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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报集团三峡分社记者 巨建兵
通讯员 周志华

3月13日，在万州区恒合土家族乡枫
木村的古枫香树公园，沿山公路正在拓宽
改造，挖掘机轰鸣运转、工程车往来如流；2
号、3号民宿已完工，1号民宿正进行主体
施工；8个新建的帐篷酒店正在进行基础设
施建设……

这是三峡恒合旅游度假区加快建设成
为国家级山地旅游度假目的地的热闹场
景。

万州区恒合土家族乡平均海拔1200
米，气候宜人，风景秀丽，是高山生态旅游
的一片热土。正因如此，万州区投资90亿
元在这里打造三峡恒合旅游度假区，将于
2025年全部建成。

该度假区包括龙凤溪谷景观廊、森林
度假区、乡村休闲区、高山康养旅居小镇
等。“森林度假区将打造形成2-3个国家
4A级景区；乡村休闲区由五彩果林、药养
花谷、苗木园圃构成；高山康养旅居小镇将
带来未来度假生活的新体验。”万州区恒合
土家族乡党委书记胡贵介绍，三峡恒合将
着力打好“生态旅游”“康养旅居”“高山避
暑”三张牌，加强农文旅融合，巩固拓展脱
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

鸿凤村五组脱贫户杨溢清家正在盖新
房。旁边，特色民宿和梨园基地建设如火

如荼。
鸿凤村是恒合土家族乡大力发展民宿

产业的试点村之一。村里出资收购村民的
闲置用房，再引进农业公司，以宅基地入
股，打造特色民宿群，并依托民宿发展集种

植、采摘、观光于一体的梨园基地。
“村集体经济每年都有分红，村民可以

到民宿和梨园基地务工，还可以向前来旅
游的客人售卖农产品。”鸿凤村村主任王明
华说。

刘光均是鸿凤村一组脱贫户。2018
年，常年在外务工的他，回乡依托自家的房
屋办起农家乐。走进农家乐的大门，一座
假山水池、一栋三层民居出现在眼前。屋
后，刘光均正忙着修建蓄水池。

前两年，他的农家乐年均收入约10万
元。如今，他又开始对农家乐进行升级，更
新装修，修建花园，还养起了蜜蜂。

“恒合的名声越来越响，我们的日子也
会越来越好。”刘光均说。

恒合土家族乡过去共有市级贫困村6
个，区级贫困村1个。在脱贫攻坚中，他们
因地制宜探索出农文旅结合的发展路子。
尤其是三峡恒合旅游度假区开建以来，该
乡农文旅融合发展的效应显现，全乡贫困
户已实现全部稳定脱贫。

“恒合土家族乡只是万州区推动巩固
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的
一个例子。”万州区扶贫办主任雷传亮介
绍，近年来，该区因地制宜培育出一批中心
城镇、产业强镇、文化名镇，形成一批乡村
振兴重要支点，带动全区农业全面升级、农
村全面进步、农民全面发展。

打好三张牌 文旅促振兴
——万州区因地制宜培育乡村振兴重要支点

□本报首席记者 李星婷
见习记者 张凌漪

白墙青砖的民居，掩映在大片的梨花、
桃林间；村里还有保合书院、乡情馆、非遗
展厅……这是3月12日，重庆日报记者在
长寿区保合村看到的景象。

从前破破烂烂的村庄，因为基础设施
的改善、文化品质的提升，摇身一变成了宜
居宜业的大美乡村。

2020年7月，为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
要讲话精神和市委实施乡村振兴战略行动
计划，市委宣传部和市教委启动了“十校结
百村·艺术美乡村”活动。重庆大学、四川
美术学院、重庆邮电大学等10所高校，分别
与忠县、奉节、石柱等区县的有关镇村结对
子，开展艺术助力乡村文化振兴的行动。

西南大学对保合村“艺术美乡村”的文
化帮扶，让保合村有颜值、有气质。

发掘独特的文化品牌
保合村所在的龙河镇距离重庆主城有

1个多小时车程，是全市88个乡村振兴试
点示范镇之一。

池塘、橘林、民居，构成一幅绝美的乡
村美景。12日，记者抵达保合村，只见广阔
的柑橘地里，金黄的果实沉甸甸地挂在枝
头，一望无垠。

“全村有橘林4500多亩。”龙河镇人大
主席沈洪英介绍，保合村所在的龙河镇是
长寿柑橘种植面积最大、品种最多的镇。
从3月到12月，保合村均有不同品种的柑
橘挂果。橘文化，成为保合村独特的文化
品牌。西南大学美术学院组成专业教师团
队在摸清当地经济、环境、历史等基本情况
后，最终拿出“长寿慢城·橘香福地”的文化
创意方案，包括打造“橘文化节”，设计“一
院一品”等景观。

西南大学为保合村设计的橘娃、寿爷、

旺财等文化IP形象，以及在此基础上衍生
的柑橘礼袋、橘子糖包装、可折叠环保包等
文创产品，让村里干部和群众喜欢得很。

“活化”乡村文化资源
在保合村秀才湾，流传着一个故事：清

初，一杨姓人家自湖北麻城迁入保合村。
杨公设馆授徒，其中童生 8人，配伙夫 1
名。参加县城童试，9人皆中秀才。

现在，杨氏祖居已更名保合书院。门
口，是书生用功读书的雕塑。进得书院，左
右两边墙壁分别是“八生赶考”和“耕读赋”
的浮雕图。国学室、书法室、图书室，书院
洋溢着儒雅浓郁的书香气息。

有趣的是，书院里，不仅有“跋山涉水”

模拟赶考的VR情景体验，还有“乡试-中
试-殿试”等闯关游戏，让游客在模拟赶考
中学习知识。

“每到周末，大概有五六百名游客来看
书、游玩。”书院工作人员介绍，保合书院也
成为保合村独特的文化IP之一。

在保合村村史馆，有围绕耕读文化开
发的72种文创产品；还有用石磨、煤油灯、
织布机等实物，展示保合村的发展史。这
让当地特色的乡村文化资源很好地“活化”
起来。

艺术促进乡村产业升级
“艺术美乡村”，不仅美化了人居环境，

提升村里文化品质，也促进乡村产业升级。

65岁的甘雨林外号“甘麻花”，他做的
麻花是区级“非遗”。如今，甘雨林建起工
作室，麻花有了古色古香的包装袋，生意越
做越好了。

保合村的发展还带动了不少外出打工
的村民返乡，黄凤就是其中之一。去年10
月，黄凤和丈夫辞去城里的工作，回村办起
民宿。暖色色调、回廊里挂满画作，西南大
学团队为黄凤家打造的民宿颇有些艺术格
调。“一间房一晚租100多元，一个月大概
能有五六千元的收入。”黄凤喜嗞嗞地说。

市委宣传部有关工作人员介绍，在“十
校结百村·艺术美乡村”活动基础上，下一
步还将鼓励有艺术特色的各级各类学校与
镇村“结对子”，开展更多的乡村文化建设。

让乡村文化资源“活”起来
——西南大学文化帮扶长寿保合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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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 黄光红）重庆日报记
者3月14日从市商务委获悉，2020年以来，
我市通过实施“加快发展直播带货行动计
划”，促进消费升级和消费回暖，取得明显成
效。2020年，全市共计开展直播带货18.4
万场次，带动销售额突破100亿元。

2020年，我市开展了一系列行动，助力
全市电子商务提质发展、消费升级。如，推
动组建直播电商行业联盟，成立“淘宝大学
电商直播西南分校”，打造阿里巴巴九龙坡
直播基地、天下大足直播基地等10余个，发
展了甲汀等一批直播电商服务机构，培育具
备带货能力的主播超500人。

同时，我市各区县、商超及企业充分利用
直播带货新模式，纷纷上云卖货，激活了线上

线下市场。据统计，2020年，全市开展直播
带货18.4万场次，带动销售额突破100亿元。

今年，各区县、商超及企业在直播带货方
面进一步发力。以1月20日-2月18日我市
开展的“居家嗨购 网上过年”2021爱尚重
庆·网上年货节为例：活动期间，永川区利用
抖音、腾讯视频号等平台开展10场直播活
动，成效颇丰；沙坪坝区利用抖音、快手等直
播平台，通过薇娅等头部主播带货、门店自有

主播带货和年货促销结合的形式宣传引流，
有效提升转化率；永辉超市开展7场直播带
货活动，吸引34.95万人观看，引导成交金额
达45.51万元；重百创客直播销售家电用品，
吸引6.4万人观看，引导成交金额达15万元。

“近年来，我市加快推动商贸企业实现
线上线下融合发展，发展新业态新模式，引
领消费升级。直播带货红红火火，只是我市
消费升级的一个缩影。”市商务委相关负责

人介绍，目前，以线上线下一体化购物、体验
式消费、智慧消费、品质消费等为主要特征
的新型消费，正在我市呈现出蓬勃发展的势
头。下一步，我市将顺应消费升级趋势，加
快线上线下消费融合发展，支持实体零售创
新转型和跨界融合，探索发展智慧商场、智
慧超市、智慧餐厅等新零售。

（4版刊登《透过大数据看重庆消费升级
新趋势》）

新业态新模式引领消费升级

重庆去年直播带货带动销售额破百亿元

本报讯 （记者 陈维灯）3月14日，
市大气污染防治攻坚战指挥部印发了《大
气污染防治2021年重点工作目标任务》，
明确今年重庆将以“主城提升、两群提质、
工程减污、川渝联动”为重点，实施5大类
48条2000余项大气污染防治主要措施，
完成深化工业、交通、扬尘、生活污染控制
和提升污染天气应对能力等重点任务。

在深化工业污染治理方面，突出挥发
性有机物治理、锅炉新标准执行、重点排污
企业监管、涉气中小微企业综合整治等重
点措施；完成挥发性有机物治理337家、涉
气中小微企业综合整治2.2万余家，推进工
业涂装、化工、包装印刷等行业开展挥发性
有机物低挥发性原辅料替代工作，完成水
泥、玻璃、垃圾焚烧发电等15家企业深度
治理和燃煤电厂超低排放改造，加强对
1000余家重点排污许可企业管理。

在深化交通污染治理方面，突出机动
车和非道路移动机械抽检、重型车国六新
标准执行、老旧汽车淘汰、油气回收装置抽
测、纯电动汽车推广、推动加油站夜间错峰
加油等重点措施；完成淘汰、替换老旧车
3.8万辆，完成抽测储油库26座、加油站
320座，推广纯电动等新能源汽车1万辆，
新建充电桩6000个。

在深化扬尘污染治理方面，突出建筑
施工扬尘、道路扬尘、运输扬尘、裸地扬尘
控制和坡坎崖绿化等重点；创建（巩固）扬
尘控制示范工地 430 个、示范道路 430
条，覆盖或绿化 200万平方米以上的裸
土，新增城市绿地1500万平方米，进一步
完善建筑工地“红黄绿”标志分类管控制
度。

在深化控制生活污染方面，突出餐饮
业油烟整治、高污染燃料禁燃区建设、禁止
露天焚烧、烟花爆竹禁燃禁放、生活类挥发性有机物控制、建
筑节能等重点措施；巩固1.1万余家餐饮油烟治理成效，抽测
1260家餐饮业油烟，新增高污染燃料禁燃区19平方公里，完
成公共建筑节能改造30万平方米。

在提升污染应对能力方面，突出空气质量预报预警、区域
联防联控、人工增雨、污染应对加密监测、大气环境科研及大
数据应用等重点措施。对排污企业送技术、送方案、送政策，
发挥中央和市级专项资金效果，落实惠企五条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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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人民代表大会
常务委员会工作报告

本报讯 （记者 颜若雯）3月12日，市五届人大常委会第
四十九次主任会议举行。市人大常委会主任张轩主持会议。

会议听取了市人大民宗侨外委关于《秀山土家族苗族
自治县梅江河流域水生态环境保护条例》审查情况的汇报、
关于《重庆市人大常委会检查〈重庆市宗教事务条例〉实施
情况的方案（草案）》的汇报，听取了市人大常委会备案审查
工委关于2020年备案审查工作情况的报告（草案）起草情况
的汇报。

会议还听取了市人大常委会办公厅关于举行市五届人大
常委会第二十五次会议有关事项的汇报。市五届人大常委会
第二十五次会议拟于2021年3月29日至31日举行。

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周旬、沈金强、夏祖相、王越、陈元
春，秘书长周少政出席会议。

市五届人大常委会
第四十九次主任会议举行

张轩主持

3版刊登

新华社北京3月14日电 中央军委近日印发新修订的
《中国共产党军队纪律检查委员会工作规定》，自2021年4月
1日起施行。

《规定》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
导，深入贯彻习近平强军思想，落实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求，
坚持党对军队绝对领导，坚持全面从严治党、全面从严治军，
坚持聚焦备战打仗，全面加强军队党的纪律检查机关建设，系
统规范军队党的纪律检查机关工作。《规定》的颁布施行，对于
贯彻落实党中央、中央军委和习主席关于军队纪检监察体制
改革决策部署，充分发挥纪委党内监督专责机关作用，坚定不
移推进军队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具有重要意义。

《规定》共7章44条，涵盖纪委领导体制、职责任务、议事

和决定、工作制度、纪律和责任等方面内容。《规定》坚持把党
的政治建设摆在首位，明确纪委首要职责是坚决维护党对军
队绝对领导的根本原则和制度，全面深入贯彻军委主席负责
制，强调纪委工作必须坚守政治监督职责定位，严明政治纪律
和政治规矩，确保部队绝对忠诚、绝对纯洁、绝对可靠。《规定》
全面落实党章要求，紧密结合军队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
争实际，规范明确纪委主要任务和工作内容，拓展充实纪委及
其成员职责，改进创新纪委议事规则，调整完善纪委工作制
度，增强纪委工作的政治性、时代性、针对性。《规定》注重强化
对纪委自身的监督，按照“打铁必须自身硬”要求加强教育、严
格管理、严肃问责，确保各级纪委依规依纪依法正确行使权
力、忠诚履职尽责。

中央军委印发新修订的
《中国共产党军队纪律检查委员会工作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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