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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郭晓静 黄乔

一个小小生态花园，却有着神奇的“魔法”。
在九龙坡区黄桷坪街道邮电支路社区搬

运东村，一群艺术家和志愿者们，在不足
1000平方米的社区公共区域，建起了重庆首
个社区“生态花园”。

花园的出现，似“魔法”一般，改变了搬运
东村曾经“环境脏乱差，邻居互不理”的局面，
美了环境，亲了邻里，舒了心情。

如今，生态花园里，混种着各类花草和蔬
果，生气盎然；雨水收集池里菖蒲、睡莲长得正
旺，清澈的池水中，可见穿梭的鱼虾；每天傍
晚，居民围坐在花园里，聊天品茶，怡然自得。

就在半年前，搬运东村还是一个“白天垃
圾随处见、晚上路过有些怕”的地方。这个神
奇的花园，究竟蕴藏着怎样的“魔力”？日前，
重庆日报记者前去一探究竟。

“心愿魔法”——

陈孃孃实现了接回孙子的愿望

“幺儿你看，这个是薄荷草，那个结果果
的是金橘……”3月28日下午，邮电支路社
区生态花园里，搬运东村居民陈孃孃正在教
怀里的孙子认花识草。

这时，花园里来了一群人，他们胳膊上
都系着统一的绿色环保带。原来，当天十
方艺术中心、众爱社工和春芽社工三家公
益机构联合办了一场名为“生态自在与邻
里自然——生态‘新’社群公共教育工作坊”
的活动，为当地居民、儿童和志愿者，作生态
理念和种植实操培训，培养社区能人，并组成
花园志愿守护队，对生态花园里部分损坏的
植被进行补种。

陈孃孃赶紧起身，在自己和孙子的胳膊
上也系上了绿色环保带，加入其中。

“没得这个花园，我也不能在这里和老伴
一起带孙子。”陈孃孃轻轻抚摸着孙子的小脑
袋感叹说，她和老伴常年居住在此，感情一直
很好。但孙子出生后，她就独自到儿子家里
帮忙带娃，长时间与老伴分居两地。

“我提过好多次，把孙孙接到我家来带，儿
媳妇就是不同意！”回忆到这里，陈孃孃的声音
有些哽咽，她说，儿媳妇拒绝的理由很简单：环
境脏乱，没有花园，娃儿没得玩耍的地方……

去年底，生态花园建好后，陈孃孃第一时
间给儿媳妇打了电话。“我们社区修了个生态
花园，我可以接孙子过来，每天教他认花花草
草！”陈孃孃的语气里是掩藏不住的兴奋和喜
悦，她主动邀请儿子和媳妇前来“考察”，最终
顺利接来了孙子。

“这是个有‘魔力’的花园，帮我实现了愿
望。”陈孃孃说，她也要加入守护队，在今后的
日子里，精心维护好她的“心愿花园”。

其实，在搬运东村，实现心愿的不仅只有

陈孃孃，住在一楼的居民高伟，也实现了邀请
三五好友，在家门口花园里惬意品茶的心愿。

高伟说，因为社区老旧环境差，以前朋友
们都不大爱来他家里耍，但自从生态花园修
好后，一切都改变了。

如今，高伟不仅加入了守护队，还养成了
上班前下班后，定时给门前花园浇水的习
惯。为了按照生态花园的要求储备浇花水
源，他还特意买了两个大桶，用于收集雨水和
生活废水。

“守护魔法”——

从反对者变为花园守护者的罗孃孃

说起生态花园建设的始末，搬运东村10
栋的两位罗孃孃最是清楚。这两位孃孃都是
种植达人，一位喜欢种海椒，另一位喜欢种蒜
苗。

“你们来干啥子？”去年11月上旬，两位
罗孃孃正在楼下忙着给土里的海椒、蒜苗浇
水，突见一群人拿着测量工具和图纸迎面走
来，顿时警惕起来。

“阿姨您好！我们是来量尺寸的。”十方
艺术中心艺术家邵丽桦，也是生态花园项目
的策划执行人，她告诉两位罗孃孃，此行目的
是计划在搬运东村的公共用地，为居民们免
费修一个花园。

原来，黄桷坪的一群艺术家和志愿者们，
一直在寻找一条让老旧社区生态化、艺术化
的居民共建途径。机缘巧合下，他们了解到

“生态花园”这一新概念，便自发组成项目团
队，希望通过社区居民、设计师、艺术家、院校
师生、志愿者、社会人士等多方参与的方式，
共同打造“黄桷坪的春天——邮电支路社区
生态花园营造项目”。

生态花园项目虽得到了黄桷坪街道以及
邮电社区的支持，却接连遭到居民们的反对。

“那不得行！”两位罗孃孃一听，连忙阻
止。她们担心花园一修，自己便没了种菜的
地方。

见两位罗孃孃态度如此坚决，邵丽桦开
始给她们做起了思想工作。

“你们要保证我以后有地种，我的橘柑树
和黄葛树都得保留。”种海椒的罗孃孃了解情
况后初步同意了修建生态花园的方案，并答
应主动去说服熟悉的邻居姐妹。

历时一个多月的前期调研完成后，去年
12月11日，邮电社区生态花园动工了。“我
看到他们一大群人，免费帮我们建花园，我们
再不支持心里过意不去。”种海椒的罗孃孃
说，为此，她不仅主动加入了志愿者，还动员
了几个姐妹，共同参与生态花园建设。

种蒜苗的罗孃孃，此前始终对生态花园
心存疑虑，看到好多邻居搬土弄泥忙得热火
朝天，她也默默加入了修建花园的队伍。

因为是居民们亲力亲为参与的，对自己

的劳动成果就倍加珍惜。花园建好后，罗孃
孃们时刻都惦记花园里的花草和果蔬，按时
浇水，时时清点，做到“心中有数”。

“金橘结了100多个果子，我每天都要
数，少了几个我心里清楚得很。”现在，种海椒
的罗孃孃正式加入自愿守护队，并时常针对
如何管好生态花园，提出自己的建议和想法。

“能量魔法”——

重拾信心的两位曾老师

四川美术学院艺术与社会专业教授曾途
以及四川美术学院公共艺术专业教授曾令
香，都是生态艺术花园项目的策划人。3月
28日，重庆日报记者见到了两位曾老师。

“说实话，一开始做这个项目，并没多大
信心。”曾令香率先开了口，他坦言，最初带着
一群艺术生和志愿者进社区调研，便遭到居
民们的排斥，这对大家的热情打击不小。

“我们的想法很简单，艺术源于生活，要
想把艺术融入社区，就要尊重老百姓的想法，
倾听他们的建议。”在曾途看来，艺术家走出
工作室，让艺术创新和生态理念与基层社群
链接，是艺术寻找到更多观众的尝试。

打造居民们心中的生态艺术花园，就是
突破口！几位策划人没有放弃，重新带着志
愿者团队走进社区，挨家挨户沟通，倾听他们
的建议和想法。

“要种一些可以食用的植物。”
“墙面有彩绘，才匹配黄桷坪的涂鸦特色。”
“花园走廊没有灯光，要装一个。”
……
居民们的构想，很快形成了张张图纸。

在艺术家和设计师们的笔下，原本环境脏乱
差的社区，不仅划分出多块花园用地，还给居
民们留出了休憩交流的空地。

“我们的营造原则，就是把问题视为正面

资源去看待，对无用的灰色空间进行再造。”
邮电生态花园项目策划统筹杜映萱说，花园
采用道法自然循环生态设计，将“家庭厨余资
源化+社区花园共建+社区环境教育+居民
共治”理念有机融合。

比如，为吸引昆虫，花园选择了多种重庆
本土植物进行混种；肥料方面，大量使用居民
的厨余垃圾；而容器则多是居民们不要的木
板、瓶子或篮子。

“花园里还建立了生态雨水收集系统，用于
植物灌溉。”参与生态艺术花园项目的英国海归
博士、四川美术学院教师靳立鹏说，这样一来，
看似平凡的花园里就有了循环系统：厨余分
类-堆肥-种植系统、雨水收集利用循环系统。

“通过10多天的营建，生态花园于去年
12月26日正式亮相。花园建成后，我们特
意不去管护，用2-3个月时间去观察当地居
民的行为。”杜映萱惊喜地发现，对花园的后
期管理，居民们变得自发主动，邻里关系也
更为亲密。

“曾经觉得这个计划很难实现，实践后才
发现真的可以做成。”重拾信心的两位曾老师
说，如今，不仅整个项目的参与人员都信心十
足，大家可以肯定，正是艺术的介入和环境的
改造，让居民的自治、共治思想觉醒。小小生
态花园用它的“魔法”，改变的不仅是自然生
态，更是人与人、人与自然之间的和谐生态。

“这个项目是一个成功的起点，我们采用
了社区居民‘共建’的模式，并在其过程中，让
具有‘强互惠’精神且具有一定管理水平的

‘社区能人’涌现了出来，实现居民自治。”曾
途告诉记者，他希望这样的生态花园，未来可
以在更多社区复制推广。“如果有50个，100
个，甚至更多这样的生态花园，那每一个生态
花园都可以是人与自然的艺术馆，它们就能
拼接成一整块生态湿地，成为植耕心灵的生
态基层样本。

探 寻 基 层 治 理 密 码 ⑤

邮电支路社区生态花园这个项目是通过
进入社区最基层，从曾经脏乱差的环境“破
冰”，引导居民参与，共同营造生态花园。这
也完成了社会治理第一步——共商共建，而
下一步则需要实现自治，才能走向共享。

之前参与社区基层治理项目有不少失败
经历，分析其原因，主要是社区的能人没有培
养起来，他们领导的社区自组织也没有培养
起来，工作项目组一走，社区就直接“打回原
形”。

但在生态花园这一项目中，邮电支路社
区涌现出了十几位热心人，社会学范畴把他

们叫做“强互惠者”。
他们的行为超越“自利”动机，甚至在预

期个人成本得不到补偿的情况下也会行动。
今后，我们将扩大范围，除热心人外，还会在
包括网格员、楼栋网格长、社区工作者、志愿
者中培养社区能人，让社区的自组织能够成
长起来，夯实社区自治共治基础。

其实，社区自组织，很多城乡社区都存
在，但大多偏娱乐性，缺少社区治理和基层矛
盾调解功能。所以，我们重点会在培育社区
自治型的自组织上下功夫，让他们有组织能
力，解决问题的能力和化解矛盾的能力。

四川外国语大学社会学教授郑昊：

共治共享还需培养社区能人

美了环境 亲了邻里 舒了心情

黄桷坪有个神奇“魔法花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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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月26日，在九龙坡区黄桷坪街道邮电支路社区“生态花园”项目，居民从自己动手参与创作的阶梯上经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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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 周尤）“杨大爷，李家村敬老院污水处
理整改效果你满意不？还有啥需要改进的？”3月30日，江
津区开展巡察集中整改3个月后，53岁的村民杨炯良收到
了一张特殊的“打分表”。巡察整改成效由“老百姓说了
算”，源于去年11月江津区探索建立的群众评判巡察整改
成效机制。这是江津区创新巡察整改评价模式，精准评判
巡察整改效果，认真抓好巡察整改的有力举措。

据了解，为压实整改责任，做好巡视巡察“后半篇文
章”，江津区委巡察工作领导小组出台了《江津区巡察整改
成效群众评判暂行办法》（以下简称《办法》），明确将接受区
委巡察的区管党组织和村（社区）党组织作为评估对象，提
出充分发动群众开展评价，确保巡察发现的问题“条条要整
改、件件有着落”。

“《办法》明确参与评判的范围包括被巡察单位全体机
关干部、村社干部，以及部分离退休干部、服务对象、企业代
表、村民等。”江津区委巡察办专职副主任叶元泽介绍，评判
内容包括落实巡察整改主体责任、完成巡察整改任务、落实
惠民政策、办理民生实事等。

“整改好不好，群众考一考；整改行不行，交给百姓评。”
江津区结合前几轮巡察发现的问题，专门设计了《巡察整改
成效测评表》和《巡察整改成效问卷调查表》，评判等级分为
好、较好、一般、差四等。

测评表主要给巡察整改成效调研评估大会参会群众使
用。而问卷调查表则根据填表对象不同，设置的测评内容
也不同。比如给企业代表的问卷侧重于“营商环境”“惠企
政策落实”等内容，给群众的问卷则侧重“秉公用权”“工作
作风”等内容。

记者了解到，《办法》实施以来，江津区利用院坝会、上
门走访等形式开展问卷调查、电话抽测，共收集测评表
2789份、调查问卷470份。统计结果显示：各单位巡察整
改群众满意度均达到98.5%以上。

“加强评估成果运用，才能避免整改走过场。”江津区纪
委常委邹波表示，对综合评估等次为“差”的单位，当年党风
廉政建设考核实行“一票否决”，并由巡察工作领导小组对
被巡察党组织主要负责人进行约谈，纳入巡察“回头看”重
点对象范畴。

江津区通过实施群众评判巡察整改成效办法，有效克
服了巡察整改“雨过地皮湿”现象，累计督促被巡察党组织
整改各类问题610个，给予党纪政务处分6人次、组织处理
72人次，挽回经济损失927万元，推动了巡察反馈问题整
改见底清零。

整改行不行 交给百姓评
江津区探索建立群众评判巡察整改成效机制

□本报记者 周尤

“给张组长反映问题后没多久，我们6户就全部拿到了
房产证。”前不久，江津区委巡察整改成效调研评估小组回
访之前巡察的先锋镇金紫村，对该村巡察整改效果进行群
众满意度测评。村民江增泽在《巡察整改成效问卷调查表》
中“好”一栏打了一个大大的“√”。

这个“√”来得不容易。
故事得从江津区委第十轮常规巡察第四巡察组进驻先

锋镇说起。
“我是第四巡察组的组长张洪，从今天开始，我们巡察

组将以巡镇带村的方式对先锋镇及金紫村等10个村（社
区）开展2个月的常规巡察。各位老乡如果有问题要反映，
可以和我们交流。”入驻当天，巡察组召开巡察工作动员大
会，镇干部、村民代表近200人参加。

会后，一名中年男子找到张洪，说出了自己的糟心事。
该男子名叫罗开福，是金紫村11社的社长。他反映社

里有6户村民2014年就提交了材料申请办理房产证，但至
今没有下文。“6年多了，再长的手续都应该办完了，我们的
房产证却一点消息都没有。”罗开福气愤地说。

“情况了解了，你放心，我们马上进行核实。”张洪说道。
第二天，巡察组副组长刘亮来到金紫村，和该村代办房

产证的村干部王某面对面核实问题。随后，又前往镇国土
房管所了解情况。

经查，罗开福反映的问题确实存在，村干部和镇干部存
在不作为、慢作为等问题，导致金紫村6户村民的房产证被
拖延6年之久仍未拿到手。

随着调查的深入，巡察组发现该镇国土房管所工作人
员上演“拖字诀”，拖欠了近40户村民的房产证。

“这是基层形式主义、官僚主义的典型，要边巡边改、立
行立改。”第四巡察组随即向先锋镇下发了《立行立改通知
书》，要求镇党委对巡察发现的问题立即整改，维护老百姓
合法权益。

收到通知书后，镇国土所所长白勇在刘亮的带领下，走
访了金紫村11社的6户村民，现场办公，实地查看，对符合
办理房产证的立即办理，对不符合条件的提出整改措施，整
改到位后再办理房产证。

就这样，40户村民陆续拿到了房产证，一言难尽的“办
证难”问题得到了解决。

“反映的问题是否解决？”
“已解决！”
“总体评价该单位整改成效。”
“好！”
接到评估小组发放的《巡察整改成效问卷调查表》，金

紫村的村民们毫不犹豫地在选项“好”的下面划上了大大的
“√”。

整改见成效 村民打了“√”

新闻纵深>>>

重庆市万州区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拍卖出让公告
万州地交〔2021〕8号

根据国家有关法律法规，经重庆市万州区人民政府批准，重庆市万州区规a划和自然资源局决定拍卖
出让2宗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重庆市万州区公共资源交易中心具体承办。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地块基本情况、规划设计主要指标及要求：

二、竞得人义务
1.wz2021-12-14号土地：
该宗土地应配置建设建筑面积≥

1500平方米的街道文化中心，作为受让
人建设义务出资同步修建，并在竣工验
收后无偿移交给重庆市万州三峡平湖有
限公司或区政府指定单位。宗地内配建
的停车泊位在满足《重庆市城市规划管
理技术规定》的基础上超配不少于84个，
超配车位优先用于“世纪康城”业主有偿
使用。

2.wz2021-8-15号宗地
该宗土地所涉3740平方米梯道及

广场，由受让人负责出资建设，同步设
计、同步施工、同步验收，并在竣工验收
后无偿移交给区政府或区政府指定单
位。竞得人需按照区规划和自然资源局
审批的方案和要求实施梯道及广场建
设，梯道及广场与周边统一规划设计，要
结合两侧商业布局，梯道及广场设计考
虑上下联通的便利性，具备联结火车站
的功能。万州区住房和城乡建委对梯道

及广场建设进行监督，受让人的建设义
务履行完成前不得办理竞得土地项目的
竣工验收。

三、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外的自然
人、法人和其他组织，均可申请参加竞
买，但欠缴本区土地出让金的单位和法
律法规、规章等另有规定以及该宗地拍
卖出让文件限制的除外。本次出让可以
独立竞买，也可以联合竞买。

四、竞买申请程序
（一）交纳竞买保证金
竞买保证金须于2021年4 月27日

12:00前汇入以下账户（以到账为准）：
开户单位：重庆市万州区公共资源

交易中心
开户行：重庆三峡银行天城支行
账号：0217016430000038
（二）递交书面竞买申请
已交纳竞买保证金的竞买申请人，

须于2021年4月27日15:00前，向我中
心提交书面竞买申请。申请资料的具体
要求详见拍卖出让文件。

以竞买保证金足额到达我中心指定
账户且我中心收到齐备的竞买申请文件
查验审核通过为准，过时不再受理。

本次出让不接受邮寄、电子邮件、电
话或口头申请。

五、拍卖时间和地点：2021年4月28
日10：00在重庆市万州区公共资源交易
中心。

六、若截止到2021年4月27日15：
00，竞买人不足2人的，则该宗地直接转
入挂牌。挂牌时间自2021年4月28日9
时至2021年5月8日15时（法定工作时
间）。挂牌地点在重庆市万州区公共资源
交易中心。交纳竞买保证金的截止时间
顺延至2021年5月8日14时，提交申请
截止时间顺延至2021年5月8日15时。

七、本次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
按照价高者得的原则确定竞得人。

八、土地出让成交后，竞得人自签订
《成交确认书》之日起5个工作日内向万
州区规划和自然资源局申请签订《国有
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自成交公示

到期后10个工作日内签订《国有建设用
地使用权出让合同》。

九、土地成交价款的支付
竞得人在签订《国有建设用地使用

权出让合同》后一个月内缴纳土地成交
价款的50%（含竞买保证金），剩余价款
在2021年10月31日前缴清。

十、本次出让的详细资料和具体要
求，见拍卖出让文件，可登录重庆市公共
资源交易网(万州区) (网址：https://
www.cqggzy.com/wanzhouweb/) 查
阅或下载。

十一、联系方式
地址：重庆市万州区周家坝天城大

道709号闽天会展中心三楼
联系人：鲁老师
联 系 电 话 ：（023） 58332117

58203136（财务科）
网址：https://www.cqggzy.com/

wanzhouweb/
重庆市万州区公共资源交易中心

2021年4月7日

地块
编号

wz2021-
12-14

wz2021-
8-15

土地位置

百安坝街道
范围

龙都街道大
塘边社区(原
龙宝镇大桥
村六组)

土地面积
(m2)

8409

13348

土地
用途

二类居住
（R2）

住商用地
(R2B1)

主要规划指标

容积率：不得大于2.5（计容建
筑面积不得大于21022.5m2）
建筑密度：不得大于35%
绿地率：不得小于30%
建筑限高：不得大于80米

总计容建筑面积：
不得大于26696m2，其中住宅
总计容建筑面积：不得大于
21356.8m2

容积率：不得大于2
绿地率：不得小于30%
建筑密度：不得大于40%

出让
年限

70年

商业40年，
住宅70年

起始价
(万元)

3716.78

3518.5328

竞买保证金
(万元)

750

71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