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综合管理中心：63907104（传真） 63907131 63907102 广告经营中心：63907707 63907714 编辑出版中心：63907179 时政社会新闻中心：63907181 63907224 SZSHZX11@163.COM

编辑 李薇帆 美编 乔宇

2018 年 6 月 25 日 星期一 3版

阿蓬江蜿蜒流淌，将濯水古镇环绕怀中。
有了阿蓬江的滋养，濯水古镇自唐朝至

今，一直是远近闻名的富庶之地。
然而，毗邻濯水古镇的濯水镇双龙村，因

地处海拔600至1100多米的喀斯特地貌区，
却自古贫穷。

“全村近3000亩耕地，除227亩水田外，
‘鸡啄地’占了一半，种‘三大坨’（即苞谷、洋
芋、红苕）只能填肚子。”双龙村支部书记孙祥
生说的“鸡啄地”，指的是喀斯特地貌区中零散
的土窝。多年种植“三大坨”等农作物，不仅收
成难有保证，还极易造成这些土窝水土流失，
加剧喀斯特地貌区石漠化，“村里重度石漠化
面积一度达到1100多亩，种不成庄稼也关不
住水。”

有没有什么办法，即能治理日益严重的石
漠化，又能带动村民增收致富呢？

桑树种植治理石漠化
生态环境持续改善

“种烤烟、发展蔬菜基地、培育食用菌……
我们试了很多办法，但都收效甚微。因此，到
2014年，双龙村还是市级贫困村。”孙祥生称，
也正是在2014年，黔江区进行区域内的石漠
化治理，在双龙村的喀斯特地貌区试验栽植桑
树，取得了良好效果。

试验栽植表明，“鸡啄地”极其适合栽植桑
树，不仅存活率高，而且桑树发达的根系能堵
住岩缝、保持水土，能够持续改善喀斯特地貌
区的石漠化面貌，有效改善生态环境。

“以前村子里到处都是光秃秃的石头，一
落大雨，雨水就带着‘鸡啄地’里的泥土往山下
冲。泥土冲走了，‘三大坨’也种不成了。”村民
粟海燕家里的几亩地，都处于石漠化区域，贫
穷的家境让她只能外出打工。

过去，在双龙村，放眼皆是裸露的黑色石
头，晴天就缺水，雨天就发山洪，不仅生态环境
脆弱，还严重威胁当地村民的人身财产安全。

近年来，双龙村持续利用种植桑树治理石
漠化，在喀斯特地貌区之间贫瘠的“鸡啄地”里
都种上了桑树，如今已达到2600多亩，村里满
目皆绿，生态环境得到了极大改善。

“雨水都被桑树根吸收了，发山洪的次数

越来越少；连晴许久，河沟也不会干了。”孙祥
生表示，随着石漠化得到有效治理和生态环境
的持续改善，平均海拔超过800米的双龙村还
吸引了不少人来此休闲避暑。

发展桑蚕助农增收
产业体系日益丰富

桑树种植不仅解决了石漠化问题，还可借
此发展桑蚕产业助农增收。

“现在全村598户村民有400多户种桑、

150户养蚕。”孙祥生介绍，村里几乎家家户户
的生活都与桑蚕产业有关，除了种桑养蚕外，
不少村民在种桑养蚕户打工，日均收入100元
左右。

2017年，全村82户村民养蚕2103张，产
茧1632担，实现产值294万元，养蚕农户靠养
蚕的平均收入就达到了3.58万元。

2015年，看到其他人种桑养蚕能赚钱，长
年在外打工的村民杨明忠也决定留在村里试
一试，便承包了200亩地种植桑树，去年养蚕
45张，收获蚕茧140担，收入超过20万元，还

解决了一些村民的就近就业问题，“养蚕一年
有四季，一季要雇30个人工。”

正是因为村里桑蚕产业发展态势良好，许
多以前外出务工的村民纷纷回到村里，或是种
桑、或是养蚕、或是在种桑养蚕户打工。如今，
全村1886人中仅有不到10%的村民在外务
工。

如今，双龙村还计划在村里建设蚕沙有机
肥加工厂，利用蚕沙生产有机肥。

“一张蚕台一季的蚕沙在1000斤左右，今
年全村有650张蚕台，一年下来蚕沙能有近千

吨。”孙祥生介绍，专家研究发现，蚕沙干品中
含铜、铁、锌等微量元素，并含少量生物碱。此
外，蚕沙有机肥与普通有机肥相比，具有不存
在重金属污染、不含有机污染物、不含抗生素、
盐分含量低、PH值呈碱性可改良酸性土壤等
生态优势，具有良好的市场前景。

深耕桑蚕产业体系
每个环节都“吃干榨尽”

据了解，黔江区有石漠化土地面积3万余
公顷，属于全国石漠化严重发生地区之一。黔
江便探索将石漠化治理与蚕桑产业发展相结
合，大量栽植桑树。如今，黔江全区桑园面积
已达13万亩，成为重庆第一大蚕桑种植基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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户农户，这些农户2017年已全部脱贫，占
全区9452户脱贫贫困户的12.7%。

那么，起起落落的传统桑蚕产业，为什么
能在黔江重新焕发出生命力？为什么能够成
为贫困群众脱贫致富的主导产业？

黔江区委书记余长明分析，根本原因在于
“深耕”产业。

从产业内部特性来看，“深耕”就是深耕产
业体系。黔江在桑蚕产业链条的每一个环节
上都在培育经济增长点，认识、发现和挖掘产
业增值收益，寻找和实现产业附加值。

无论是肥料组织化供给、桑苗公益化供
给、蚕粪资源化利用、桑枝加工化转移，还是蚕
茧科技化加工、蚕丝多样化加工、蚕蛹生物化
利用，黔江都力争在桑蚕产业的每个环节上

“吃干榨尽”。
从产业外部特性看，“深耕”就是深耕产业

发展趋势。西部地区承接产业转移是大趋势，
蚕桑业需要得天独厚的生态条件，需要劳动密
集型生产，需要便利化国内国际贸易。在黔江
发展蚕桑业，就是因地制宜，就是应时之需。

此外，黔江还积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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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长明
说，这才是厚植益贫性机制，才是提高市场机
制的益贫性。

“鸡啄地”发展桑蚕 绿了荒山富了村民
黔江喀斯特地貌区石漠化治理走出新路

本报记者 陈维灯

▲6月14日，黔江区濯水镇双龙村，荒山种满桑树，既治理了当地的石漠化，又为当地
村民增收提供了强劲动力。

▶6月14日，黔江区濯水镇双龙村，村民正在用自家种植的桑叶养蚕。
记者 齐岚森 摄

本报讯 （记者 杨
艺）近年来，全市商贸行业
服务质量有所提升，但服务
态度差等问题投诉仍屡见
不鲜。6月 22日，我市全
面启动商贸行业服务质量
提升行动，并召开了商贸行
业服务质量提升培训视频
会议，对全市十个重点行
业、百家规模以上企业、千
家连锁经营店铺、万名一线
服务人员进行了集中培训。

视频会议上，来自全市
各区（县）商务主管部门，餐
饮、住宿、美容美发、家政、
沐浴、超市、商场、快递、汽
车销售、加油站等10个重
点行业的协会负责人、规模
以上企业负责人、连锁经营
门店负责人及一线服务人
员，共同学习了岗位服务礼
仪、服务技能等。

此次培训后，全市还将
开展服务业技能大赛活动，
为全市服务业相关岗位的
在职员工提供一个展示自
我、切磋技能的交流平台。

活动将对表现优异者给予
奖励并颁发“明星服务人
员”标识，增强服务人员的
自我认同感和岗位荣誉感。

“市商务委还将组织明
察暗访，对全市各大商圈、
特色商业街、美食街、南滨
路、北滨路等重点区域和大
型商业综合体规范经营情
况进行检查、指导，督促企
业对自身服务工作存在的
薄弱环节和问题开展整
改。”市商务委副主任廖红
军介绍。

据悉，在做好从业人员
技能培训工作的同时，我市
还将建立一套完整、简明、
严谨、操作性强的规范标
准。同时，将依托各部门、
企业、协会，针对不同行业
制定行业规范和地方标准，
组织企业针对行业各岗位
制定岗位指导书、员工行为
规范等规章制度，将标准细
化落实到岗、落实到人，确
保商务服务有据可依、有章
可循。

重庆启动商贸行业
服务质量提升行动

“让三峡后续工作在建设内陆开放高地、
山清水秀美丽之地中，发挥出更大的作用。”日
前，市移民局负责人告诉重庆日报记者，作为
三峡重庆库区后续发展的主管部门，市移民局
将以保护三峡水库水质为中心，加强对三峡水
库的综合管理，加快推进“三水共治”、生态屏
障建设，助推库区生态保护和绿色发展提质提
速。

“三水共治”保护三峡水库水质

今年4月，市移民局启动三峡库区重庆段
消落区综合治理方案的编制工作，并委托长
江设计院，在6月底前完成全市各区县消落区
综合治理实施方案的编制和审查，在全市形
成一个总的实施方案，同时在主城7区形成一
个总的实施方案，15个库区区县各形成一个
实施方案。“这是我们提速三峡库区生态保
护，确保三峡水库水质的一项具体行动。”市
移民局负责人说，在保护水质中，将重点实施
水污染治理、水生态修复、水资源保护“三水
共治”。

今年以来，市移民局围绕市委总体部署，
到三峡库区开展了六大课题调研，掌握了第一
手材料，并在用大数据分析的基础上，进一步
完善了三峡库区后续工作中的生态保护方案。

在“三水共治”中，市移民局利用后续发展
的机会，加快推进三峡重庆库区15个区县乡
镇污水垃圾处理设施管网建设，确保在2020
年全面实现生态屏障区以及重要支流的乡镇
污水处理设施运行全覆盖。目前，三峡重庆库
区共计批复了296个污水处理设施和配套管
网项目，已完工160个，在建117个，已有93座
乡镇污水处理设施投入运行，41个垃圾配套设
施项目正在加快实施。

消落区治理，是“三水共治”中的重点。市
移民局从加强库岸整治、科技治理上，强化了
消落区的治理。各区县齐心协力，对“乱耕乱
种、乱挖乱填、乱堆乱倒、乱搭乱建”的消落区

“八乱”问题，进行了综合整治，使消落区土地
季节性耕种面积由2016年的0.8万亩，减少到
0.2万亩。

在“三水共治”中，三峡重庆库区生态屏障

建设得到加强。市里先后实施了库周绿化带、
绿化长江、植被恢复、百米绿化带建设等工程，
使三峡重庆库区森林覆盖率由 2010 年的
37%，提高到2017年的51.8%。

今年，三峡后续工作中更加大了三峡库区
生态环保工作。市移民局重点策划了2019年
要实施的涉及“三水共治”的生态环保项目327
个，预计总投资163亿元。

项目支撑助推三峡库区绿色发展

丰都县树人镇大石板村是一个移民村，也
是贫困村。在三峡后续工作中，这个村被作为
移民安置区精准帮扶村。2016年，市移民局
制订并实施了对这个村的帮扶项目。

通过后续发展项目，大石板村硬化了公路
12.32公里，硬化了1.2米宽的入户人行便道

16.7公里，新建蓄水池10座、灌溉渠道10公
里，饮水管道12公里。

基础设施的改善，促进了绿色产业的发
展。近两年来，该村新发展柠檬3600余亩，花
椒1300余亩，榨菜4000余亩。

“在促进三峡库区绿色发展中，我们坚
持用三峡后续发展的项目，支撑起三峡库区
的绿色产业发展。”市移民局负责人说，在促
进三峡库区生态农业、生态旅游发展中，已
经扶助了脆李、脐橙、龙眼三大水果产业的
发展，扶持了“巫山红叶”等生态旅游品牌提
升品质。

今年以来，市移民局找准实施乡村振兴战
略的切入点，将三峡后续资金和项目，向三峡
库区贫困乡镇倾斜，支持三峡库区因地制宜地
发展特色种养、生态旅游、电子商务等产业。
目前，已重点策划了2019年促进三峡库区经

济社会发展的项目271个，预计总投资413亿
元。

利用对口支援平台助推三峡
库区对外开放

“从今年开始，我们将利用好对口支援三
峡库区的平台，将我市三峡库区区县的旅游景
点，以项目推介会的形式‘推出去’，把对口支
援省市的重大优势项目‘请进来’。”市移民局
负责人说。

按照中央的安排，三峡重庆库区的每一个
区县，都有一个省市进行对口支援。这些对口
支援的省市，通过项目投资和无偿支援等，助
推了三峡库区区县的对外开放与发展。

2017年，三峡重庆库区区县与对口支援
省市的经贸合作取得了突破性进展，全年到位
无偿支援资金2.62亿元，引进项目62个，引进
协议资金834亿元。

全国对口支援三峡工程重庆库区经贸洽
谈会是我市三峡库区区县对外开放、向外推介
自己、引进投资的重要平台，今年将举办第12
届。为加大三峡库区的对外开放，目前，市移
民局和三峡库区区县负责人都主动上门，到对
口支援省市对接投资项目，加大与对口支援省
市的经贸合作。

三水共治 项目支撑 对外开放

三峡重庆库区生态保护和绿色发展提速提质
本报记者 罗成友

6月12日，秀山县城，碧绿的梅江河穿城而过。近年来，秀山土家族苗族自治
县结合海绵城市建设，积极治理梅江河的水环境污染，实施梅江河县城段主要排
污口整治；结合背街小巷改造，完善和新建污水管网，实现建设区域污水全收集。
水质曾经一度恶化的梅江河城区段水质如今稳定达到Ⅲ类标准，清澈的梅江河又
回来了。 记者 齐岚森 摄

秀山：
治理梅江河水污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