别、考察
干部，凭人品、能力、业绩选拔任
用干部

今年4月初，城口县又新提任28名领导干
部，其中提拔重用的挂职干部21名、优秀年轻
干部26名、“第一书记”10名，提拔的扶贫队伍
干部比例达50%。

“树立干部到基层去、优秀干部从一线来的
导向。”城口县委组织部相关负责人介绍，一是
提拔任用优秀挂职干部；二是提拔使用符合资
格条件的优秀“第一书记”及扶贫一线干部；三
是加大了对优秀年轻干部的任用。“畅通了乡镇
基层干部、脱贫攻坚干部提拔重用的渠道。”

2015年以来，城口县从担任贫困村第一
书记、驻村工作队员、乡镇挂职干部，乡镇从事
脱贫攻坚一线工作的干部中，共提拔了52名
政治过硬、业绩突出、成效卓越、群众认可、特
别优秀干部。

城口县委组织部年轻干部贺鹏，2016年9月
到沿河乡挂职。在沿河乡，贺鹏注重抓好村“两
委”带头人教育培养，引导他们探索“集体经济组
织+龙头企业+专业合作社+农户”的合作发展方
式，启动6个村集体经济组织发展。同年底，贺鹏
提拔重用为沿河乡党委委员、副乡长。

“凭着人品、能力、业绩得到提拔。”城口县
有关负责人称，坚持让群众、各级党委参与干
部的培养、发现、考察，这些干部在工作中干得
好不好，不由组织部门说了算，而是必须赢得
当地群众的认可和当地党委政府的肯定。“组
织部门不是直接推荐干部，而是接受用人单位
推荐干部，必须要转变这个思想和做法。”

2016年，城口县委宣传部副部长江奉武调
任岚天乡乡长。两年来，他主导建立乡土岚天旅
游联合中心户+贫困户利益联结机制，探索分众
化推进乡村旅游集群片区建设，上档升级大巴山
森林人家87家，带领乡亲们走上了旅游脱贫路。

从县委宣传部副部长到乡党委书记，江奉
武没有“一步到位”，而是用实实在在的工作，
向群众和组织证明自己德才兼备，能够胜任。

在实践中，城口县还不断完善脱贫攻坚干
部职级晋升机制、脱贫攻坚干部考核激励机
制，试点建立优秀脱贫攻坚一线干部优先晋升
职务职级职称制度，畅通人才成长渠道，逐步
化解城口“人才之渴”。

当10台红外线相机布控山林间，民间环
保组织志愿者惊喜地发现，江北明月山竟然有
红腹锦鸡这一国家二级保护动物。

这里并不是原始森林，而是人类活动频繁
城市中的“孤山”。

呈东北至西南走向的明月山脉一路走来，
被阻于长江边，在江北区范围内不过是一片

“孤山”，面积不到17平方公里。这里，东南面
是滚滚奔涌的长江，西抵鱼复工业开发区，北
接沪渝高速和御临河，被江北区五宝、鱼嘴、复
盛三镇10多万人口拱卫在中心。

城市“孤山”，何以成为生态家园？近日，
重庆日报记者走进江北明月山，一探究竟。

禁建保绿——严守生态红线

5月23日一早，重庆日报记者随同江北区
农委工作人员和民间环保组织——猫盟志愿
者前往江北明月山。越野车行进在林间公路
上，道路两旁几乎没有房屋，树木错落有致，一
切显得静谧而葱郁。

行至半山，转而步行。伴着林木的潮气，
山里空气清新宜人。山路两旁灌木丛生，由于
鲜有人走，有的路面布满落叶，不免湿滑，有的
树枝遮挡，需要“开山辟路”才能向前走。

“看，猛禽！”就在大家小心翼翼穿行之时，
猫盟秘书长吴忠丽兴奋地指向天空——一只
老鹰从天空飞过。吴忠丽说，江北明月山是非
常适合观察猛禽迁徙的地点，最多的一天监测

到有3200多只猛禽从这座山飞过，“这里或许
是猛禽迁徙的夜栖地，但还需要进一步论证。”

事实上，除了天空中飞的，在山林里跑的
野生动物也不少。一年前，江北明月山村民反
映，农田被野猪拱了。江北区农委希望借此摸
底，了解江北明月山野生动物的种群数量。

去年9月，江北区农委和猫盟生态科普保
护中心在江北明月山开展了生物多样性保护
的联合调查。在这次调查中，江北明月山东西
两侧的山脊和山坡的重点样区上，共安装了10
台红外相机。

数据回收后，共有6台相机记录到了野猪
出现，最大种群仅有4只，远未达到泛滥成灾
的数量。

而令调查人员格外兴奋的是，这次生态调
查共发现了灰胸竹鸡、红腹锦鸡、小麂、中国豪
猪、野猪、鼬獾、猪獾、黄鼬等野生动物，合计4目
5科8种，其中红腹锦鸡属于国家二级保护动
物。

“这些野生动物的出现，是对明月山自然
生态环境原真性的肯定。”在吴忠丽看来，城市
森林中拥有如此完整的生态系统十分少见，江
北明月山应该是城市森林多样性的一个范本。

江北明月山处在城市中心，这片生态家园
是怎么建立起来的？江北区农委林业科科长
谭鹏说，这与11年前重庆市政府颁布的“四
山”禁令有关。

由于经济社会的发展，人为活动的加剧，
开山毁林、违法建设屡禁不止，市政府于2007

年3月将明月山纳入《重庆市“四山”地区开发
建设管制规定》。自此，江北明月山便一直处
于“禁建”模式。

江北区严格用地初审监管，严禁一切违法
建设。每年，江北区农委还委托专业机构依托
航片、卫片对比等形式，开展森林资源变更调
查，并根据调查结果，及时逐一核实是否有违
法占用林地行为。

执行“禁建令”并非易事，需要顶住各种压
力和“诱惑”。三年前，江北明月山关闭了最后
一座采石场。近些年，不断有开发商看上江北
明月山这块宝地，希望开发房地产项目，都因
为“禁建令”知难而退。

为了给鱼复工业园区提供电力保障，连续
几年，电力部门提出在江北明月山架设高压
线。最终，政府在权衡之后，本着生态优先的
原则，让高压线绕道修建。而这，需要投入更
多的建设资金。

“江北明月山17平方公里无一开发项目，
全是耕地农田和林地。”谭鹏不无自豪地说。

补漏蓄水——拯救生命之源

在江北明月山林间穿行，翻过一片山丘，来
到一处名为吴家凼的地方。远远望去，类似高
原上的“海子”，阳光照射下，湖面波光粼粼，水
草丰美、群鸟飞鸣。谁曾想，去年冬天前，这里
还只是一片沼泽地，山上雨水丰富，却无法蓄
水。“这也是造成江北明月山缺水的重要原因。”

明月山属于典型的喀斯特地貌，东西两侧
山岭间是一道狭长的岩溶槽谷。在长期的地
质演变过程中，槽谷中的近地表溶洞发生塌陷
形成了天坑漏斗群，随着地表水将大量泥土堆
积至天坑漏斗的底部，形成了隔水黏土层，使
之具备了蓄水能力，形成了“天池”，也就是当
地人俗称的“水凼”。

可是几年前，附近的道路施工、山脉隧道
开挖，造成地下水流失，地面负压严重，大大加

快了“天池”中蓄水通过落水洞渗入地下暗河
的速度。“漏水”问题既影响了植物的生长，也
不利于野生动物获取水源，更不利于森林灭
火，成为江北明月山生态系统的极大隐患。

谭鹏告诉重庆日报记者，江北明月山共有
29座“天池”，其中19座可以通过补漏关水。
去年11月，江北区启动明月山“天池”修复工
程，第一个点选择在吴家凼。

施工人员先把干枯“天池”周围的草皮剥
离，查找漏点，根据实际情况，把岩石缝隙堵
上，再恢复土层。

简单的修复方式，封堵了“天池”底部的落
水洞，有效减缓了地表水和气象降雨的流失速
度；同时，还修建了一处泄水阀，以防汛期湖水
泛滥。

采访中，重庆日报记者偶遇53岁的明月
山人刘昌伦，一名泥水匠师傅。去年10月，他
放弃在外丰厚的收入，回到明月山，参与江北
区农委组织的“补漏”修复工程。

“这座山环境好，就是缺水，大伙都往外
跑。”外出近30年的刘昌伦坦言，明月山只要
有水，山里人就能“靠山吃山”了。

“吴家凼工程仅仅完成两个月，这些水草
就自己长了出来，去年冬天还来了一群野鸭，
没想到大自然的自我修复能力这么强！”谭鹏
感慨道。

目前，江北明月山“天池”补漏已完工6个，
今年计划修复完工8到10个。谭鹏说，未来，这
些“天池”将构成明月山独特的湿地系统，成为
更多野生动植物赖以生存的生命源泉。

改林提质——营造良好生态

在明月山山林中，重庆日报记者发现，不
少松树上都挂着一个黑色类似灯笼的匣子。
谭鹏介绍说，这是防治松材线虫病的一种物理
方法，4年前开始在江北明月山试点，目前布控
了300个，主要靠模拟松树气味，诱捕松材线

虫的寄主——松墨天牛，减少病害传播几率。
在防治江北明月山森林病虫害中，江北区

农委多管齐下，实现森林病虫害“四个全覆
盖”，即林区枯死木全部采伐清理，林区周边农
户家中疫木全部清理，飞机施药防治，林区诱
捕监测全覆盖。

2017年监测结果显示，林内病虫害密度
仅为2013年的1/12。

几年前，江北明月山还开始了林相改造。
“以前明月山以马尾松纯林为主，有上万亩，但
由于病虫害、火灾隐患严重，不能给野生动物
提供足够食源。”谭鹏介绍说。

经过几年改造，江北明月山已被充满自然
气息的针阔混交林取代，山上分布着大片的木
荷、香樟、楠树、含笑等阔叶林，形成了以本地
物种为主、乔灌草结合的健康植物群落。

“明月山的林相改造为野生动物提供了更
多的生存空间和生态位。”吴忠丽解释说，不同
的野生动物有不同的食物需求，较之纯针叶
林，针阔混交林能给野生动物提供来源更丰
富、形式更多样的食物资源。

猎人的脚步，也被止于山门之外。今年1
月5日晚上10点，江北区森林公安局局长罗鹏
在值班室接到报警电话，有群众听到森林里传
来枪声。

罗鹏带领两名值班民警冲入林区布控守
点，一举将犯罪嫌疑人抓获，现场发现了两支
带夜视仪的气枪和两支足有半人长的狩猎弩
弓。

守护山林27年的罗鹏告诉重庆日报记
者，为防治盗猎者，集成森林防火、野生动植物
保护、乱砍滥伐监控等多种功能的视频预警监
测系统即将上线，偷猎者一旦进入江北明月山
核心区，将无处遁形。

这个夏天一直忙于给明月山补漏的村民
刘昌伦说，保住了山里的水，这里的生态环境
会更好，可以吸引来更多的游客。那时，这里
就真成为老百姓的金山银山了。

江北明月山是人类活动频繁城市中的“孤山”，竟然有红腹锦鸡这一国家二级保护动物——

城市“孤山”，何以成为生态家园
本报记者 戴娟

城口 在脱贫攻坚第一线培育干部
本报首席记者 彭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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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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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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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
余
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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户
集
中
打
造
的
五
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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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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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
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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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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摄

修
复
后
的
江
北
明
月
山
吴
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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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
池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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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据《招标拍卖挂牌出让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规定》，现对以下拟供应宗地按公开出让年限商业40年、居住70年予以公告，公告
时间为2018年6月29日9:00至2018年7月18日17:00。土地供应方将公开出让。公开出让时间为2018年7月19日15：30（如有
变化另行通知）。

详情请登录重庆市南川区公共资源综合交易网站：http://www.ncggjy.com
联系电话：（023）71413398 联系人：戴先生

重庆市南川区公共资源综合交易中心

编号

NC2018
让-1-6-1

地块名称

东胜组团E06
分区4/02地块

建设用地面积
（㎡）

122412
（183.6亩）

规划指标要求

总计容建筑面积不得大于367236㎡，容积率≤3（不
得小于1），建筑密度≤30%，绿地率≥30%，公共服
务设施：停车场、公共厕所、垃圾站。具体规划指标
按渝规南条件函〔2018〕0019号文件执行。

用地性质

二类居住
用地

出让年限
（年）

商业40
居住70

竞买保证金
（万元）

8000

起始价
（万元）

14700

重庆市南川区公共资源综合交易中心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公开出让公告
南川交易（土地）告字[2018]11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