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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气虽还炎热，时节却已是白露。
56岁的吴家成掰着指头数着日子，再过

一个多月，就是寒露了。
“谷雨开花，寒露采刺。今年能收多少，

就全看这皂荚树了。”午后的阳光穿透皂荚
林，在吴家成黝黑的脸庞上投下光影。

脸庞黝黑、皱纹满额头、两鬓斑白的吴家
成，和秀山许多经年劳作的老农没有多少差
别。

许多人也并不知道，这个时常出没于秀
山梅江镇、溶溪镇、溪口镇等地皂荚林里的老
头，曾是年收入近千万元的锰矿老板。

7年前，吴家成在秀山率先主动关停了锰
矿，开始种植皂荚树。如今，两万多亩、220
多万株皂荚树，已蔚然成林。

心里有“刺”
虽年入千万元却彻夜难眠

秀山溶溪镇高楼村，斜坡上皂荚成林。
皂荚林里，刨开树下薄薄的土层，就能见

着黑褐色的石头。
“锰矿价格最高的时候，高楼村到处都是

裸露的石头，树都被砍光了。”当年，锰矿资源
丰富的高楼村云集了数十家锰矿企业，吴家
成挖出的“第一桶金”，也是在高楼。

1993年，吴家成开始在高楼村从事锰矿
生意，“生意越做越大。最多的时候，矿场一
年产锰矿超过两万吨。”

那也是秀山锰矿的黄金时期，一吨锰矿
价格能达到1100多元，吴家成的锰矿年收益
2000多万元，“除去成本，一年赚近千万不成
问题。”

年入千万元，吴家成却时常夜不能寐。
“心里像扎着根刺，总觉得慌，整天整天

睡不着。”年入千万元，吴家成又为何心慌呢？
“一开始总担心矿上出安全事故，那可是

人命关天的大事。”为此，吴家成格外强调生
产中的安全防范措施，几年下来，矿场开采一
直较为顺利。

可吴家成发现，锰矿生意越好，心里的
“刺”却似乎扎得越深，自己也更难以入睡，
“头发也是那时候开始白的，人也越来越没精
神。”

“眼睁睁地看着林地变成荒坡，有些地下
掏空的地方出现了塌陷，就连种田的水都是
黑色的……”看着秀山越来越多的地方因为
矿产开采而面目全非，吴家成有一种深深的

负罪感，“睡不着的时候，我时常觉得自己是
个罪人。”

2011年，锰矿生意依旧如火如荼，吴家
成却在此时作出了一个决定：关停锰矿。

手掌扎刺
虽被称“傻子”却心里踏实

关停锰矿，吴家成成了许多人眼中有钱
不赚的“傻子”。

可无论是被称作“傻子”还是亲戚朋友的
不理解，都没有动摇吴家成的决心，“关掉锰
矿的那天，十几年里我第一次一觉安稳睡到
了天亮。”

关停了锰矿，时年已近知天命之年的吴
家成，又有着怎样的打算？

让所有人没想到的是，吴家成成立了重
庆秀山禾才生态农业开发有限公司，开始种
树。

不过，吴家成种的不是一般的树，而是浑
身长刺的皂荚树。

其实，和关停锰矿一样，种植皂荚树也并

非是吴家成心血来潮，而是经过了仔细的调
研。

“秀山林业专家进行过调研，发现全县较
为严重的采空区、石漠化区域有300多平方
公里。”这300多平方公里的区域根本不适合
农作物种植，而皂荚树在微酸性、石灰质、轻
盐碱土甚至粘土或砂土均能正常生长，且属
于深根性植物，具有较强的耐旱性，寿命可达
六七百年。

吴家成了解到，皂荚刺可做药用，皂荚果
实和种子富含营养物质，是医药、食品、洗涤
品、饮料、保健品等行业的天然绿色原料，附
加值很高，经济效益可观。

于是，吴家成拿出1400多万元，开始种
植皂荚树。

“最开始就是在高楼村的石漠化和采空
区种植，几年下来在溶溪镇种了1.1万多亩。”
随后，吴家成的皂荚种植区域逐渐扩张到梅
江镇和溪口镇等地，目前已累计种植皂荚两
万多亩、220多万株。

皂荚种植3年后开始长刺，最长的主刺

能超过15厘米长。在浑身长刺的皂荚林里
穿行，随时都有可能被刺扎伤。重庆日报记
者在梅江镇兴隆坳村采访吴家成时，鞋底就
被一根近5厘米长的皂荚刺扎穿。

而常年和皂荚打交道的吴家成，手掌和
脚掌更是多次被皂荚刺扎穿过，“这刺扎在手
掌里，总比扎在心里好。看皂荚绿了荒山，心
里踏实。”

树上长刺
充满艰辛却带动致富

心里踏实的吴家成，还是有些烦心事。
种植皂荚树的收益是“靠天吃饭”，“开花

时节如果雨水太多，刺和果的产量都会大幅
减少”。吴家成告诉重庆日报记者，2017年，
就因为谷雨时节秀山多雨水，导致皂荚刺产
量降低，收益也远不如预期。

不仅靠天吃饭，吴家成告诉重庆日报记
者，“前几年种植的皂荚品种只长刺不结果，
刺也长得少。”种植皂荚树的经济收益主要来
自皂荚刺和皂荚果，每斤皂荚刺的价格为50
至60元，每斤皂荚果的价格为5元左右。

吴家成算了一笔账：每亩地110株皂荚
树，盛产期时，每株皂荚树产刺1至两公斤，
产果10公斤左右，每年每亩地收益11000至
18000元。

如果种植的皂荚树不长果子，每亩地的
收益就要减少5500元左右，这将是一笔巨大
的损失。

为此，从3年前开始，吴家成在梅江镇、
溪口镇等地种植了新的皂荚树品种，“刺长得
多，种植5年后能开始挂果，刺和果的盛产期
都超过200年。”

“山绿了，水也清了，我们还在老吴的皂
荚林里占股，以后每年都有收益了。”梅江镇
兴隆坳村村民刘义帮吴家成看护着800多亩
皂荚林，每年能有2600元收入。刘义还在皂
荚林务工，一个月还有1000多元的工资。

不仅如此，吴家成种植皂荚的土地属于
村民，村民土地入股占比50%。皂荚林盛产
期时，土地入股的村民每亩地能收益5500元
至9000元。

“已经有山东的药皂厂和我们预约盛产
期时供货，我还想今后发展皂荚洗护产品。”
吴家成相信，虽然比起锰矿，皂荚树种植投资
大、回报周期长，但从长远来看，这是福泽一
方的好事情。

本报讯 （记者 黄光红）9月5日，重庆证
监局组织召开重庆地区拟上市公司座谈会，对拟
上市公司的发展现状及上市过程中遇到的问题
进行“把脉问诊”。重庆日报记者从座谈会上获
悉，重庆证监局正积极配合市委、市政府，加快推
进拟上市公司培育工作。

据重庆证监局局长毛毕华介绍，目前重庆上
市公司的数量、市值均位于全国中等水平。特别
是重庆民营企业利用资本市场直接融资的主动性
不够，资本市场服务实体经济发展的功能作用还没
有充分发挥，全市经济证券化水平还有待提升。

日前，市政府发布了《重庆市提升经济证券
化水平行动计划（2018—2022年）》（下称《行动
计划》）。《行动计划》提出：到2022年年底，实现
重庆境内外上市公司数量倍增目标——全市新
增境内外上市公司70家。

不过，由于上市条件严格，不少内外因素造成
的问题都有可能阻碍企业上市步伐，重庆要实现
这一目标并非易事。鉴于此，重庆证监局组织召
开本次座谈会，逐一了解30多家参会拟上市公司
的发展现状、在改制上市过程中遇到的困难和问
题及上市辅导备案和提交IPO申请的进度计划等
情况。同时，还征求了参会企业代表对推动重庆
企业利用资本市场直接融资工作的意见和建议。

多家企业负责人在座谈会上表示，目前一些
区县政府部门的服务意识还不够，企业在开具合
规证明，办理产权证及各种许可证等方面尚存在
办事难的问题，希望政府部门，尤其是区县一级政
府部门能进一步增强服务意识，为拟上市公司多
开通一些办事的绿色通道，助推企业早日上市。

针对企业反映的情况，重庆证监局表示将积
极向市政府提出建议，采取有效工作举措，助推
拟上市公司加快上市步伐，稳步扩大重庆企业直
接融资规模。

下一步，重庆证监局还将围绕证监会党委工
作部署，与地方政府通力合作，推动落实《行动计
划》，积极做好重庆拟上市公司培育工作，帮助更
多质量优良、运作规范、具有发展潜力的企业进
入资本市场实现做大做强，助力重庆经济高质量
发展。

监管部门为拟上市公司“把脉问诊”

加快推进
企业上市培育工作

7年前，吴家成经营着年产值2000多万元
的锰矿，却始终觉得心里扎着刺，夜不能寐；主
动关停锰矿后，他种植了220多万株皂荚树，虽
时常被皂荚刺刺伤，心里却踏实了。

心里的“刺”
本报记者 陈维灯

9月4日，吴家成正在皂荚林里查看皂荚刺的生长情况。 记者 陈维灯 摄

办好群众身边实事
让城市美得有层次

实施生态修复是建设美丽城市的重
要途径。沙坪坝区多管齐下、以绿立
城，更好满足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
往。

在童家桥凌云路两旁的空地上，原
本曾裸露的土地被铺上了绒绒的“绿
毯”，“绿毯”之上还点缀着亮橙色的大片
草花，给炎热的夏天带来丝丝凉意，引得
过往市民纷纷驻足、观赏。

用市民张女士的话来说，“这看着非
常养眼。这是我上下班的必经之路。以
前那些裸露的空地不是被大风吹着扬尘，
就是长满了杂草。现在简直成了网红地，
每天都能看到有人在这边散步、拍照。”

中梁茅三峡公路、新桥铁路沿线
……特别是梁滩河西永段和陈家桥段河
岸两旁的空地，在大片“绿毯”和“花海”
的覆盖下，恍若清静宜人的河滨公园。

不仅如此，身处山城，沙坪坝不但做
好了“平面美”，更做到了“立体美”。利
用高九路沿线的3000余平方米荒坡，沙
坪坝因地制宜，以满植木春菊、点缀迎春
花、用蕨类结合山石造景的一系列手法，
极大地丰富了城市斜面景观层次。

如今，沙坪坝又启动了西部片区绿
化品质提升“推墙透绿”专项整治行动，
将对首批摸排的52处地块进行专项整治
和绿植复绿，进一步提升城市形象，赢得
社会各界一致好评。

一直以来，沙坪坝始终秉持“城为民
建、市为民享”理念，从群众的角度出发，
想群众之所想、急群众之所急。

为此，沙坪坝区相关领导多次“马路
办公”，以民生为导向，采取走访、座谈、
调研等方式，把群众反应强烈的城市荒
坡荒地、待建地块、景区周边等城市管理
弱区、盲区作为重点工作来抓。

尤其是红岩联线景区周边，在马路
办公及日常管护中梳理排查各类问题
113个，已完成整治95个，出动执法人员
整改违章座牌35处，整治卫生死角80
处，清理各类垃圾15余吨；查处违法停
车、超员、无证驾驶、涉牌涉证等突出交
通违法行为600余起；专门招募一批文
明旅游志愿者维护白公馆、渣滓洞景点
秩序。

截至目前，区委、区政府主要领导开
展“马路办公”40次，已累计督促、整治园
林绿地250余万平方米，空地、荒地播洒
花（草）籽、麦冬近200万平方米，为高
效、高质落实整治任务奠定了基础。

发动群众参与管理
让城市美得有内涵

走进和平山社区这远离喧嚣都市的

古朴社区，满眼尽是斑斓，一栋栋五颜六
色如童话屋一般的小房子伫立在绿荫
间，吸引了人们的视线。

有着橙色屋顶的小高塔、白色云朵
下的大风车、树下嬉戏的小动物……童
话屋上绚丽多彩的卡通画充满了童趣；
清溪巷里黄、绿、红间隔的彩色栏杆，手
写的邻里公约下点缀着绿色藤蔓；粉色
彩绘墙上装饰着漂亮的“魔法师”帽子，
簸箕上也涂鸦着太阳和笑脸，一切都显
得如此亮丽、梦幻。

虽然是古香古色的院坝、蜿蜿蜒蜒
的小巷，却好像走进了传说中的童话世
界，充满了浪漫情调。

如此亮眼的作品，都是沙坪坝区青
少年志愿者们努力的成果。将一件件废
旧物品涂色变装，或拼接、或悬挂，根据
和平山社区环境的实际状况，用心塑造。

“提升城市品质不能单靠政府唱‘独
角戏’，需要群策群力谋发展，同心同德
搞建设。”沙坪坝区城市管理局相关负责
人表示，“除了依靠群众，发动群众，还要
让城市成果普惠人民群众，品质城市提
升才能长效久治。”

为了让广大群众充分参与城市管
理，沙坪坝区加强市容环境整治，积极推
进街长制、“门前三包”等共建共治机制。

“在哪儿建”听市民心声，“怎么建”
请市民参与，“如何管”请市民监督。在
做城市绿化建设的过程中，沙坪坝累计
召开院坝会、听证会等45场次，邀请人
大代表、政协委员及市民代表4批次进
行现场视察，听取和吸纳各方合理化意
见252条。

目前，沙坪坝已推进建设绿地公园
35个，总建设面积约62.19万平方米，完
工22个，其余13个计划年内完工。

推进智慧城管建设
让城市美在精细处

在夏季汛期中，如何有效、科学地避
免城市内涝，是城市管理工作面临的重
大难题。

在沙滨路美丽山水路，一个看似交
通摄像头一般的灰色电线杆伫立在路
旁，毫不起眼。然而，这看似普通的小小
装置却在城市管理中发挥了大作用。

暴雨积水智能监控系统不仅可对所
在易积水点进行实施水位监控，还新加
装了置入式水位监测终端和高清网络球
形监控设备，能通过水位遥测、远程视频
传输等新技术回传现场图像，真正做到
24小时“可视”监控。

在沙坪坝区数字化城市管理中心的
电脑屏幕上，辖区19个易积水点的监控
情况一目了然，并与沙坪坝区的整个数
字城管平台实现了无缝对接，为城管部
门准确把握城区内涝、及时调度指挥、引
导公众避险提供了重要的技术支持。

自暴雨积水智能监控系统建成以来，
沙坪坝区城管部门累计收到积水报警信息
768次，为实现城市内涝的智能化管理、提
升城市品质起到了极大的推动作用。

除了暴雨积水智能监控，还有智慧
城管进社区，为居民生活提供了便利，提
升了社区生活品质；智慧管网实现了沙
坪坝东部市政排水管网数据的入库；智
慧照明既节省电能也提高了检修效率；
在全市率先建成投用古树名木监测系
统，实现全区古树名木智能监测全覆盖；
智慧执法单兵系统对城市管理执法工作
进行全面标准化、信息化、流程化，实现
了人员精细化管理和可视化调度指挥；
渣土运输监管，加大了城市监管，控制了
运输扬尘……以智管追踪落实城市精细
化管理，沙坪坝落实“大城智管”工作要
求进入了全新时代。

“我们利用各种现代科技手段，将精
细化理念落实到具体工作、制度中去，从
细节着手，根本上提升城市品质。”沙坪
坝区城市管理局相关负责人说，沙坪坝
坚持运用精巧的制度设计、细致的过程
推进和精微的治理技术，不断推动基层
治理向多元化、差异化、个体化转型，使
城市管理精细化水平全面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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