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将“最严城市管理”变为常态

3月底，大石坝街道重点布置街
道城市管理攻坚工作，确定以辖区红
石路主干道、水滨路、北滨路为重点整
治目标，逐步延伸至次干道及背街小
巷。

通过建立“街道—社区—物业单
位”三级联动网络，执法人员深入开展
各项集中整治活动，对占道经营、店外
经营、乱排油烟、乱堆乱放、私搭乱建
等违法违规行为进行综合治理。

截至4月10日，街道执法巡查出
动838人次，车辆375次；清理非法占
道经营物品100余起，处理牛皮癣、小
广告270处，劝离游商125次、规范骑
门摊位243户，发放整改通知书185
份。

“我们希望通过这次整治活动，把
‘最严管理’变为常态，把‘治脏’‘治乱’
‘治差’引向深入，着重治理城市‘顽
疾’。”大石坝街道相关负责人表示。

菜地变花园居民很开心

“看嘛，就是这里，前段时间还是
一片菜地，夏天的时候，气味难闻、苍
蝇乱飞，周边居民都有意见。现在不
仅菜地被清理了，还种上了绿植，环境
越来越好了。”东海岸小区居民朱惠芬
很开心。

东海岸小区车库出口有面积约
5700平方米的一块空坝，通过治理，
街道目前已将空地上的蔬菜全部清理
完毕，并且栽植了乔木5000株、红继
木20株、麦冬500公斤。

“走过这里再也不用捂着鼻子一路
小跑，也不再担心脚下会踩到垃圾和污

水了。”石门社区居民陈静指着石门老
街附近一处原先的垃圾堆放点说道。

在近期的城市环境整治中，街道
联合辖区环卫公司针对辖区边坡集中
清理暴露垃圾约12吨，清洗辖区主次
干道及人行道地面、垃圾桶23处，喷
涂油污墙面21处；清理暴露垃圾42
吨；清理菜地6970平方米。整个辖区
的环境品质有了明显改变和提升。

听取民声查漏补缺

大石坝街道在整治环境的同时，
尽可能听取市民的声音，查漏补缺，切
实解决问题，以增强城市生活的舒适
度和幸福感。

“红石路这条人行道，走的人多，
送外卖骑摩托的也不少，人行道地砖
破损严重。平时还好，一到下雨天就
完全是‘地雷’，一踩就是一脚污水。”
家住大石坝街道正街社区的王岭香老
人说起人行道，颇有怨言。

“这次，我们对红石路人行道护栏
（2400米）进行刷漆，修补红石路道沿
石23米、人行道地砖872平方米，更
换破损井盖16个。”大石坝街道相关
负责人说，环境整治是一场攻坚战，更
是一场持久战，如何巩固整治成效，是
接下来需要努力的方向。

（江北区融媒体中心 文／张亦囝
图／曹检）

开展城市环境综合整治 听取民声提升城市品质

大石坝开启“焕新模式”
江北

近日，江北区大石
坝街道通过开展城市环
境综合整治行动，重点
解决各类影响市容市貌
的突出问题，城市面貌
焕然一新，环境品质不
断改善。“焕新模式”明
显提升了市民生活的舒
适度和幸福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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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善环境赢积分

“近段时间，我们村在12个社推
广了环境改善积分制。”康济村党支部
书记白桦说，各社都分别召开了院坝
会，宣讲了有关情况，群众拍起巴掌欢
迎。村里对积分高的农户，除了授予
最清洁庭院、最美农家的牌子外，还会
给予日常生活用品的奖励。大家收拾
家里、美化院子也格外勤快起来。

今年初，铜梁区全面展开了农村
人居环境整治工作，计划连续三年实
施“村庄清洁行动”。“改善农村人居环
境，不仅需要广大党员干部积极参与，
更需要激发村民主动参与乡村振兴建
设美丽家园的内生动力。”铜梁区委组
织部负责人说，该区在全区300多个
村社陆续开始推行农村人居环境改善
积分制度。

农村人居环境改善积分制度由村
和社区（涉农）的党支部负责组织实

施，区里明确了8个示范村以点带面、
以面带片。积分对象为全体村民家
庭，积分项目包括农村“厕所革命”、农
村生活垃圾治理、生活污水治理、村容
村貌提升、农业生产废弃物资源化利
用等重点工作，各个镇街党委根据具
体情况设置积分项目和分值标准，通
过量化考核到农户。

一呼百应齐发力

经过前期的综合治理，铜梁区安
溪镇谭洪村五社的农家，如今房前屋
后干净整洁，花圃里木春菊、格桑花
开得正艳，鸡鸭都实行了圈养。一些
农户正着手将旱厕改成水冲式卫生

厕所。
“现在我们每天把院子收拾干净，

还要在房前屋后多种些花花草草，争
取多挣点积分，评上最美农家。”村民
张秀英高兴地说。

4月9日，在石鱼镇兴发村，村公
开栏里张贴着推行农村人居环境治理
的项目、任务以及积分制评比标准。
数十位村民有的清扫路边和院落的陈
年垃圾，有的翻挖裸露闲置地栽上花
草，一片忙碌景象。

“村里和各社开了院坝会后，可以
说是一呼百应，大伙积极得很，生怕自
家落后，连在城里打工的年轻人也抽空
赶回来帮忙。”村党支部书记张兴洪说。

一户一档要公示

根据安排，农户积分情况村里每
月公示一次，公布前要组织党员干部、
村民代表检查评议，按照一户一档建
立积分台账，最后在村社的公示栏公
示，公开接受村民监督。

“增强群众环保意识，引导群众自
觉发力，农村人居环境整治行动成本
低、易实施、受欢迎，整治成果看得见、
摸得着、管得久。村民们‘赚’了积分，
也‘兑’出乡村环境的新面貌。”铜梁区
委组织部负责人说。

（铜梁区融媒体中心 文／图
赵武强 陈文龙）

300多个村社推行农村人居环境改善积分制

积分兑出乡村新面貌

提起忠县乌杨，很多人或许并不熟
悉，但如果说起重庆三峡博物馆的镇馆
之宝——汉代乌杨阙，相信不少人有所
耳闻。乌杨阙，就因出土于忠县乌杨街
道而得名。

乌杨街道西边约 400 米左右的
地方，有一处叫花灯坟的矮小山梁。
在一般人眼里，这个江边的小山梁除
了视野较为开阔外，并没有什么特别
之处。但在北京大学三峡文物调查
队制定的《忠县文物古迹保护规划》
中，却是这样表述的：“花灯坟墓地所
在的将军村，传说为蜀国名将严颜故
里。这几个大的土冢有可能是严氏
家族的墓群，有重要的发掘研究价
值。”

乌杨阙的发现，颇具传奇色彩。
2001年6月4日，当地一个绰号“王草
药”的村民到河边采草药，发现一处被
江水冲刷后的沙土上露出一大块石头，
上面刻着一种既凶猛又怪异的野兽画
像。“王草药”只有初中文化，却喜好诗
词书画，还能辨别一般的秦砖、汉瓦和
古瓷器。“王草药”看见石头上雕刻精美
的图腾，认定这是极具考古价值的文
物，于是赶快回到场镇上，给忠县文管
所打去电话。

因种种原因，文管所工作人员没及
时赶往现场，乌杨阙差点被当地村民当
成制作猪槽的石材。“王草药”与村民斗
智斗勇，千方百计保全了乌杨阙。后来
经考古专家确认，“王草药”发现的大石
头，实则为汉阙。

汉阙，即汉代石阙，是我国现存时
代最早、保存最完整的古代地表建筑，
是当时寺庙或坟墓前的神道阙，也是身
份和地位的象征。在2000年后的今
天，在汉代建筑已经荡然无存的情况

下，汉代石阙尤显珍贵，有石质“汉书”
之称，是我国古代建筑的“活化石”。

在发现乌杨阙之前，忠县已发现了
无铭阙和丁房阙。无铭阙是我国仅存
的重檐式仿木结构石阙，丁房阙是我国
目前已发现的汉阙中最高的双檐汉阙，
始建于东汉，2001年被列为第五批全
国文物保护单位，现已迁至位于忠县的
白公祠内。但凡到过白公祠的人，进入
大门后，就能远远望见矗立在右前方的
无铭阙和丁房阙。

而乌杨阙，为重檐庑殿顶双子母石
阙，石质砂岩，主阙高5.4米，进深1.7
米，自上而下依次由脊饰、阙顶盖、上枋
子层、扁石层、下枋子层、主阙体、阙基
七部分构成。子阙高2.6米，重10吨。
阙上雕刻有当时的生活场景、神话传
说、飞禽走兽。

现在，走进重庆中国三峡博物馆，
乌杨阙傲立于中庭，位居三峡博物馆十
大镇馆之宝的首位。

（忠县融媒体中心 谢素洁）

忠县：三峡博物馆镇馆之宝的故乡

梁平区和林镇三龙水库最近变了
个样，只见水库范围内水域无障碍、库
面无垃圾、沿岸无违建、绿化无破坏，
呈现出库畅、水清、坡绿、岸美的清爽
画面。水库周边，界桩、饮用水源标识
标牌一目了然，隔离防护如同一个个
坚强有力的“环保卫士”，守护着一库
清水，确保周边村民饮用水源的安全
性。

“以前水库岸线有很多钓鱼、野炊
烧烤遗留下的鱼饵包装袋子、矿泉水
瓶、快餐盒和零食包装纸等白色垃圾。
自从镇乡集中式饮用水源地标准化建
设工程实施后，修建了隔离防护网，安
装了警示牌、视频监控等，再也没有出
现钓鱼、野炊烧烤的情况，如今的水库
变得干净、清爽多了。”梁平区水资源管
理站站长蒋昌明说。

三龙水库云龙水厂、三龙水厂水源
规范化建设工程，是梁平区深入贯彻落
实市环保督察“关于水源地保护区环境
综合治理”反馈意见整改的一个缩影。

2018年6月21日至7月10日，重
庆市第三环境保护督察组对梁平区开
展了环境保护集中督察，提出了“加快
镇乡集中式饮用水源地标准化建设。
排查整治饮用水源保护区范围内的工

业企业、农业面源、生活污染等，确保镇
乡集中式饮用水水源地水质达标率
90%”要求。

梁平区及时明确工作目标、整改任
务，全面开展了镇乡集中式饮用水源地
标准化建设。按照有关规定，对饮用水
水源地保护区标志进行查漏补缺，规
范、整齐、统一设置界碑、警示牌和宣传
牌等标识，合理设置隔离防护，建设预
警、视频监控，以及建立水源地管理档
案等。不仅如此，还要求通过强化保护
区点源污染整治，加强生活面源污染治
理，深化农业面源污染防治，加强日常
巡查监管等一系列措施，扎实开展镇乡
集中式饮用水水源地环境问题整治，并
不断强化水源地风险防控与应急能力
建设等。

截至目前，梁平区已全面完成曲水
镇宝圣水库、蟠龙镇罗家湾水库、蟠龙
镇大沟水库、龙胜乡龙君庙水库、和林
镇三龙水库、合兴镇英勇水库、新盛镇
新胜水库等7个镇乡集中式饮用水水
源地标准化建设，超额完成任务。下一
步，还将全力推进其他镇乡集中式饮用
水水源地标准化建设进度，确保群众喝
上“放心水”“安全水”。

（梁平区融媒体中心 唐祎）

梁平：确保群众喝上安全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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铜梁

■春日阳光明艳，
铜梁区蒲吕街道康济村
的毓青山下，一幢幢白
墙黑瓦的农房格外漂
亮，家家户户院落干净
整洁、花草葱茏……

■铜梁区在 300 多
个村社推行农村人居环
境改善积分制度，调动
群众积极性，乡村环境
出现新面貌。

4月13日，重庆三峡博物绾，傲立
于大厅的乌杨阙。

特约摄影 钟志兵

两江新区

大足区智凤街道八里村，曾经的
“空壳村”，如今特色产业遍地开花，小
龙虾、青蛙、黄花菜、李子、藤梨等特色
种植养殖业在富民的同时，也让该村找
到了发展集体经济的门路。

“为了降低风险，把鸡蛋放在多个
篮子里！”村支部书记冯定金回忆说，
2016年，他现场“答辩”，通过阐述这样
的实施方案和预期效益，帮助村里争取
到150万元扶持壮大村级集体经济专
项资金。

根据方案，八里村集体经济首先入
股的是特色水产养殖。村里出资建好
养殖池、引进种苗，再承包给业主，无论
盈亏，村集体每年按照不低于入股资金
的8%分红。这样的做法，一方面保证
了集体有收入，另一方面降低了村民发
展产业的资金投入。

2018年，小龙虾和青蛙的市场行
情比较理想。一年下来，该村发展的
37亩小龙虾和42亩青蛙共为集体带
来67000元分红。这也是多年来八里

村村集体获得的首笔收入。
近年来，八里村的黄花产业和藤梨

产业已经发展得相对成熟，每年春季有
不少游客到此赏花。为此，村支两委又
打算用集体资金在乡村旅游上做文章。

“我们村共有藤梨300亩，每到梨
花盛开的时候，山上就是一片雪海的景
色，为了让‘花期’延得更长，我们又种
植了60亩李子树，李花开尽梨花开，梨
花开完黄花开。”冯定金说，发展特色种
植业，不仅每年有收成，还能在花期发
展乡村旅游，增加附加值。

发展种植业和发展养殖业有所不
同，并不是以承包出去的方式进行，而是
成立专门的合作社，用集体资金向村民
流转土地、购买种苗、统一管理、销售。

“之所以选择这种方式是因为我们
的种植业已经比较成熟，有把握赚钱。”
冯定金说，下一步，村集体还计划用集
体资金发展黄花菜种植，今年集体经济
收入预计就能突破12万元。
（大足区融媒体中心 刘星 罗正玲）

大足：几个篮子装“蛋”空壳村破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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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捏三下，提背，大家要记住，提背
是提背，捏提是捏提……”4月9日，两
江新区天宫殿街道内，正进行着一场儿
童推拿按摩培训实操课，来自重庆市新
洁净职业培训学校的专业讲师现场授
课，近70名参训人员在场观摩、学习小
儿推拿技能。

此次儿童推拿培训自4月8日启
动，为期五天，包括理论、实操及复习、
模拟考试等环节，帮助参训者学到实
用技能知识，以通过重庆市职业技能
鉴定考试，拿到小儿推拿保健专项职
业能力证书，增加求职竞争力。

这是两江新区开展的众多职业技能
培训其中一场。通过对辖区各类失业人
员和农村转移劳动人员等就业困难的五

类人员进行培训需求调查摸底，两江新
区通过政府购买的方式，与多家培训机
构合作，针对性开展了火锅调味、小面制
作、服装缝纫等多项免费技能培训，帮助
居民就业创业。自2016年以来，已惠
及9331人，其中职业技能培训4852
人，创业培训597人，企业职工职业培
训846人，就业适应性培训3036人。

天宫殿街道居民黄梅是最早的一
批受益者之一。通过近年来参加两江
新区组织的各项职业技能培训，今年
33岁的黄梅因积极努力学以致用，被
培训学校返聘为教学老师，不仅解决了
自己就业，还把技能专长培训带给更多
的学员和群众，从之前的技能初学者蜕
变成了“职业多面手”。

“我现在在学校教授火锅、小面、孕
婴、养老等多项技能培训课程，同时也
在继续学习、考证，我还要与时俱进掌
握更多技能，感谢新区搭建了这个平
台。”黄梅表示。

以天宫殿街道为例，2018年5场
特色培训课程惠及辖区300余名失业
人员，街道工作人员更定期组织回访，
为参训者推荐就业，提供各项政策优
惠，受到居民好评。据介绍，本次的儿
童推拿按摩培训课结束后，五月将开展
针对较大年龄人员的就业适应性培训。

“我的小儿子从小体弱，易感冒，
我已经在外面给他做了两年多的推拿
了，效果不错。所以这次新区组织免
费的培训课程，我得到通知就来了。

学会了以后，现在可以照顾自己的孩
子，等孩子大了，我出去做这个事业也
是不错的。”天宫殿街道居民陈莉说。

除了提升参训者的技能，两江新区
还为参训者提供工作岗位、推荐其就
业，其中符合条件且成功创业的，还为
其提供创业担保贷款、一次性创业补助
等创业扶持政策。两江新区对培训事
前、事中、事后进行全程监督，强化开
班、结业、鉴定、申请补贴等重点环节管
控，确保培训见到效果。

下一步，两江新区将继续加大就业
服务力度，从实际需求出发，探索职业
培训转型，保障困难人员就业和重点企
业用工。
（两江新区融媒体中心 王丹 操梅）

提供精准技能培训 四年惠及近万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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