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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左黎韵

9月28日，初秋已至，云阳环湖绿
道依旧草木葱茏。步道外，长江水面波
光粼粼，美不胜收。

沿江步道旁，操着外地口音的姑娘
段斯斯正举着手机聊视频：“妈，这是你
上次来过的环湖绿道，现在更漂亮了，你
们国庆也过来玩吧，我再带你们好好逛
逛……”她不时切换镜头，拍下眼前的山
水风光。

这天，云阳33公里环湖绿道全线贯
通，8个城市公园、30多个休闲节点串珠
成链，实现一步一景。

云阳地处三峡库区腹地，长江从境
内奔流而过。近年来，当地围绕建设“成
渝地区公园城市标杆地”这一目标，结合

“点线面”立体空间，统筹布局环湖绿道、
城市公园、绿地通廊等生态景观，加速推
进城市品质提升，让辖区居民收获满满
的幸福感、获得感。

33公里沿江绿道
串出最美风景线

“三峡蓄水后，平湖美景处处可见，现
在沿岸又融入园林景观，修建了亲水步道，
漫步其中，真有江岸如画的感觉。”段斯斯
5年前和新婚的丈夫从湖南老家来到云阳
后，就经常到沿江一带“打卡”游玩。

“以前江岸环境没现在好，来玩耍的
人也不太多。”段斯斯回忆，彼时，环湖绿
道尚在建设中，部分路段仍聚集着大批
砂石码头，砂堆一个连着一个，污水横
流、尘土飞扬，十分影响城市形象。

云阳水域面积广阔，拥有68.8公里
的长江江岸线，以及蜿蜒50多公里的澎
溪河（云阳段）。江岸线是不可再生的宝
贵资源，早在2014年，云阳县便启动县
城库岸环境综合整治工程，沿江镇街与
城管、水利、交通等部门协调配合，开展
联合执法，对沿江砂石码头、涉江违建进
行全面关停、拆除，从源头上减少污水、
生活垃圾及砂石等排入江河。同时，完
善沿江区域的污水处理系统，先后修建
了18条排洪沟、21条拦截沟、7个污水
泵站，将长江和澎溪河两岸的污水截流
后，再经过污水处理设备进行处理。

“不同于简单的环境整治和风貌改
造，我们在修复江岸线生态系统的基础
上，还注重完善城市功能，优化岸上、岸
下空间布局，整体提升城市形象。”云阳
县相关负责人称。

由此，云阳县按照“功能驱动，城景
融合”这一思路，在滨江沿线布局了月光
草坪、四方井、白兔井等8个主题公园，
30多个休闲节点，并将云阳独特的盐
井、农耕文化融入其中，依托33公里环
湖绿道将这些公园、景点串珠成链，形成
集园林绿化、休闲观光、健身于一体的滨
江景观带。

一路上，段斯斯还跟记者讲了件趣
事：她老家在湖南一个小县城，只有两个
不大的广场公园，去年父母第一次来云
阳游玩，瞬间被滨江沿线的风景深深吸
引，老两口从没见过这么广阔的滨江景
观带，立刻商量着要来云阳定居养老。

记者沿着环湖绿道打探时发现，曾
经以转运砂石、水泥、钢材为主要功能
的四方井码头，如今已成了农耕文化体
验园，用石磨、石碾、条石、碓窝等老物
件砌成的公园迷宫，不仅延续了城市文
脉，还吸引众多市民打卡；江岸沿线落
差高达 30米的消落带被种上了狗牙
根、马蹄筋、芦竹等乡土植物，在固土护
岸的同时，也让滨江一带重现水清岸绿
的美好景象；新建的环湖绿道树木林
立，花圃、草墙处处可见，纷至沓来的行
人在江边驻足留影，构成一道美丽的风
景线。

100余个公园遍布城区
满足群众生活所需

这段时间，家住云阳双江街道梨园
社区的姚锡加有了个新爱好，每天吃过
午饭，他都会约上几个好友到楼下新建
的香山游园下象棋。

云阳是三峡库区唯一远距离全迁县
城，由于城市规划较早，一些城郊结合地
区存在配套不足、居住环境较差等情
况。“随着城市建设进入高质量发展阶
段，提升城市功能品质，更好地满足人民
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求，成为我们打
造‘成渝地区公园标杆地’的重要路径。”
云阳县相关负责人说。

去年以来，云阳县加大城市绿地建
设力度，将道路节点、小区周边、市区街
角的闲置地块利用起来，因地制宜建设、
改造了一批“口袋公园”，让城郊结合地
区的居民也能享受到“人在园中，城在林
中”的惬意生活。

“‘口袋公园’不是单纯的绿化，在前
期设计规划中，我们就充分考虑到它的
功能性和实用性，在美化城市环境的同
时，还能与周围居民需求紧密贴合。”云
阳城市管理局园林科负责人李林说。

香山游园便是其中之一。游园附近
是一片安置房小区，居民大部分是60岁
以上的老人。考虑到老年人健身、休憩
的需求，游园内不仅栽种了香樟、桂花、

小叶榕等绿色植物，还增设了塑胶跑道、
石桌、石凳等公共设施，让居民在休闲中
收获“稳稳的幸福”。

事实上，“口袋公园”只是云阳围绕
居民点打造绿化面的一个缩影。近年
来，云阳加快实施“增绿添园”提升行动，
形成了“大公园＋小公园”“市政广场＋
小游园”的四级公园层级。

截至目前，云阳县遍布城区的大小
公园、广场、小游园共有100多个，人均
公园绿地面积达17.5平方米，让“一天
的公园、一年的公园、一生的公园”这一
美好愿景逐渐成为现实。

边坡披“绿装”
小切口惠及大民生

除了串珠成链的滨江景观带、遍布
街头巷尾的城区公园，云阳还不断推进
城区主次干道边坡的绿化美化，以点带
面整体提升城市功能品质。

说起边坡治理，家住云阳北部新区
新中医院附近的邓恩超颇有感触：“过
去，迎宾大道旁就有一片裸露边坡，整治
前坡地光秃秃的一片，很不美观。若遇
上暴雨天气，坡上还偶尔有碎石冲下地
面，出门开车都得特别小心。”

云阳县城环山而建，地形起伏。以
前，一些道路沿线的坡地或岩石裸露，或
杂草丛生，或乱堆乱放，或圈地种菜，成
为城市提升的一道难题。

为加快建成宜居宜业宜游的公园
城市，近年来，云阳县依托“坡坎崖绿
化美化”工程，推进城区主次干道边坡
治理，将城市山体生态修复与公园景
观协同营造，打造独具特色的城市绿地
通廊。

“我们按照‘上垂、下爬、中连接’的
原则，在坡地地势较高的地方栽种了三
角梅、凌霄等垂吊植物，地势较低的地段
则以种植爬山虎、藤本月季等爬藤植物
为主，同时在中部连接段栽种了地被植
物、乡土树种等，推进城市道路的绿化、
彩化、香化、美化。”李林介绍。

然而，一些坡地落差大，坡体整体向
上倾斜，工人很难进场施工，按照常规方
式整治根本行不通。迎宾大道附近的边
坡便属于这一类高切坡。如何才能因地
制宜打造园林景观？

为此，该县组织部门、专家多次勘
测、研讨，最终确定了在边坡加固的基
础上，通过植入植生袋完成坡体整
治。植生袋具有良好的透气性和透水
性，工人将预先装有土壤、种子的植生
袋放置边坡后，再用铁丝网固定，待植
生袋内的植物长出后，便可在公路沿
线形成一个个园林景观，让边坡变得
美观整洁。

邓恩超率先尝到了边坡绿化的甜
头：以前光秃秃的坡地种上了麦冬、葱
兰等地被植物，坡上还点缀了小叶榕
等绿化树种，从远处望去，宛若铺上了
厚厚的“绿毯”。而且，边坡加固后，他
所担心的落石、滑坡等安全隐患也得
以消除。

目前云阳县已完成43万平方米“坡
坎崖”绿化美化，城市绿地覆盖率达
43.8%，预计年底“坡坎崖”绿化美化面
积还将增加至55万平方米，城区基本实
现“推窗见绿、出门见景、四季见花”的美
好景象。

随着城区园林绿化水平的提升，云
阳城市管理也更加精细化、智能化。譬
如，滨江路沿线的主干道安装了“多杆合
一”智慧路灯，不仅整合了道路监控、夜
间照片、一键报警等功能，路灯还能根据
光线、车流量等自动调节亮度，让居民出
行更放心；云阳智慧停车诱导系统也已
覆盖城区200余个停车场，3万余个停
车位，车主登录手机App即可精准搜索
到最近的停车信息，“停车难”问题得到
有效解决。

“接下来，我们还将在城市品质提升
上花大力气，不放过任何一个边边角角，
以绣花功夫做好每一件民生小事。”云阳
县相关负责人掷地有声地说。

□本报记者 左黎韵

9月 26日，黔江区阿蓬江镇大
坪村村支书兼村级河长王露像往常
一样来到阿蓬江边巡河。阿蓬江为
乌江第一大支流，在大坪村境内全长
12公里。

不久前，王露获得“时代的奋斗
者——2021 年重庆市最美河湖卫
士”称号。她说：“村级河长是守护阿
蓬江的前沿哨兵，我不仅要站好这

‘第一哨’，还要带领村民们过上宜居
宜业的美好生活。”

生活垃圾曾是污染源

29岁的王露是土生土长的大坪
村人。2019年，她大学毕业返回老
家，成了全区最年轻的村干部，也成
了阿蓬江镇大坪村村级河长。

“童年记忆里，阿蓬江河碧水
清。”王露说，随着村里的发展，沿江
一带逐渐成为居民聚居的地方，生活
垃圾成了水域环境的主要污染源。

王露刚担任河长时，河道两岸经
常能看见村民随手乱扔的瓜皮、塑料
袋等垃圾，一些村民还时常在岸边放
养家禽，给河水造成污染。王露调研
发现，村民环保意识不足是造成河流
污染的主要原因。

阿蓬江重现水清岸绿

2019年底，王露召集村民们开
了一次院坝会，引导大家共同爱护水

域环境。不过效果差强人意。“一些
村民觉得保护江岸环境是村里的事，
跟自己没啥关系，最初工作开展得并
不顺利。”王露坦言。

一次，一位村民将食品袋随手
扔在了河边，跟在身后的王露捡了
起来。见村干部亲自帮自己捡拾
垃圾，村民的脸红了。王露发现，
跟着村民捡垃圾这个方法还挺管
用，渐渐地，在村干部的带动下，村
民们都不好意思再随手乱扔垃圾，
并自觉加入到河流保护中，成了江
河卫士。

这几年，村民环保意识增加了，
岸边垃圾减少了，阿蓬江又重现水清
岸绿的景象。

绿水青山鼓了村民腰包

河畅水清的阿蓬江成了热门
打卡地。王露提议，借此发展生态
农业，带领村民探索乡村振兴之
路。

去年，在王露的提议下，大坪村
按照“集体经济＋村民入股”的形式
发展了500亩稻田养鱼，她还把水源
保护纳入村规民约，发动村民互相监
督。入股村民除了每亩每年有500
元的保底分红外，产业见效后还能获
得效益分红。

2019年，王露参与管护的阿蓬
江荣获“长江经济带美丽河流”称
号。依托这一生态优势，她还有许
多打算，“接下来，村里将着手江岸
的美化、绿化，并大力发展乡村民
宿，进一步将生态优势转化为发展
优势。”

黔江村级河长王露：

站好阿蓬江“第一哨”

本报讯 （记者 李星婷）近日，
由市教委、市农业农村委员会、市科
协、市乡村振兴局主办，重庆文理学
院和重庆新发展生态修复与产业研
究院共同承办的首届重庆大学生乡
村振兴创意大赛启动。大赛旨在探
索助力乡村振兴的新路径，目前有
40余所高校的1800个项目参赛，总
决赛将于今年11月进行。

此次大赛以“创意点亮乡村，创
新助力振兴”为主题，以永川区黄瓜

山村为赛点，面向重庆普通高校学生
开设文创设计、公益创意两个赛道，
重点围绕乡村文化振兴、乡村产业振
兴设计作品。

大赛将通过校级初赛、市级复
赛、中期训练营、总决赛等环节，最终
决出特等奖、一等奖、二等奖和三等
奖，评选出优秀指导老师和优秀组织
奖。赛后，组委会将对参赛获奖项目
及团队进行持续跟踪关注，推动项目
能够高效落地、长期可持续发展。

首届重庆大学生乡村振兴创意大赛启动

本报讯 （记者 王翔）9月28
日，作为第四届中国重庆·涪陵榨菜
产业博览会的重要系列活动之一，
2021中国企业慈善公益500强发布
暨第五届中国企业慈善公益论坛正
式在北京启动。

随着系列活动的日益丰富完善，
如今，榨菜产业博览会由过去单一的
行业专业展会，“升级”为涪陵扩大对
外开放，提升知名度，加强招商引资
的新平台、新引擎。

“榨菜”是涪陵的第一名片，涪陵
榨菜产业博览会也是全球唯一以榨
菜为主题、展示多产业融合创新发展
成果的专业展会。

“第四届中国重庆·涪陵榨菜
产业博览会将于12月18日在涪陵

区开幕。”涪陵区相关负责人介绍，
为了进一步扩大榨菜产业博览会
影响力，使其成为涪陵高质量发展
的重要支撑，涪陵区不断延伸其展
会内涵，着力将其打造为一个具有
全球影响力的专业展会、涪陵的对
外展示窗口，吸引更多各类客商到
涪陵投资兴业。

第四届中国重庆·涪陵榨菜产
业博览会首次与“2021中国企业慈
善公益 500 强发布暨第五届中国
企业慈善公益论坛”活动联袂举
办，将在榨菜产业博览会期间正式
发布慈善公益 500 强、抗洪捐赠
500强、慈善企业家、十大最受尊敬
企业等排行榜，上榜企业数量接近
1000家。

涪陵榨菜产业博览会12月举办

本报讯 （记者 赵迎昭）9月
28日，由重庆一带一路经济技术合
作中心主办的《秘书工作2400问》
新书首发式在渝举行。该书由重
庆市秘书学会编撰，重庆出版集团
出版。

该书根据党和国家公文处理的
最新规定，立足秘书工作实际，着力

解决秘书工作“是什么”和“怎么办”
的关键问题，从辅助决策、公文处理、
公文写作、事务办理、秘书素养等五
大板块，分成34章2400个问题。

该书采用问答式写作方法，提问
切中现实，回答紧扣主题，文字简明
扼要。全书实行网络化编排，查询简
便快捷。

《秘书工作2400问》首发

串珠成链扮靓城市“面子”
绣花功夫做实民生“里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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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28日，云阳县环湖绿道，家长带着小孩在福星公园玩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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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 美 河 湖 卫 士

本报讯 （记者 周尤）“我以前不
让公司纪委进入公司权力运行的核心环
节，排斥监督，还想办法给下面的人留点
捞钱的空间，认为这样才能让他们像打
了鸡血一样地去干。如今，走到这一步
完全是咎由自取……”9月16日，当巴
南经济园区公司原党委书记、执行董事、
总经理胡骥痛定思痛的悔悟通过电视屏
幕出现在该区“以案四说”“以案四改”工
作会现场时，在场的127名区级部门、单
位党政“一把手”心灵受到极大冲击。

今年3月，中共中央印发《关于加强
对“一把手”和领导班子监督的意见》（以
下简称《意见》），明确提出把对“一把手”
的监督作为重中之重。为贯彻落实《意
见》要求，巴南区聚焦区级部门、单位“一
把手”，以巴南经济园区公司原党委书
记、执行董事、总经理胡骥严重违纪违法
案为反面教材，分类分层开展警示教育，

深化“以案四改”。
胡骥31岁提任正处级领导干部，33

岁执掌区属国有公司，却对党不忠诚不
老实，违规收受礼品、礼金，长期接受可
能影响公正执行公务的宴请，在干部选
拔任用中排斥异己、任人唯亲，利用职务
便利为他人谋利，非法收受财物300万
余元。去年11月，41岁的胡骥被开除
党籍、开除公职，涉嫌犯罪问题移送检察
机关依法处理。

党的十九大以来，巴南区有4名区
级部门、单位“一把手”被区纪委监委采
取留置措施。“这些人身处权力运行的关
键环节，却无视法纪、擅权妄为，带坏了
班子、搞乱了风纪，严重污染了所在单位
的政治生态，虽然最后都受到了纪法惩

处，但反映出对‘一把手’监督存在薄弱
环节。”巴南区委常委、纪委书记、区监委
主任蒋成昆说。

巴南区在深入剖析“一把手”案发根
源的基础上，采取系列措施着力解决当
前上级“一把手”对下级“一把手”监督、
领导班子监督、自我监督中存在的问题，
以有效监督管好管住“关键少数”。

例如，推行区管“一把手”每年在区
委常委会扩大会议上述责述廉并接受
评议、每月在区委常委会上报告落实全
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情况制度，将监督
下级“一把手”情况作为每年向区委述
职的重点内容。区纪委监委建立纪委
书记同下级“一把手”谈话制度，并推行

“定向签发工作提醒函”办法，由区纪委

监委主要负责人将监督检查、专项检
查、信访举报工作中发现的突出问题，
点对点签发给相关区级部门、单位“一
把手”，协助同级党组织加强对下级党
组织“一把手”的监督。区委巡察办将

“一把手”工作和生活情况作为巡察谈
话必谈内容，并将“一把手”履行第一责
任人职责和廉洁自律情况在巡察报告
中单列，提出整改意见。

“接下来，区纪委监委将继续严格履
行专责监督责任，督促各级、各单位结合
本系统查处的案例，扎实开展警示教育，
用身边事教育身边人反躬自省，杜绝‘看
戏’‘猎奇’心态，主动接受监督，严格自
我约束，自觉远离低级趣味、抵制歪风邪
气、抵制特权思想。”蒋成昆说。

巴南区127名“一把手”集体参加警示教育会

以有效监督管好管住“关键少数”
党风廉政看巴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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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通讯员 黄伟）近日，
驱车从黔江金溪镇前往太极乡，沿线
随处可见有道路在扩建，该路段扩宽
工程属于X091黔彭路望岭至太极
段二级公路标准改造项目。黔江区
聚焦民生、精准发力，积极稳妥推进
区内干线公路提档升级。

X091黔彭路望岭至太极段是
黔江区太极乡两条主要出入通道之
一，总投资约1.1亿元，目前项目总
体进度已过半。该路段改造完成后，
路线全长将由7.35公里缩减至5.92
公里，路宽将由7米扩宽至8.5米沥
青混凝土路面，设计时速将由20公
里提升至40公里，并同步完善交通

标志标线、安全护栏等。
太极乡今年在建及规划交通方

面建设项目有5个，目前已全部启
动建设。太极乡公路改造项目只是
黔江聚焦民生积极推进公路建设、
加快区内干线公路提档升级工作的
一个缩影。今年以来，黔江先后实
施了G319线濯水过境公路、阿蓬江
至细水码头旅游公路和青杠至太
极、正阳至蓬东至马喇、黑溪至黎水
等二级公路提档升级工程5个、28
公里，建设市级文明路 349 公里，

“五纵六横”干线公路网络路况明显
变好，区内公路互联互通水平不断
提升。

黔江积极推进干线公路提档升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