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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栋一栋形态各异的小楼，房前
屋后处处绽放的野花，在初冬的暖阳
中显得格外明亮。

10月31日，全市农村生活垃圾
治理工作现场会在垫江召开。不少
参会者在参观该县新民镇毕桥、明月
两个示范村时，发出这样的疑问：过
去农村随处可见的垃圾，都去哪儿
了？

好环境让村民从城里
搬了回来

过去，农村环境的脏乱差，几乎
是一种常态。毕桥村村民、69岁的蒋
学碧回忆说，她嫁到这个村已近50年
了，日常处理垃圾的方法，就是将垃
圾直接倒进附近的一条小河沟去。
长此以往，整条河沟全是垃圾，遇到
夏天涨洪水，垃圾将河道两边的树枝
挂成白茫茫的一片。

至于农村院坝，那更是杂物和垃

圾随处堆放，散养的鸡鸭四处拉粪
便。有时人要进屋，经过院坝时必须
选择性落脚，否则就可能踩一脚鸡屎
鸭粪。

令蒋学碧没想到的是，早已习以
为常的环境会迎来一场乡村卫生面
貌的大改观。“出门都是水泥路，到处
都扫得干干净净，基本看不到垃圾，
加上我们这里早就通了水电气和公
交车，和城里没啥区别。”

在明月村，村民伍宗恒说，农村
卫生环境整治后，他从垫江县城的出
租房里搬了回来，每天乘坐公交车去
县城做工，“比城里还干净些，住家里
舒服，很多村民宁肯把在县城购买的
商品房闲置，也搬回家来住了。”

一套体系确保农村
垃圾有去处

垃圾去哪儿了，答案是一个完备
的农村垃圾收运和处置体系。

例如，在毕桥村，重庆日报记者
注意到，每家每户门口都有两个垃圾
桶，分别标明可回收和不可回收。

村民为啥会主动进行垃圾分类，
而不是过去那样倒进河里？答案是
垃圾和农业废弃物可以兑换成生活
用品，有实实在在的利益。在村子的
中心位置，一个名为“垃圾超市”的商
铺赫然在目。蒋学碧说，她把废旧塑

料、玻璃等有用的垃圾送到这里，超
市会在她的卡上计分。凭借这些积
分，她随时可以来“提取”相应价值的
生活用品。

该超市负责人介绍，他们会鼓励
村民用垃圾积分购买商品。比如，一
袋大米，用现金购买要53元，但用积
分兑换，折合人民币只需要48元。此
举减少了农村垃圾的总量，还有助于
物资的回收利用。

村民认为无用的垃圾，会被送到
村口的垃圾箱。重庆环卫集团定期
派车前来置换垃圾箱。在新民场镇
附近的一个垃圾转运站，长安小卡正
在把从各个村拖运来的垃圾倾倒进
一个更大的垃圾罐中，后者经过压
缩，再由更大的卡车运送至垫江县垃
圾填埋场。

垫江县城管局负责人称，他们
以每吨 200多元的价格，从环卫集
团采购服务，后者在全县26个乡镇
建立了28个垃圾转运站，对各个村
分散的垃圾进行收储和集中转运，通
过这一体系来确保农村垃圾有去处，
不乱丢。

近30亿元的财政投入
让村民受益

重庆市城管局相关负责人介绍，
垫江的做法在全市具有普遍性：目

前，和蒋学碧家门口一样的垃圾桶，
全市有49.8万余个；和毕桥村口一样
的垃圾箱，全市有4.29万余个；像垫
江新民垃圾中转站这样的站场，全市
乡镇共设置了638座。与之相对应，
全市共配置农村生活垃圾运输车辆
3143台，乡镇环境卫生治理专（兼）职
管理人员5370名，行政村保洁人员
3.5万余名。一个完备的农村垃圾收
运和处置体系，基本形成。

依靠这套体系，目前全市已经完
成6.1万余处、64.6万余吨农村存量
生活垃圾治理，清运处理农村日常生
活垃圾282.49万余吨，7849个行政
村生活垃圾得到有效治理，行政村有
效治理比例达到95%以上，受益村民
1085万余人，农村居民对农村生活垃
圾治理的知晓率为96.74%、满意率为
92.5%。目前，重庆38个涉农区县农
村生活垃圾治理均已通过市级验收，
基本达到国家要求的“5有标准”，提
出全国验收申请。

短短几年内完成幅员辽阔的广
大农村地区的脏乱差整治，源于中央
部委的统一指挥和重庆市的高度重
视。2014年，住建部提出，用5年时
间开展全国农村生活垃圾专项治
理。随即，重庆出台相关工作的实施
方案。截至目前，全市各级累计共投
入治理资金29.2亿余元。

过去，垫江县新民镇毕桥、明月两个村脏乱差几乎是一种常态，如今却焕然一新——

村里的垃圾都去哪儿了
本报记者 吴刚

本报讯 （记者 栗园园）10月
31日，重庆日报记者从全市电商扶贫
工作会上获悉，今年1-9月，全市农
村网络零售额近120亿元，农产品网
络零售额近36亿元。

市商务委相关负责人介绍，去年
以来，该委将电商扶贫工作和农村电
商发展作为推动农业产业结构调整、
开展精准扶贫、促进农民增收致富、

构建农村新型流通体系的重要突破
口，并安排了1亿元农村电商发展和
电商扶贫专项资金，积极推进国家电
子商务进农村综合示范创建，不断完
善电商扶贫基础。

如今，我市已累计建成镇村电商
服务站点3866个，14个贫困区县、18
个深度贫困乡镇及所辖贫困村分别
实现了区县级电商公共服务中心、乡

镇农村电商服务站、村级农村电商服
务点全覆盖。在品牌打造方面，我市
共培育出“天生云阳”“寻味武隆”“山
韵黔江”等区域公共品牌近30个。今
年1—9月，全市农村网络零售额近
120亿元，农产品网络零售额近36亿
元。据统计，近两年全市已累计带动
贫困户实现农产品网上销售额7.56
亿元，通过农村电子商务创业就业的

贫困人口已累计超过3.3万人。
虽然我市电商扶贫工作和农村

电商发展取得了一定成绩，但今年
市委第五巡视组、市脱贫攻坚大排
查督导组在对市商务委反馈意见时
指出，我市部分农村电子商务服务
站点运营效果不好，存在站点关门、
业务开展少、没有农产品上行等问
题。此次会议要求各区县要抓紧抓
实巡视整改落实工作，切实规范项
目资金管理和加快项目资金使用拨
付，同时，加快国家电子商务进农村
综合示范创建工作，创新发展模式，
努力提升电商扶贫工作和农村电商
发展实效。

1-9月全市农村网络零售额近120亿元
农产品网络零售额近36亿元

本报讯 （记者 夏元）重庆
日报记者10月31日从市经信委
获悉，经研发机构自愿申报、各区
县经信委推荐及专家评审和现场
核查等流程，我市拟确定重庆南
华中天信息技术有限公司等19
家企业，纳入2018年度全市新型
企业研发机构并进行公示。

新型企业研发机构是指在
我市注册设立，以企业为主体，
整合运用国内外企业、高校和科
研院校所持有的资金、技术、人
才等优势，通过产学研结合、以
市场需求为导向、进行企业化运
作的法人组织，主要从事技术开
发、成果转化、检验检测、科技企
业孵化等研发活动，具有投入渠
道多样化、产学研结合、服务产业
发展等特征。

在入选本年度新型企业研发
机构的19家企业里，包含6家生
物医药企业、5家电子信息企业、
4家装备制造企业、3家汽摩企业
和1家环保企业，以战略性新兴
产业领域企业居多。

市经信委表示，企业研发机
构数量增长明显，是我市企业研
发领域一大亮点。目前全市有
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研发机构千
余家，拥有研发机构的企业占比
为16%，特别是重点支柱产业企
业研发机构发展迅速。例如过
去研发机构建设相对薄弱的电
子制造业，如今研发机构建设步
伐明显加快，该行业建有研发机
构的企业数量在行业企业总数
中占比达25%，高于全市全行业
平均水平。

全市19个新型企业研发机构公示
涉及生物医药等多个新兴产业

本报讯 （记者 夏元）觉得
工业园区运行不够“智慧”？那就
快申报智慧园区建设试点吧。市
经信委10月31日发布消息，从
即日起到11月20日，我市将启
动2018年度智慧园区建设试点
申报，合规园区可向该委提出申
报。

“智慧园区简言之，就是在工
业园区内发展信息技术和智慧应
用，以此提高园区产业聚集能力、
可持续创新发展力和入驻企业竞
争力。”市经信委负责人介绍，
此次申报对象主要面向经国务院
或市政府批准的开发开放新区、
经济技术开发区、高新技术产业
开发区和市级特色工业园区等。
申报条件包括园区应具备较好的
工业和信息化发展基础，信息基
础设施较完备，智慧园区建设基
础能力较强，同时园区对基础设
施网络化、管理服务精细化、产业
发展智能化的需求较为迫切，当

地区县政府、园区管理机构将智
慧园区建设列入近期发展计划或
规划等。

市经信委表示，建设智慧园
区是接下来推动全市工业园区转
型发展的主要任务，首先将升级
园区信息基础设施，包括推动园
区全光纤高速宽带网络建设，实
现“万兆进园区、千兆到楼宇、百
兆到桌面”，形成园区内公共区域
和办公楼宇4G无缝覆盖和免费
WIFI覆盖，并鼓励有条件的园
区开展5G网络应用试点。

在智慧园区平台体系建设方
面，我市将综合运用互联网、物联
网、大数据等技术，建成市、园区
两级联动的统一管理平台，形成
集运行监测、用地管理、环境监测
等功能为一体的智慧园区管理
和服务平台体系。另外，智慧园
区建设还包括推进园区产业智
能化、培育智慧园区试点示范等
内容。

重庆智慧园区建设试点启动申报

本报讯 （记者 申晓佳）
10月 30日，猪八戒网与中科院
旗下中领产业研究院签订合作协
议，首期将有100名涉及农业、工
业、旅游、科技、环保等多个行业
的中科院所属专家入驻猪八戒网
开设网上店铺，以自身的专业和
智慧提供服务。

据介绍，中科院中领环保技
术研究院是中国科学院在长江流
域布局的产业平台，致力于以新
型模式推动传统产业绿色升级，
服务于绿色农业、绿色建筑、清洁
流域与环境治理等产业方向。

“我们希望借助猪八戒网平
台，提供更精准的服务；同时也使
更多的科技成果得到转化，让更
多行业专家服务实体经济。”中领
产业研究院董事长任以伟表示，
通过和互联网平台结合，行业专

家可以更精准地匹配需求，从而
向政府、企业、个人等提供智慧服
务。

猪八戒网总裁王楠介绍，猪
八戒网是一个人才共享平台，人
才共享的目的是服务，行业专家
入驻，能够切实服务各个区域的
产业和经济发展。此外，专家们
在网上开设店铺，提供服务，企业
等购买方可以对店铺进行评价，
有助于提升服务质量。同时，这
一形式也可吸引更多的相关行业
专家参与，形成高端人才集聚效
应。

据悉，首批100名专家的入
驻只是开始。下一步，猪八戒网
还将陆续引进行业专家，通过“聚
众智、汇众力”的方式，持续充实
人才智库、推动产业发展、服务社
会经济。

100名中科院所属专家
组团入驻猪八戒网

智汇八方 博采众长
以大数据智能化为引领推动创新驱动发展

“乱吼一条街”变文化长廊
10月29日，九龙坡区杨家坪步行

街铁马市场边，市民从新建的文化长廊
前经过。

为改善当地居民生活环境，该区于
今年5月启动铁马娱乐街综合整治，目
前已基本完工，全长289米的文化长廊
取代了曾经破旧的“乱吼一条街”。文
化长廊以“三高九龙坡、三宜山水城”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军民融合—进
击的铁马”为主题，由23面7米高的独
立文化墙组成，并与杨九路等工业艺术
休闲街的火车头、坦克等雕塑连点成
线，展示工业城区的历史和风采。

据介绍，该区已投入1.3亿元，先后
整治直港大道、凤西路等 30 条核心道
路，综合整治城市隧道和下穿道 27 座
约9.9万平方米，整治边坡、绿化空地约
6.2万平方米。

首席记者 崔力 摄

近年来，农发行重庆市分行紧紧抓住服务
乡村振兴战略这一总抓手，聚焦“三农”关键领
域、薄弱环节和贫困地区，加大资金投入，着力
支持粮油收储、农村基础设施、农村人居环境
整治、现代农业园区建设等，努力塑造“中国农
业发展银行，服务乡村振兴的银行”品牌形象，
争当服务乡村振兴的排头兵和主力军。

据统计，到今年9月末，该行各项贷款余额
1211.75亿元，围绕“全力服务国家粮食安全、
全力服务脱贫攻坚、推进农村产业兴旺、推动农
村生态宜居”四大重点，贷款余额分别达到
73.17亿元、455.73亿元、18.79亿元和664.46
亿元，有效地助推了全市乡村振兴战略实施。
农发行重庆市分行围绕上述四大重点，突出

“五大抓手”:

围绕粮食保根基

坚持政策性银行办行方向不动摇。坚决
贯彻执行中央和地方粮油储备政策，积极支
持中央和地方储备粮油的增储和轮换，保证
粮食最低收购价收购资金供应，切实解决农
民“卖粮难”问题，不断巩固粮食收储主导银
行地位。与市财政、商委建立地方储备粮管

理工作联席会制度，坚定不移地做好粮油收
储业务，加大对粮食多元市场主体的支持力
度。2016年以来，累放粮油收储贷款25.86
亿元，支持收储粮油44.86亿斤。支持调控
粮油跨省移库和销售出库粮油。支持产业化
龙头企业油料购销流动资金贷款和国家化肥
储备。支持粮食产业化经营，将信贷支持链
条向产前、产中、产后延伸，努力构建全产业
链经营模式。

围绕产业做特色

围绕本地的资源条件，因地制宜支持特
色优势产业发展，增加绿色优质农产品和生
态产品供给。先后发放贷款，持续支持了柑
橘产业、榨菜产业、茶叶产业、生猪收购、屠宰
及猪肉储备产业集约化、规模化快速发展，发
挥产业化龙头企业在当地特色优势农业产业
发展中的带动辐射和示范引领作用。该行在
支持柑橘产业中，全力打造“全产业链”支持
模式，包括土地集中规模经营环节，种苗培育
环节，果木栽植环节，产品加工环节，产品研
发环节，物流设施环节，产品销售环节，教育
培训环节，文化、游乐、康养等配套产业环节，

真正推动特色优势农业产业一体化经营发
展。今年1-9月,该行已发放贷款13.71亿
元，支持各类特色优势产业20余户，重点围
绕柑橘、榨菜、草食牲畜、生态渔业、中药材、
调味品、茶叶等农业特色产业链全环节升级、
全链条增值、全覆盖带动农户脱贫致富。

围绕土地做文章

该行支持的重庆市忠县三峡橘乡·田园
综合体建设项目，以较大规模农民土地流转
集约经营为中心，集休闲、旅游、商业、文化等
为一体，通过种植、加工优质农产品促进农民
增加收入、田园环境吸引外来游客消费、基础
设施建设改善农作环境，实现传统农业向高
品质农业发展的现代农业综合形态。该行支
持的派森百公司采取“公司+基地+农户”模
式发展产业基地。先向农民流转土地，然后
自投资金按标准化对土地进行整治，栽植经
公司选育的优质柑橘品种苗木，待苗木成活
后，将基地移交农民，公司按标准化管护程序
指导农民进行管护，并向果农垫付生产资料
费用，基地投产后全部按高于市场价回收产
品，土地和果品收益归果农。公司通过与当

地贫困农户签订种植收购协议的方式，保证
收购该部分贫困户所种植的柑橘，带动了 附
近乡镇贫困人口大幅增收。该行支持的丰都
县金鸡产业扶贫项目通过“公司+合作社+农
户+贫困户”方式，带动贫困户发展蛋鸡养
殖，部分贫困户通过土地流转、租赁、入股等
方式获得土地补贴，增加财产性收益。可解
决千余人就业，项目净收益将使用部分资金
直接链接补贴近万名建档立卡贫困户。

围绕客户做产品

坚持客户导向，精准分析客户资金需求，
为客户提供针对适用的金融产品和高附加值
金融服务。如该行支持重庆市水投集团，采
取基金+过桥贷款方式，重点支持观景口和
金佛山水库，分别投放PSL资金专项过桥贷
款9.4亿元、基金7亿元和专项过桥贷款6.3
亿元，用于两大工程项目移民安置、大坝修
建、引水枢纽、河道污染源治理等，将解决南
川、巴南、南岸区沿途农村灌溉及近百万人、
畜饮水的需要。该行采用PSL贷款和农发基
金的投放，大大降低了水投集团的融资成本，
为企业节约了上千万元的贷款利息，用最好

的方案赢得客户信任和赞誉，也为项目的顺
利推进铺平了道路。

围绕现金流定项目

注重考察项目收益的贷款承载力、可持
续性，探索与市场化经营主体合作新路径，增
强市场参与能力，通过借款人综合经营收益、
项目运营财务收益等偿还贷款本息。该行支
持的丰都县南天湖片区旅游扶贫建设项目，
收入主要来源于景区门票、森林公园、旅游集
散中心、游乐设施收入等。项目将带动178
户贫困户脱贫致富。该行支持的亢谷片区生
态旅游扶贫开发建设，项目建设内容为新建
生态康体休闲运动中心、生态休闲农庄及停
车场、道路、绿化等配套设施。项目带动了周
边等4个村发展乡村旅游，促进周边一百多
名贫困户增收。

邓锋

农发行重庆市分行 围绕“四重点”突出“五抓手”全力服务乡村振兴

农发行在行动农发行在行动 系列报道系列报道③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