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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 黄光红）12月29
日，市政府网发布《重庆市深入推进金
融支持乡村振兴政策措施》（以下简称

《政策措施》），从六个方面提出30项举
措，引导金融机构在“五见”（见产品、见
对象、见模式、见规模、见风控）上更实
更细更聚焦用力，加大金融支持乡村振
兴力度。

市金融监管局相关负责人介绍，30
项举措综合起来可以概括为六个“聚
力”：聚力优势互补，加大银行业金融机

构支持力度；聚力精准施策，加强对重
点对象的资源倾斜；聚力协同联动，加
快金融产品和服务创新；聚力普惠金
融，夯实农村基础金融服务；聚力改革
创新，推进一批金融工作试点；聚力长
效机制，强化政策支持和激励引导。

其中，在加强对重点对象的资源倾
斜方面，《政策措施》强调:

做好脱贫人口小额信贷工作，加强
对新型农业经营主体金融服务，做好对
重要农产品生产的融资保障，支持构建

现代乡村产业体系，助力补齐农业农村
基础设施短板，加大对农业科技创新的
支持力度。

在加快金融产品和服务创新方面，
《政策措施》提出：加快数字金融创新运
用，扩大农村产权抵押融资范围，持续
深入推进政策性银担合作，提高农业保
险服务能力，发挥债券融资支持作用，
支持涉农企业上市融资，扩大私募基金
直接投资。

（下转2版）

重庆出台六个方面30项举措
深入推进金融支持乡村振兴

□本报首席记者 龙丹梅

“过去年年讨租金，今年却能从这
块土地上分红，真是没想到。”12月28
日，璧山区健龙镇新石村新石溯农家
乐院坝，四组村民谭朝勋从村党委书
记代伟手中接过分红款，很是感慨。

前些年，新石村300多户村民将
800亩土地流转给一家苗木企业，用于
发展苗木和林下养殖。后来，企业经营
困难，开始拖欠流转金。村民钱也拿不
到，地也收不回，800亩土地逐渐“烂
尾”。

在今年“我为群众办实事”实践活
动中，当地党委政府把解决新石村土
地问题与乡村振兴远景规划以及发展
集体经济联系起来，由村集体以“三
变”改革的方式“接盘”，把800亩“烂
尾地”变成了带动群众增收的“香饽
饽”。

800亩土地“烂尾”
新石村位于璧山南部，全村户籍

人口3156人，常住人口却只有700多
人,多是老弱妇孺。

全村1900多亩耕地全部流转给

了农业经营主体，最大的一宗就是这
800亩地。当年，村民与苗木公司签订
土地流转协议时约定，企业于头年年
底结清下一年土地流转金85万元。企

业起先几年都能如约付钱，但2018年
底，村民没像往年一样收到钱。

“我们去找公司现场管理人员，他
们说，自己的工资都被拖欠了，公司账

上没钱。”谭朝勋告诉重庆日报记者，
村民们多次要钱无果，村委会就出面
找公司负责人协调，公司这才于2019
年7月还清了头年的租金。但到了当
年年底，公司又开始拖欠租金。

村民气愤不过，便拦住来买苗木
的货车，要求将购树款抵扣土地流转
金。如此几番后，买树的车再也不敢
进村。公司树卖不出，村民钱也拿不
到，800亩土地就这样“烂尾”。

镇、村干部多次找到公司负责人
协商，好不容易达成了用卖苗木款抵
扣流转金的协议，但公司没有按协议
履约，仍旧拖欠租金。而且，那些卖出
苗木的土地因没有补植，开始逐渐荒
芜。党员干部们愈发急了，“这事再不
彻底解决，老百姓意见会越来越大。”

村集体临危“接盘”
今年初，结合党史学习教育，健龙

镇在“我为群众办实事”实践活动中，
聚焦群众反映集中的普遍问题、发展
痛点难点和历史遗留问题全面摸底排
查，列出“问题清单”。 （下转4版）

璧山区健龙镇新石村

800亩“烂尾地”如何成了“香饽饽”？

□本报记者 陈国栋

截至12月25日，全市乡镇领导班
子圆满完成换届，村（社区）“两委”成
员大幅实现年龄、学历“一降一升”。

以党建为引领的基层治理，把党
的全面领导落实在城市最基层，把党
组织领导下的居民自治推进到城市最
前沿，把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回应
到家门口。

……
2021年，全市基层党组织和广大

党员深学笃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思想，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
记关于加强党的全面领导和党的建设
重要论述，全面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对
重庆所作重要讲话和系列重要指示批
示精神，贯彻党中央决策部署和市委
工作要求，紧扣“强组织、当先锋、开新
局”目标，坚持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
领，以庆祝建党100周年为主线，以开
展党史学习教育为载体，以县乡村换
届为抓手，以提升组织力为重点，大力
实施农村党建提升、城市党建引领、模
范机关创建、国企党建提质、高校党建
创新、两新党建攻坚“六项行动”，全市
基层党建工作迈上新台阶。

“领头雁”显担当
带动乡亲致富忙

推进太公山景区基础设施建设，
上门了解花木企业产销情况，谋划第
十二届太公山花木旅游文化节……这
段时间，气温骤降，但江津区杜市镇湘
萍村党总支书记、村委会主任毛兴兵
的脚步并未停下来。

毛兴兵自2010年以来一直任该
村党总支书记。这次换届选举，他书
记、主任“一肩挑”。上任后，他盘活村
里老旧集体资产，入股两家公司。同
时引导花木产业优化升级，建立富硒、
花木、旅游“三位一体”的产业体系，推
进三产融合。今年以来，全村花卉产
业总产值达5000万元，解决了1000
多名农民就业，带动450户农户种植
花木，帮助农户增收约500万元。

毛兴兵带动村民发展产业，帮助
乡亲们致富增收，只是我市新一届村
（社区）“领头雁”“上马就干”的缩影。

加强农村基层党建，发挥党组织
战斗堡垒作用和党员先锋模范作用，
在我市，这样的例子还有很多。

为把乡村建成喜欢的样子，铜梁

区狠抓“带头人、年轻人”两支队伍建
设，把品行正、能力强、口碑好的年轻
人选拔进村党组织；因地制宜打造以
村党群服务中心为基本阵地的综合服
务设施，整合乡村振兴“会客厅”、讲习
所等多种功能，切实为群众办实事、解
难题，让党组织成为坚强战斗堡垒，成
为最坚实的依靠。

綦江区加强村党组织标准化规范
化建设，持续开展村（社区）党组织书
记评绩定星，“一支一策”整顿软弱涣
散村（社区）党组织。

我市聚焦“乡村振兴”，大力实施
农村党建提升行动，扎实抓好乡村两
级集中换届、驻村帮扶、软弱涣散村党
组织常态化整顿，坚持把发展壮大村
级集体经济作为基层党组织一项重要
任务来抓。市委组织部会同13个市级
单位组成乡村组织振兴工作专班，清
单化推进抓党建促乡村振兴各项工
作，以乡村组织振兴巩固拓展脱贫攻
坚成果、推动乡村全面振兴。

疏通堵点痛点
回应群众诉求

党的工作最坚实的力量支撑在基

层，经济社会发展和民生最突出的矛
盾和问题也在基层。

我市基层党组织发挥“主心骨”作
用，聚焦“基层治理”，大力实施城市党
建引领行动，紧扣推进基层治理体系
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深化城市基层党
建系统建设整体建设，探索打造“巴渝
先锋物业”，推动在职党员“三进三服
务”，深化党建引领网格管理等工作，
着力破解物业管理、力量下沉、治理服
务“最后一公里”等难题，疏通堵点、难
点，把温暖留在群众身边。

九龙坡区华岩镇民安华福社区是
一个有着5万余人的社区。社区党委
创设安心创业党支部，着力化解群众
难题。

安心创业党支部探索“党建+家门
口就业创业”项目，建立就业指导中
心，打造“线上自选”和“线下招聘”两
大就业服务超市，设立“巧手梦工坊”、

“创业苗圃”摊位、“创业市场”门市，举
办“每周一聘”“每月赶集日”专场招聘
会，帮助4300多人实现“家门口”就
业。今年，社区党委被表彰为“全国先
进基层党组织”。

75岁的老党员程长模，是重庆市
图书馆的一名退休干部。 （下转4版）

党建引领促发展 固本强基兴巴渝
重庆实施“六项行动”扎实推进基层党建工作

本报讯 （记者 李星婷）12月29
日，首批国家应用数学中心之一的“重
庆师范大学重庆应用数学中心建设项
目”开工仪式在西部（重庆）科学城举
行。这标志着重庆市首个国家级数学
科研平台建设工程动工。下一步，中心
将加强人才引育，不断提升科研水平，
以应用数学领域的高水平科技创新推
动重庆高质量发展。

据了解，布局建设国家应用数学中
心，是国家加强“从0到1”基础研究的
一项重大举措。2019年9月，重庆师范
大学牵头成立重庆应用数学中心，中心
联合中国科学院大学、北京大学、重庆
大学、西南大学等高校和科研院所在应

用数学领域的研究优势，与重庆长安汽
车股份有限公司等核心单位合作共建。

2020年2月，重庆应用数学中心
成功获批科技部首批支持建设的13个
国家应用数学中心之一。这是我市在数
学基础学科领域获得的首个国家级平
台，标志着我市数学学科跻身国家队伍。

记者在现场了解到，重庆应用数学
中心建设项目建设地点位于重庆师范
大学（大学城校区），其规划总用地
27052.53 平方米（约 41亩），地上 10
层，地下1层，工期一年半。项目主要功
能为科研教学学术交流用房、图书展示
用房、行政办公及配套设备用房等。

（下转2版）

本报讯 （记者 颜若雯）12月28
日，市人大常委会主任张轩在重庆市法
规规章规范性文件数据库建设试点工
作汇报会上指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
平法治思想，紧扣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法治体系、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总
目标，以高质量备案审查工作，推动高
质量数据库建设。

2021年6月，全国人大宪法法律
委、常委会法工委决定在广东、浙江、重
庆、宁夏4个省区市开展省级法规规章
规范性文件数据库建设试点工作，要求
在今年年底前初步完成数据库建设，并
作为子库适时与国家法律法规数据库
互联互通。

半年以来，重庆相关数据库建设
工作有序推进，已摸清现行有效规范
性文件底数，并首次推动乡镇人大、
乡镇政府对直辖以来制发的所有现
行有效规范性文件进行清理。目前，

数据库已有7项功能开发完毕并投入
使用，下一步将尽快完成后期建设工
作。

张轩指出，备案审查是中国特色的
宪法监督制度，建设法规规章规范性文
件数据库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国家制
度和法律制度不断完善和发展的重要
标志。要把强化管理、服务群众作为数
据库建设的关键，为全面推进依法行
政、全面推进全民守法提供有力支撑。
在建设收尾阶段，要广泛深入听取使用
者的意见建议，确保建设成果使用便
捷、务实管用。建成以后，要坚持数据
库的公益属性，确保数据库文件经过严
格备案审查，把数据库管理好、维护
好。要加强对区县、乡镇备案审查工作
的指导，扎实稳步推进乡镇规范性文件
审查试点工作。

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王越、秘书长
周少政出席会议。

张轩在重庆市法规规章规范性文件
数据库建设试点工作汇报会上指出

以高质量备案审查工作
推动高质量数据库建设

本报讯 （记者 王天翊）12月29
日，重庆日报记者从市市场监管局获
悉，《重庆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贯彻
落实国家标准化发展纲要的实施意见》
（以下简称《意见》）近日印发出台。《意
见》提出到2025年全市标准化总体水
平达到内陆领先水平；到2035年市场
驱动、政府引导、企业主体、社会参与、
开放融合的标准化格局全面形成。

据介绍，从2020年底启动调研和
起草以来，《意见》对照《国家标准化战
略纲要》的内容和要求，结合重庆标准
化工作实际进行了创新、调整和细化。

《意见》提出，到2025年，重庆将实
现标准供给由政府主导向政府与市场
并重转变、标准运用由产业与贸易为主
向经济社会全域转变、标准化工作由国
内驱动向国内国际相互促进转变、标准
化发展由数量规模型向质量效益型转
变，全市标准制定水平、实施水平、监管
水平明显提高，政府主导制定标准与市
场自主制定标准协同推动高质量发展

的新型标准体系基本形成。
同时，《意见》明确了实现全域标准

化深度融合发展、标准化质量水平大幅
提升、标准化开放程度明显增强、标准
化发展基础更加牢固四大目标。到
2025年，重庆将新增参与制定（修订）
国际标准10项以上，新增参与制定（修
订）国家标准、行业标准500项以上，新
发布地方标准500项以上，新自我声明
公开企业产品和服务标准10000项以
上，新培育发展团体标准300项以上，
新建设标准化试点示范项目50个以上，
新成立市级专业标准化技术委员会10
个以上，争创全国标准创新贡献奖5项。

为实现上述目标，《意见》明确了8
个方面主要任务，包括推动标准化与科
技创新互动发展、标准化助推智能制造
高质量发展、完善绿色发展标准化保
障、加快乡村振兴和社会建设标准化进
程、强化区域协同发展标准化支撑、提
升标准化对外开放水平、推动标准化改
革创新、夯实标准化发展基础。

市政府办公厅印发《实施意见》

到2025年重庆标准化
总体水平达到内陆领先

当地村民在蔬菜基地务工。 记者 张春晓 摄/视觉重庆

我市首个国家级数学科研平台

重庆应用数学中心动工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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握好“接力棒”
重庆迈出乡村振兴新步伐

按下“加速键”
巴蜀文化旅游走廊步入佳境

本报讯 （记者 刘一叶）抒情的管
弦乐、优美的二胡协奏、高亢的男高音独
唱……12月29日晚，2022年（第25届）重
庆新年音乐会在重庆大剧院大剧场奏响。
此次音乐会采用网络传播的方式，以一
场“云中音乐会”为市民送上新年的祝福。

音乐会分为“百年辉煌”“乐贯中西”
“崭新征程”3个篇章，重庆交响乐团的百
位演奏家、重庆市歌剧院的百位歌唱家，
联袂著名指挥家、中国国家交响乐团常
任指挥姜金一，著名男高音歌唱家魏松、
范竞马，以及著名青年小提琴演奏家高
参，共同献上华美乐章，给广大市民留下
绝美的音乐记忆。

2022年重庆
新年音乐会
云端奏响

▶12月29日，2022年（第25届）重庆
新年音乐会在重庆大剧院奏响。

记者 齐岚森 摄/视觉重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