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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首席记者 张
莎）重庆日报记者近日从九龙坡
区环卫处了解到，为改进城市管
理，九龙坡区城市管理部门按照

“城市管理要像绣花一样精细”
的要求，初步实现了城市清扫保
洁工作的作业标准化、考核精准
化和监管智慧化：通过手机上的
智慧环卫管理云平台，一般垃圾
10分钟内就能清扫干净。

“以前发现环境卫生问题
要拿纸和笔记录，再打电话层
层转告环卫工，很不方便。现
在，用手机拍张照片上传，一会
儿就看到垃圾被处理干净了。”
在九龙坡区环卫处杨家坪所，
质检员刘永贵正拿起手机翻看
巡查记录，“你看，这是昨天下
午6点过我在直港大道发现的
一处垃圾，10分钟后环卫工就
将清扫后的照片传上来了。随
着以智慧环卫云APP为端口
的智慧环卫管理云平台正式投
用，我的工作更加方便。”

重庆日报记者在智慧环卫
云APP上看到，平台主页面上
包括考勤打卡、公厕巡查、化粪
池巡查、巡查记录、工作统计等
几大功能模块，管理者不仅可
以对分布在全区各个地方的作
业人员进行统一有序管理，也
可针对质检员或市民反映的问
题，第一时间调派最近、最优的
人力进行作业，一般垃圾在10
分钟内、大件垃圾在60分钟内
就可以清扫干净。

智慧环卫管理云平台也为
市民提供了参与城市管理的便
捷途径：关注微信公众号“九龙
坡区城市管理”，点击“我要反
映”一栏，就能反映乱扔垃圾、
乱摆摊、乱停车、乱贴画等情
况，所报事件确认后，还可以获
得随机的现金红包。

据九龙坡区环卫处统计，
该系统自2017年10月投用以
来，已接受“爆料”9838件，全
部按时处理完毕。

九龙坡区推出智慧环卫管理云平台

一般垃圾10分钟内清扫干净

本报讯 （首席记者 汤艳娟）重庆
日报记者1月14日从渝中区深入推进全
域旅游建设新闻发布会获悉，2018年，
该区将以文化为灵魂、以旅游为纽带、以
商业为核心、以城市为基础，大力推进

“文商旅城”融合发展。其中，重点将散
落在街巷的老建筑、老步道、老字号等渝
中文化“明珠”，串成一条耀眼的山城旅
游“项链”，让其成为游客体验山城文化
的旅游景点。

渝中区是重庆都市旅游重要目的
地。它承载着“山水之都，美丽重庆”的
核心内涵，现有不可移动文物210处、全

国重点文物保护点36个、非物质文化遗
产项目46个、4A级景区8个。2017年，
渝中区接待游客5400万人次，被评选为

“全国十大全域旅游目的地”、中国全域
旅游指数排行榜10强。

“渝中区不仅是重庆旅游的重要目
的地，同时也是游客互动体验地。除了
解放碑，我们还有一大批极具特色的老
建筑、老步道、老字号、老工艺等，这些
都将打造成游客体验山城文化的旅游
景点。”渝中区政府相关负责人介绍，
2018年，渝中区将依托现有文化资源，
着力从“增产品、扶项目、建载体”三方

面着手，强化文化底蕴，为经济发展注
入灵气。

其中，该区将重点推进传统风貌区、
山城老街区、特色老社区建设，力求一街
一特色、一巷一特色、一景一特色；依托
区内46个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引导开
发蜀绣、船模等非遗产品伴手礼，建设
3-5个非遗产品体验店；支持开设“揖
美·泊物”等手艺工场体验店，加快推进
后街影视产业园区建设等，打造更多“网
红店”“网红园区”等。

与此同时，渝中区还将针对消费群
体和行为的新变化，把新型商旅文产品

与“山水游”“文化游”“都市游”相结合，
推出一批“重庆渝中”礼物等特色产品；
开展“渝中红店”评选，深度挖掘区域特
色民宿、格调餐厅、个性酒店等跨界融合
的特色业态；推出走读渝中、巴士渝中等
定制化特色线路，搭建商旅文一体化智
能消费服务平台等。

“今年，我们将以全域旅游发展升级
为统领，加快推进国家首批全域旅游示
范区建设，把渝中区打造成为国际知名
旅游目的地。”渝中区相关负责人表示，
2018年，该区力争游客接待量突破6000
万人次，实现旅游业总收入350亿元。

渝中全域旅游划出新年重点
将散落街巷的老建筑、老步道、老字号、老工艺等文化“明珠”串成耀眼“项链”

1月6日，黔江区杉岭乡，2018年的
第一场雪纷纷扬扬，这里成了一片白色
的世界。

重庆日报记者在采访中发现一个现
象，无论是工作之余休息的乡村工作人
员，还是在火塘边烤火的乡亲，听到手机
里微信“嘟嘟嘟”声，都要看一看。经了
解才得知，该乡建有42个微信群，在这
些微信群里发布的内容，不但有党的十
九大精神、惠民政策、便民举措、法律知
识，还有乡情沟通、买卖信息等等。

微信群成为宣传平台

现在微信群无处不在，然而，像黔江
区杉岭乡这样，以组织名义建群，数量如
此之多，效应发挥如此之好，在其它地方
还不多见。

杉岭乡党委负责人对重庆日报记
者说：“我们乡建有42个微信群，群里
有4000多人，约占全乡总人口的一半，
除去老人和小孩，几乎实现了全覆
盖。”

“层层落实群主负责制，所有微信群
发出的是好声音、传播的是正能量。”据
了解，杉岭乡各个村（社区）小组微信群
群主，分别由村（社区）支部书记、党小组
长担任，驻村干部为群监督员，负责在群
里宣传政策，解疑释惑。

党的十九大召开后，杉岭乡抓住时
机，迅速展开宣传，将党的十九大精神，
通过微信群传递到千家万户。例如：为
什么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
代、第二轮土地承包到期后再延长30
年、乡村振兴战略有哪些主要内容等等，
几个月来，每天不断发送。

微信群成为便民平台

针对群众居住分散，办事不便，或者
办事时该带的材料没有带的情况，乡里
委托群主在微信群发布办事指南。比
如，身份证遗失了怎么办？孩子考上大
学怎么走绿色通道？怎么缴纳和领取养
老金？医保政策有那些变化？哪些路段
冬天路滑，行车注意等等。有群众点赞
说：“这个办法好！啥子政策都晓得了，
少跑好多冤枉路。”

对一些行动不便的群众，通过微信
平台沟通，让乡村干部上门服务，或者代
为跑路和办事，也成为微信群的重要功
能。

“村建微信群，不仅可办公、上传村
务信息，还能够增加沟通联系。”苦竹村

党支部书记安明学说，现在很多村民都
是用微信与在外务工的家人交流，不少
老人还学会了微信视频，又快捷又方便，
而且省钱省时。

微信群成土特产推广平台

微信群在传播党的方针政策的同
时，还把家乡的变化，致富的信息，好人
好事也发在群里，让身在千里之外的杉
岭人，了解家乡的发展变化，关心着家乡
的人和事。

家乡的蜂蜜、老红米、豪猪肉、干薯
片、洋芋和红薯淀粉等农特产品，也通过
这些群宣传出去，并卖到浙江、福建、广
东、上海、新疆等10余个省区市。

“今天我通过手机转账收到了3800
元蜂糖钱，买蜂糖的人曾经是我们这里
的一名知青，名叫曾祥云，现居住在沙坪
坝区。他上午10点收到蜂糖，不到1个
小时就把钱打过来了。他从去年开始买
我的蜂糖，今年买了32斤。”说起微信卖
蜂糖，杉岭乡枫香村的王元祥乐开了花。

“除了王元祥的蜂蜜，还有邹江玲的
豪猪肉、红米，谢成华的小灶山泉酒，以
及更多农户的土腊肉、土鸡、土鸡蛋等农
特产品，都是通过微信群和电商平台卖
到黔江城区及全国的10多个省市。”杉
岭乡党委书记李波说。

黔江区杉岭乡以组织名义建微信群，向村民宣传党的
十九大精神、惠民政策、便民举措、法律知识等——

42个微信群成为便民新平台
本报记者 蔡正奋 通讯员 李诗素

1月9日，空中俯瞰整治后的
北碚区龙滩子水库。龙滩子水库
建于1974年，初始功能为农田灌
溉和防洪，随着城市化发展，已成
为一个典型的城区景观水库。但
是，因城市管网基础设施建设不
完善、截污不彻底等原因，该水库
在多年前成了一个臭水凼。近年
来，当地政府先后投资4000余万
元对水库进行改造升级，崭新的
湿地公园呈现在市民面前。

自 2012 年以来，北碚区对 3
条主要次级河流进行综合整治，
完成 4 个重点湖库综合整治和
水质提升工程，实施 4 条黑臭水
体整治，实现全区城镇级污水处
理全覆盖。经过整治，曾经的黑
臭水体成了市民休闲娱乐的亲
水场所。

记者 万难 摄

北碚：臭水凼变成湿地公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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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时代 新气象 新作为

1月11日上午，铜梁区、合川区首次联手行动，在嘉陵江流域的
小安溪河面共同展开清漂行动。小安溪发源于永川，流经大足、铜
梁、合川，最终汇入涪江，全长170公里。通讯员 赵武强 摄

铜梁合川联手小安溪清漂

（上接1版）
从产业内部性看，“深耕”就是深耕产业体系。在蚕桑

业链条的每一个环节上培育经济增长点，认识、发现和挖掘
产业增值收益，寻找和实现产业附加值。肥料组织化供给、
桑苗公益化供给、蚕粪资源化利用、桑枝加工化转移、蚕茧
科技化加工、蚕丝多样化加工、蚕蛹生物化利用，在产业延
伸的每个环节上“吃干榨尽”，产业体系就会丰腴起来。

探索构建市场益贫性机制，把贫困户和市场简单联结
起来还不够，还要深耕产业的外部性和内部性，让贫困户长
期、稳定地获得产业收益和增值收益，这才是厚植益贫性机
制，才是提高市场机制的益贫性。

“岩隔涝（石漠化地区）也长金子了！”深耕产业的效果，
在贫困群众看来，是如此直白，又是如此质朴。2017年，双
龙村村民陈继良养蚕100张，产茧76担，实现收入15万元，
亩平收入达到了3000元，是传统农作物种植收入的3倍。

亲眼看到了蚕桑带来的好处，村民们纷纷栽桑养蚕。
蚕桑业同其他产业要素一起共同作用，实现了黔江历史上
第一次大规模的贫困人口净减少。目前，黔江65个贫困村
中涉及发展蚕桑产业的有20个乡镇52个村，覆盖129个组
1629户，2017年全部脱贫，占全区9452户脱贫贫困户的
12.7%。

美丽生态，厚植产业融合
把美丽生态和脱贫攻坚、发展现代农业、一二三产业

融合结合起来

把美丽生态和脱贫攻坚结合在一起，把美丽生态和现
代农业结合在一起，把美丽生态和一二三产业融合结合在
一起，是黔江脱贫道路上的得意之举。

黔江有着怎样的生态？副区长唐洪芳说，这里青山绿
水，天然氧吧，每年空气质量优良天数350天，森林覆盖率

达到60.2%。黔江有多美？这里有芭拉胡的神秘、阿蓬江
的秀丽、蒲花暗河的神奇、风雨廊桥的恢宏、濯水古镇的厚
重、小南海的清秀、十三寨摆手舞的原生态，难以胜数。

处于小南海风景区的土家族十三寨，过去是出了名的
贫困寨。通过挖掘土家族摆手舞，发展土家族原生态文化
旅游，美丽生态和脱贫攻坚有机地结合在一起了。“唱山歌，
迎亲人……”走进村民张友莲的土家族老房子里，老人嘹
亮、悠远的歌喉把人惊着了。她说：“唱山歌是土家人的习
俗，现在发展乡村旅游正好用得上。”

老人家带着看这看那，看仅有的一间民宿客房。厨房
应有尽有，厕所干净整洁，客房私密朴素。老人家说，收入
嘛，开办民宿农家乐一年有2万多块，卖土特产品有近2万
块。老伴还在村里打点零工，自己在村里表演队演出有点
收入，喂的猪都拿来招待客人卖钱了。收入一年算下来6
万多块，再也不受穷了。

美丽生态和现代农业结合在一起。黔江区区长徐江表
示，实现农业绿色发展，必须提质增效，让农业生产实现从
扩量到提质的转变。

被这里的美丽生态所吸引，福建一家城市资本下乡到
黔江开办了中喔食用菌厂，负责人洪顺清说：“企业效益不
错，2017年创汇2600万美元，实现产值2亿元。”企业生产
的干食用菌主要是出口，也兼顾国内市场。计划到今年底
建设基地2000亩，种植食用菌3000万棒，带动当地农户
1000户脱贫增收，可实现每年每户5万元增收。

目前，黔江已经建成全市规模最大的猕猴桃、羊肚菌生产
基地。以生猪、烤烟、蚕桑等传统产业和猕猴桃、有机蔬菜、羊

肚菌等特色产业为主的“3+X”农业产业体系基本形成。
美丽生态和一二三产业融合在一起。张友莲说，家里

承包山地12亩，大部分都流转出去种苗圃了，自己留种3
亩，主要种点蔬菜、红薯、玉米，直接卖给游客。老人家不知
道，她家的一二三产业正在悄然融合，美丽生态让城乡要素
双向流动，美丽乡村正形成巨大的吸引力。

城乡融合的态势正在加速形成。黔江电商区域公共品
牌“山韵黔江”正在打造，要通过电商品牌，大幅度提高农产
品附加值。黔江已连续9年获“全国生猪调出大县”称号，
50万头无抗生猪产业园区开工建设，获批全国首批农村产
业融合发展试点示范区。

美丽生态，厚植黔江产业融合，成就黔江旅游产业、休
闲农业，“康养+旅游”已经成为黔江新业态。2017年1—
11月黔江旅游接待达1371.76万人次，综合旅游收入达
60.58亿元，分别比上年增长78.74%、88.26%。

精准施策，厚植脱贫动力
摘帽、出列、脱贫，不是万事大吉，设立产业发展后续

巩固基金

眼前的地段，竖着一个地质灾害隐患点警示牌。牌子
上写道：“属中型危岩，高程1010米，主崩方向60度，目前
危岩欠稳定。”抬头看看，左边是山峦，右边是梯田。

跟着黔江区金溪镇平溪村支部书记的脚步，走了2公
里的山涧，来到贫困户龚清学家。

“这个木房子很危险，有多少年了？”老龚回答：“1982
年修的，今年准备搬迁。”黔江区委常委姚登惠说，一方水土

养活不了一方人，金溪镇是全市18个深度贫困乡镇之一，
像平溪村四组这样的地灾点居民，必须实行整体搬迁，区上
准备将居民易地搬迁到正阳工业园区。

问起收入，老龚说：“我比较勤劳，收入还不错，有30多
箱蜜蜂，4头猪，还喂鸡、种一点花生，一年4万多元收入没
问题。”看房子让人很心痛，算收入又让人欣慰。老龚家
3口人，儿子在外打工，这样算下来，脱贫是没有问题了。

脱贫攻坚大逻辑，在于精准施策；厚植贫困户脱贫动
力，在于精准施策。

夯实扶贫基础。切实把农村道路、饮用水、环境整治等
民生实事办实办好。2017年黔江实施农村小康路493公
里，完成村社人行便道硬化180公里。新解决及巩固提升
9.23万人饮水问题，完成土地生态综合治理1.48万亩，建立
村庄环境整治机制。

做强扶贫产业。巩固发展烤烟、生猪、蚕桑三大传统骨
干产业，黔江2017年种植烤烟3.85万亩，收购烟叶8.81万
担，实现产值9865.6万元。全区以种养业为主的贫困村规
模种养户数占45%以上，特色主导产业覆盖农户70%以
上，其中建卡贫困户占40%。接待乡村游客超480万人次，
实现收入3.8亿元。

提升保障水平。全区贫困村已实现通广播、电视、互联
网，建设“电子商务、便民超市、金融网点”143个。建成1个
区级中心、30个乡级站、209个村级服务点三级电商服务
体系，2017年电子商务交易额突破60亿元。

余长明表示，摘帽了，出列了，脱贫了，绝不是万事大
吉，而是提高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成色的开始。目前，黔江已
经投入资金2000余万元，设立贫困户产业发展后续巩固基
金，按照每户2000元标准划拨到户资金，由乡镇街道因户
制宜落实重点帮扶举措。

（原载《人民日报》1月14日9版）

黔江 岩隔涝也长金子了

本 报 讯 （记 者 白 麟
通讯员 刘君）近日，重庆日报
记者从重庆能源集团科技创新
工作会上获悉，通过数年科技
攻关，我市在煤炭工业技术领
域取得了突出成就，特别是在
煤矿开采上有四个方面的关键
技术实现了创新与突破，达到
了国际或国内领先水平。

过去三年，重庆能源集团科
技创新的第一个重大突破，是煤
矿急倾斜薄煤层综合机械化开
采技术。煤层倾斜度在45度以
上为急倾斜煤层，采煤机械在这
样的煤层作业，需要解决自重较
大向下滑落的问题，而如果煤层
较薄，开采会更为困难。此前，
这一直是世界性难题。

对此，重庆能源集团下属
的松藻公司和科技公司在3年
时间里，连续攻克11项关键
技术，获得授权专利20余项，
不仅使急倾斜薄煤层较多的
逢春煤矿实现了“产量翻倍、人
员减半”的目标，工效也提高了
近4倍。该项技术成果通过了

市科委组织的国内专家评审，
达到国际领先水平，并获得
2017年中国煤炭工业科技进
步一等奖。

除了上述技术外，能源集
团还在水力压裂增透抽采、煤
矿岩巷小型盾构机、地面瓦斯
抽采三个方面的关键技术上取
得突破。其中，水力压裂增透
抽采有效解决了高瓦斯矿井瓦
斯难于抽采的难题，获得17项
专利，以及15项省部级、国家
级科研成果，为国内煤层瓦斯
治理提供了可靠技术路径。地
面瓦斯抽采技术则解决了我国
南方煤矿地面瓦斯抽采效果不
佳的问题，对南方煤矿的瓦斯
治理将产生变革性的推动。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煤矿岩
巷小型盾构机的成功研发，其
掘进效率比传统方式高近 3
倍，并可减少一半以上用工，总
体成本可节约 800 元/米左
右。此装备获得专利3项，多
项关键技术填补行业空白，并
达到国内领先水平。

我市煤矿开采领域
四个方面关键技术取得突破

达到国际或国内领先水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