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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首席记者 龙丹梅

这个夏天，位于巫溪县红池坝镇九
坪村吴家坪的民宿“云中筑院”一房难
求。该民宿负责人李太琼说，从7月
12日正式开业至今，民宿几乎天天客
满，节假日的房间甚至要提前一周预
定。

“一房难求”的火爆场面同样出现
在该镇茶山村、龙台村的乡村旅游点。
据统计，2020年以来，该镇已累计接待
游客7.5万余人次，实现旅游综合收入
850万余元。

红池坝镇是巫溪县最偏远的乡镇，
山高坡陡，过去鲜有外人到来。但今
年，在当地“一横一纵”交通干线尚未完
全贯通的前提下，却出现了“一房难求”
的乡村旅游盛况。

是什么改变了这个偏远山村？8
月下旬，重庆日报记者来到红池坝镇采
访，打探当地如何破题农旅融合发展，
让农房变民宿、农村变景区、农田变景
观。

农房如何变民宿？

九坪村建了个样板工程

8月23日，记者来到海拔1300米
的民宿“云中筑院”时，当地已淅淅沥沥
下了一天雨。即便这样，山路上仍不断
有自驾车辆驶来，没过多久，15个房间
便全部客满。

“云中筑院”是红池坝镇整合乡村
旅游发展资金注入，由九坪村集体经济
组织以土地、房屋入股打造的民宿，一
共有5个院落。1号院由当地一所老旧
土坯房改建而成，保留了当地农村传统
的堂屋、灶火、阁楼等元素，原汁原味地
还原了当地农村生活场景；其余4个院
落为新建，大小和当地普通农家院落差
不多，黄墙青瓦，古朴别致。

“这间民宿是我们为村里想发展旅
游的老百姓打造的‘样板’。”红池坝镇
镇长唐庆介绍，旧房怎么改？新房怎么
建？民宿如何经营？都可以到这里来

找“模板”，花钱不多，效果不错。
红池坝镇山大坡陡、土地零碎，仅

靠调整农业产业结构，村民增收不算
难，致富却不易。于是，该镇依托背靠
红池坝景区的优势，通过建“一横一纵”
旅游干线公路，对外联通云阳、开州，对
内打通通往红池坝景区的公路，因地制
宜为全镇规划了“小组团、微田园、生态
化、有特色”的农旅融合发展之路。

九坪村海拔高，吴家坪又在通往红
池坝景区的道路沿线，气候凉爽宜人，
当地为其规划了依托红池坝景区发展
避暑游的路子。基础设施改善了，但农
房如何变民宿？大家“盲人摸象”，迈不
出第一步。于是，当地便打造了这间

“样板”，为村民提供参考。
由于通往红池坝景区的公路9月

底才能正式通车，加上通往开州的
S502省道尚未完全贯通，民宿开业后
没进行过正式宣传推广，仅靠当地干部
和老百姓通过微信朋友圈等方式宣
传。没想到，来过的游客一传十、十传
百，民宿生意竟异常火爆。客人多来自
巫溪县城和云阳、开州、万州等周边区
县，也有不少游客专程从重庆主城赶
来。

“云中筑院”的火爆也带动了周边
农家乐生意，九坪村三组村民陈耀东新
建的“清源阁”民宿刚开业2个月，已接
待游客400多人次，收入10万余元。

李太琼说，“云中筑院”开业后，周
边的村民和外村的农户都赶来观摩学
习，不少人是从外地返乡的年轻人。

农村如何变景区？

茶山村的农耕风光变AAA景区

从九坪村一路下行至山腰处，幽峭
深邃的高山风光突变，出现在眼前的是
一派朴实自然的田园风光：白墙青瓦的
民居依山而建、按标准化种植方式打造
的李园、修建在李园中的游客步道、步
道两边盛放的波斯菊……

这里是海拔800米左右的茶山农
旅融合示范片，2019年底成功创建“红

池云乡”AAA景区。
唐庆介绍，自确定农旅融合发展之

路后，红池坝镇便因地制宜为每个村量
身定做了农旅融合路径。茶山村同样
位于通往红池坝景区的道路沿线，和九
坪村相比，这里海拔相对较低，冬无严
寒、夏无酷暑，反而突破了镇里避暑游
存在季节性的难题。于是，红池坝镇在
茶山村村民聚居处配套建设乡村旅游
设施，同时流转土地引进公司发展现代
农业，用原汁原味的乡村野趣吸引游
客。

“每天都有游客来，除了自驾游的，
还有专门来吃顿饭的。”39岁的村民钟
小连去年返乡，她经营的农家乐去年国
庆正式开业，靠着一手好厨艺，她的农
家乐一年四季都有游客上门。

红池坝镇自古是川北产茶重镇，种
茶历史上千年，当地茶园村、中岗村、银
洞村云遮雾绕，适合茶树生长。过去也
有企业在此经营茶山，但缺技术、缺品
牌、缺规模，一度茶园荒废，茶树老化。
近年来，红池坝镇改造低效茶园、新建
标准化茶园、打造“巫溪秀芽”品牌，茶
企也依托茶叶基地进行景观化改造，并
配套建设民宿实现“茶旅融合”，将单一
的茶山变成了特色景观。

铁岭村村民依托高山生态种植中
药材，特别是和平沟一带通过土地整治
后标准化种植了400多亩独活。依托
这片中药材，大户李永田正在兴建农
庄，探索“药旅融合”。

通过规模化、可视化、景观化，红池
坝镇将各个村的特色产业打造成了吸
引游客的乡村景观，以此来实现“产业
生态化、农业景观化”。

农田如何变景观？

龙台村竹林小木屋的探索

8月24日，当记者来到龙台村五
组的金竹坪时，重庆好客专业合作社经
营的民宿“金竹柳舍”负责人刘道任正
在竹林间的木屋里忙活。

“竹林间多了6间小木屋，可提供

21个床位。以前我们只有9个床位，
来的好多团队都没法接待，不扩大规模
不得行了！”刘道任说，这是合作社今年
贷款新建的，他以个人名义作了担保抵
押。

4年前，当镇干部建议刘道任在这
里领办乡村旅游时，他明里不吭声，心
里却犯嘀咕。在他看来，金竹坪虽离场
镇不远，但海拔才400米左右，周围又
没有特别的景观，根本不可能有游客
来。

如何把不可能变成可能？当地结
合农村人居环境综合整治，引导村民对
畜禽圈、晾晒架、柴火堆等“脏乱差”源
头进行规范整治，在房前屋后的田地上
搭上豆篱瓜架，让普通的菜园变成可观
赏、可采摘、可学习的“微田园”和农作
物科普基地，把农村生活场景变成了吸
引游客体验的景观。

2019年7月，合作社经营的“金竹
柳舍”乡村民宿开业，注入了当地竹编
手艺、手工制茶等元素，刚开业便火爆
非常，年收入达到168万元，还带动了
35户农户通过入股分红、参与务工、销
售农产品等方式，实现户均增收2.5万
元以上。于是，今年民宿继续扩大规
模。刘道任说，下一步，还将带动村民
自制咸菜、果酒等，提升产业附加值。

唐庆介绍，目前，红池坝镇已建成
渔沙南岸坪、银洞月亮台、茶园小平原、
中岗龙池坝、龙台金竹坪、茶山柑子坪、
九坪吴家坪等7个农旅融合示范片，已
构建起“春品茗赏花，夏避暑摘果，秋观
叶采药，冬民俗戏雪”的四季农旅融合
发展格局。全镇已有4家民宿酒店，乡
村旅游接待户66户，床位622张。今
年以来，已接待游客4万余人次，实现
旅游综合收入450万余元，其中乡村旅
游接待户户均收入8000元以上。

“正是坚持走农旅融合发展之路，
我们才实现了农田变景观、农村变景
区，民房变民宿的蜕变。”唐庆说，预计
本月底，红池坝镇到红池坝景区的道路
将正式通车，届时红池坝镇农旅融合之
路将越走越宽。

偏远山村的民宿为何一房难求
——巫溪县红池坝镇农旅融合发展调查□新华社记者 王立彬 余贤红

洪水滔滔，各地告急。1998年大洪水，来势之猛，持续
之久，史上罕见。

在中国共产党坚强领导下，全国军民以气吞山河的英
雄气概，降服了洪魔，赢得了抗洪斗争的伟大胜利，形成

“万众一心、众志成城，不怕困难、顽强拼搏，坚韧不拔、敢
于胜利”的伟大抗洪精神。

众志成城：壮歌铸造丰碑

江西九江，长江之畔，九八抗洪纪念碑巍然矗立。
1998年入汛后，全国大部分地区降雨偏多，部分地区

出现持续性强降雨，一些地方遭受严重洪涝灾害。长江发
生了1954年以来又一次全流域性大洪水，先后出现8次洪
峰，宜昌以下360公里江段和洞庭湖、鄱阳湖水位长时间超
过历史最高纪录，沙市江段曾出现45.22米高水位。

几乎同时，嫩江、松花江发生超历史纪录特大洪水，先后
出现三次洪峰。珠江流域的西江和福建闽江也一度发生大
洪水。湖北、湖南、江西、安徽、江苏、黑龙江、吉林、内蒙古等
省区沿江沿湖的众多城市和广大农村受到严重威胁。

党中央一声号令，广大军民万众一心，打响了一场抗
击自然灾害的特殊战争。受灾省区广大干部群众同前来
支援的解放军指战员、武警官兵一起，团结奋战，力挽狂
澜，同洪水进行了惊心动魄的殊死搏斗，终于确保了大江
大河大湖干堤安全，确保了重要城市和主要交通干线安
全，确保了人民生命财产安全。

这是一场真正意义上的人民战争。人民子弟兵共投
入30多万人，地方党委和政府组织调动了800多万干部群

众参加抗洪抢险……投入人员之众、物资之多，为人类抗洪史上所罕见。
1998年长江流域大水，大部分江段水位超过了1931年。1931年，长江干堤

决口350多处，武汉三镇被淹3个多月，沿江平原、洞庭湖区和鄱阳湖区大部被淹，
死亡14万多人，灾区哀鸿遍野，民不聊生。而98之夏，万里江堤巍然屹立，沿江城
市秩序井然，人民群众安居乐业，形成鲜明对照。

党群同心：拼搏赢得胜利

在抗洪抢险第一线，各级党组织充分发挥领导核心和战斗堡垒作用。广大党
员身先士卒，冲锋陷阵，成为抗灾军民的主心骨。

面对新的特大洪水的巨大威胁和考验，灾区广大干部群众，人民解放军指战
员、武警官兵和公安干警，齐心协力，团结拼搏。全国人民体现了强大凝聚力，成为
抗洪抢险一线军民的坚强后盾。“一方有难、八方支援”的感人故事，“全国一盘棋”
的大支援、大协作，充分彰显了社会主义制度的巨大优越性。

长江岸边，出现一幕幕动人场景——
1998年9月，九江江新洲南堤的安置大棚里，一个女娃呱呱坠地，父母给她取

名“志江”。在洪灾中出生的志江，2020年刚大学毕业，二话没说便扛起铁锹上了
大堤。在汛情最吃劲的日子里，当地共回来4000多位青壮年。

伟大的抗洪精神，代代相传。

提升能力：实现“安澜”“安居”

二十三年过去，山水换新颜。
1998年大洪水，特别是长江中下游发生严重的洪涝灾害，除气候反常、降雨集

中等原因外，也暴露出长江上游生态破坏严重、水土流失加剧，中下游河道淤积、泄
洪能力减弱，不少江段堤防薄弱、防洪标准低等问题。

1998年大洪水后，国家加大投入，加快长江黄河等大江大河大湖治理，提高防
洪标准。长江中上游地区大力开展水土保持综合治理，实行封山育林，防治水土流
失，改善生态环境；中下游地区干堤建成高标准防洪堤，清理河障，禁止围湖造田，
恢复河道行洪能力；对过度开垦、围垦的土地，有计划地还林、还牧、还湖；开展以堤
防建设为重点的防洪工程建设，长江干堤得到全面加高加固，主要支流堤防以及洞
庭湖、鄱阳湖区等堤防陆续加高培厚。特别是三峡工程建设完成，在拦洪错峰中发
挥了显著作用。

水利建设是安民兴邦的大事，关系到中华民族生存和发展的长远大计。
2020年8月，习近平总书记深入安徽考察调研，将防汛救灾和治河治江治湖

作为考察重点之一。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愚公移山、大禹治水，中华民族同自然灾
害斗了几千年，积累了宝贵经验，我们还要继续斗下去。这个斗不是跟老天爷作
对，而是要尊重自然、顺应自然规律，积极应对自然灾害，与自然和谐相处。”

党的十八大以来，党和政府高度重视生态环境保护，高度重视完善防洪体系，
不断提高防汛抗洪、防灾减灾能力。正是得益于此，以及大力传承、弘扬伟大抗洪
精神，我国成功应对了2013年东北地区嫩江、松花江、黑龙江大洪水和2016年长
江、太湖等流域大洪水；2020年，又一次战胜了特大洪水灾害，最大程度保障了人
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在党中央坚强领导下，随着国家综合实力不断增强，随着抗御自然灾害现代化
能力的日益提高，中国的治水理念正在发生着历史性变化，中国正向着江河安澜、
人民安居的目标迈进。 （据新华社北京9月6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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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龙坡 多措并举全力促进创业带动就业

创业政策宣讲

就业是民生之本，创业是发展之
基。近年来，九龙坡区把促进大众创
业、万众创新作为稳就业的重要举措，
通过扩渠道、搭平台、强服务，提升全
区创业活力，让“有收入”和“能致富”
相衔接，成为稳定就业的助力器。

扩渠道 点亮创业梦想

从一个人做代驾来支撑全家开
支，到自己创业做起卤菜熟食生意，
家住西彭镇城西家园的杨露几年来
生意越做越红火，月收入达到近
7000元。

“以前做代驾的时候收入很不稳
定，妻子要照顾两个小孩没有参加工
作，家庭生活负担很重。”杨露说，“想
创业，但是资金少，也没有明确目标，
一度挺迷茫的。”

九龙坡区人力社保局和镇街工作
人员了解情况后，推荐他进驻创业大
市场的商铺，并协助办理工商营业执
照等，帮助他走上了创业之路。如今，
杨露夫妇的卤菜生意积累起人气，客
流量稳步攀升。“家门口”创业使杨露
一家经济收入明显提升，并有了更多
时间照顾家庭。

杨露并不是个例，在西彭镇新民
村5社，50多岁的孙德学也实现了“家
门口”就业。因为照顾家人，孙德学一
度无工作无收入来源。在九龙坡区人
力社保局的指导下，她在临近的合作
社找到了蔬菜种植的工作，每月收入

1500元左右，既兼顾了家庭又有了收
入，孙德学一家的生活水平得到逐步
提升。

在九龙坡区，已有上千名居民实
现了创业梦，迈出了增收致富的第一
步。

“我们打破传统就业创业方式，探
索‘家门口’就业创业新模式，着力打造

‘创业苗圃’‘创业大市场’。‘创业苗圃’
的摊位零租金提供给有创业意愿但欠
缺经验、资金、项目的居民，通过规范化
管理并辅以创业政策扶持，解决居民
白手起家创业难的问题。”九龙坡区就
业和人才中心主任李邦锋说，同时，因
地制宜打造较高层次的“创业大市场”，
强化指导培训，帮助有做大做强意愿
的创业者打开致富门路。

目前，九龙坡区已建立起“创业苗
圃+创业大市场+创业培训+创业指
导”一站式创业载体，极大地丰富和拓
展了全区创业及就业渠道。累计打造
创业摊位 2352 个、带动就业创业
7357人，开发创业大市场门面1387
个，入驻创业大市场的创业者年均收
入5—20万元不等。

搭平台 激发创业活力

为激发大众创业的激情与活力，
九龙坡区不断完善原有“创业苗
圃”“创业市场”“就业服务超市”“手
工作坊”等功能载体，引导各镇街打
造“培训基地”等新载体，打造公共

就业服务云平台，开发“网络直播带
货”等新业态，用好“夜市经济”等新
平台，为全区企业和求职人员精准
推送政策、培训等信息，促进更多劳
动者实现就近就地就业创业。

同时，积极培育孵化平台新“种
子”，研究出台《九龙坡区创业孵化
基地（园区）认定和管理办法》，并给
予新认定区级创业孵化基地一次性
补助5万元/个；成功认定为市级创
业孵化基地给予一次性补助 60 万
元/个，进一步充实辖区创业孵化基

地队伍。
目前，九龙坡区共计有市级创业

孵化基地4家、区级孵化基地2家，
在孵市场主体存量210余户，帮助2
家孵化基地获得疫情期间孵化助创
补助，累计开展创业沙龙、创业论
坛、创业大讲堂等各类创业活动50
余场次，带动就业近5000人。

下一步，九龙坡区将持续发力，
办好办活“高校毕业生就业服务
月”“金秋招聘月”等系列就业活动，
进一步夯实公共就业服务云平台，

为群众提供更多就业岗位。同时，
推进创业载体建设，力争下半年再
新增两家区级孵化基地（园区），成
功申报两家市级创业孵化基地（园
区）。此外，全力确保城镇新增就
业、离校未就业高校毕业生就业率
等考核指标圆满完成，继续保持全
区就业形势稳定。

强服务 增强创业实效

创业过程中，资金是一个绕不开
的话题。

九龙坡区云泰字牌经营部是一家
从事广告设计制作的公司，去年受疫
情影响，公司陷入资金困境。在九龙
坡区人力社保局的指导下，公司负责
人了解到免息创业担保贷款政策，申
请了创业担保贷款20万元，保障了公
司的日常资金周转及员工工资等支
出。今年，云泰字牌经营部已走出困
境，公司迈上发展快车道，共吸纳12
人就业。

解决创业者的燃眉之急，九龙坡推
出个人创业担保贷款额度最高可达20
万元，符合条件的小微企业贷款基数20
万元/人，额度上限可达300万元。

不仅如此，除了与市级相关政策
保持同步，九龙坡发挥创业担保贷款
贴息资金引导作用，持续加大创业担
保贷款政策实施力度，继续实行个人
贷款全额贴息，小微企业贷款给予
LPR100%的贴息。2020年以来，已

累计发放创业担保贷款近5000万元，
直接扶持创业 220 人，带动就业近
1000人，让想干事者有机会、能干事
者有舞台。

与此同时，九龙坡区积极转变服
务方式，推进创业担保贷款“网上申
请”，切实让群众少跑路，使服务对象
真切地感受到创业服务的高效、便捷
与贴心；变“被动服务”为“主动服务”，
多手段全方位宣传创业担保贷款的实
施范围、申请条件、贷款额度等相关政
策，力争让政策惠及更多人；建立6名
区级创业导师队伍，健全创业导师

“1+N”点对点创业帮扶机制，开展创
业导师进社区、进学校等活动，已服务
100余人次创业者，赢得社会各界一
致好评。

今年是“十四五”开局之年，九龙
坡区将砥砺前行，继续发挥好创业担
保贷款贴息资金引导作用，做好创业
项目跟踪帮扶，加强组织创业导师服
务基层专项活动，挖掘高校毕业生、失
业人员、贫困人员等群体的创业典型，
大力发挥其示范带动作用，全力鼓励
大众创业、万众创新。其中，将特别以
探索打造就业创业实训基地为抓手，
切实推动“家门口”就业工作优化升
级，聚焦更高质量更充分就业创新实
践，突出区域性就业创业“一站式”全
方位公共服务，再创九龙坡区就业创
业工作新亮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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