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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于11月7日亮相江北嘴
中央商务区的首届长江上游城
市花卉艺术博览会（简称“城市
花博会”）以“未来城市、美好生
活”为主题，打造体现“花卉与未
来”的“概念展园”。作为城市花
博会畅想未来、引领趋势的核心
板块，“概念展园”长啥样？重庆
日报记者10月23日前往“城市
花博会”组委会采访，为市民提
前揭秘。

奏响美妙三部曲，
打造生物多样性花园

城市花博会组委会人士介
绍，“概念展园”分为“未来花园、
城市客厅、诗意家苑”三部分，它
奏响的美妙三部曲将向市民呈
现针对气候变化、人地关系等设
计的生物多样性花园：第一部曲

“未来花园”，它是一个为海绵
城市而生的花园，着重表现城
市生态良好的底层自然基础和
结构；第二部曲“城市客厅”，升
级到城市的表层空间，向市民
展示舒适的城市公共区域交往
空间；第三部曲“诗意家苑”，以
家庭为蓝本，把生态自然融入每
一个家庭细胞单元，营造出可以
与家人、朋友一起共享的诗意栖
居，展现个体生活与智慧生态的
有效融合。

与此同时，展园也大量融
入了独具重庆特色的山地地貌
城市元素，致力于探索立体城
市的城市公共空间以及城市客
厅、都市居民未来栖居等美好生
活场景。

花草争艳的擂台，
生态嘉年华的舞台

值得一提的是，“未来花
园”作为“概念展园”三部曲的
第一部，将为市民呈现集“海绵
城市”“生物多样性”“艺术生活”
于一体的都市居民未来理想栖
居场所。

“未来花园”所倡导的“海绵

城市”理念，是指城市能够像海
绵一样，在适应环境变化和应
对自然灾害等方面具有良好的

“弹性”，不仅颜值高，还具有
集、蓄、引、用、渗、排为一体的
雨洪控制和雨水回收利用等多
重功能。

“‘未来花园’将是花草争
艳的擂台、生态嘉年华的舞台、
生态教育的讲台。”城市花博会
组委会人士介绍，“未来花园”
将现场展示对雨水处理的生态
过程；并利用花草组合景观、展
示生物多样性小品、布置垂直
绿化墙等富有野趣的动、植物
景观，鼓励市民与雨水、动植物
亲密接触。

花园设计新颖，观
赏性参与性互动性强

“未来花园”的设计灵感是
如何诞生的？重庆大学建筑城
规学院讲师、“未来花园”主创设
计师袁嘉介绍，重大建筑城规学
院设计团队设计“未来花园”的
目的，是希望打造一个可以应对
城市复杂的环境变化、探寻城市
多样性的“诺亚方舟”。

“我们希望前来参观的观众
了解到未来的城市园林如何解
决气候变化、人地关系等当代环
境矛盾，以及为生态环境保护和
生物多样性保护所作的积极贡
献。”袁嘉表示。

据悉，“未来花园”采用了国
际上比较新颖的园林设计形式，
将生态学原理等与城市综合环
境整治的前沿科技以及极具趣
味性的艺术装置融入园林设
计。这个花园通过多色彩、多层
次的花卉园林景观引导观众进
入园区，并利用“生态暴露设计”
原则，打造雨水景墙等装置，构
建一个集观赏性、科普性、参与
性、互动性于一体的生活化场
景，让广大观众可观、可感、可参
与，更深刻地领略城市中的生命
之美。

城市园林如何解决气候、人地关系与环境矛盾？

下月到花博会“未来花园”找答案
本报记者 廖雪梅 曾立

“概念展园”之“未来花园”局部效果图。
（城市花博会组委会供图）

本报讯 （记者 张莎）10
月23日，渝北区在龙山街道银
桦路社区启动“学时代楷模 做
时代先锋”杨雪峰同志先进事迹
宣讲活动，与300多名党员干
部、基层群众、各行业代表重温
了时代楷模杨雪峰的故事。

“在生命的最后时刻，满身
是血的杨雪峰拼尽力气，用双
手紧紧抓住歹徒的刀，独自忍
受着剧痛，不让他伤及周围群
众。”渝北区“理论麻辣烫”宣
讲队成员袁月饱含热泪的深
情宣讲，引得听众们纷纷动
容、潸然泪下。

听完宣讲后，银桦路社区
年轻党员冯大伟激动地说：

“我今天专门请假来听杨雪峰
同志的宣讲会，现在家家户户
都有自己的私家车了，我们要
更理解交巡警的日常工作，做
到文明驾驶。”

据悉，作为时代楷模杨雪
峰的成长地，渝北区高度重视
杨雪峰同志先进事迹宣讲活
动，在接下来的2个月内，宣讲
队伍还将深入到社区广场、农
村院坝、企业工地等开展 100
场集中宣讲，汇聚向杨雪峰同
志学习的强大正能量。

渝北启动杨雪峰同志先进事迹百场宣讲

本报讯 （记者 杨铌紫）
10月23日，由中央统战部举办
的“全国统战系统宣传工作负责
人培训班”在重庆开班，来自全
国各省区市、副省级城市党委统
战部，各民主党派中央，在京统
战系统单位，以及中央统战部部
分直属事业单位宣传部门的65
位统战宣传负责人将参加为期
4天的培训。

据悉，此次培训是党的十
九大后中央统战部首次举办的
全国统战系统宣传工作负责人
培训班，将邀请中央统战部有关
部门负责同志和北京大学新闻
与传播学院的专家学者授课。
培训课程设置丰富，包括党的十

八大以来，统一战线相关领域理
论政策创新发展，统一战线宣传
工作实务讲解，新媒体时代政务
信息传播和新闻舆论引导等。
同时，研讨近年来统战宣传工作
面临的新情况、新问题，交流工
作经验做法，推动全国统战系统
宣传资源整合。

除此之外，培训班将紧密
结合重庆统战工作特色，在培
训期间组织学员赴中国民主
党派历史陈列馆开展现场教
学，到大渡口区茄子溪中学观
看校园统战话剧《毛泽东三顾
特园》，并观摩重庆市普通高
中精品选修课《重庆谈判中的
统战智慧》。

全国统战系统宣传工作负责人培训班在渝开班

忠县和石柱土家族自治县交界的
绵延大山里，有一个叫做杨兴村的小村
庄。这里基本“与世隔绝”，过去没有人
到这里来收购农产品，当地村民甚至很
少用钱，他们之间常常以物易物。

不过，近一年时间，这里的农副产
品变得值钱了。杨兴村所在的忠县石
子乡人大主席龚长虎说，“最高峰时，这
里每斤洋芋可以卖到两元，而在此前村
民零星的交易中，洋芋的价格一般只卖
两角。”又如核桃，以前，村民的核桃往
往都是自己吃，因为卖出去不值钱；现
在，村民的一棵核桃树产的核桃，甚至
可以卖4000元以上。

小山村农产品价格上涨，源于需求
量的急剧扩大。是什么在短时间内改
变了供需关系？是谁在“抢购”杨兴村
的农产品？

话要从重庆金科集团的扶贫开始
说起。这家企业，与和信农业、谭妹子
土家香菜公司一道，刚刚摘得2018年
全国“万企帮万村”精准扶贫行动先进
民营企业称号。

八成资金用于产业扶贫
增强“造血功能”

金科是怎么做到的？
该公司忠县石子乡扶贫项目相关

负责人介绍，他们与杨兴村结成帮扶对
子后，主要是通过3种方法把当地丰富
且生态的农副产品“变成钱”——

一是接管了一座乡村酒店，按照金
科大酒店和金科生活服务集团的星级
标准进行升级改造。由此迎来了更多
游客，扩大就地消费，仅1年时间就实
现旅游收入600余万元。

二是金科集团的内部消费。这家
员工总数逾2万人的大企业，每年春节
都会给员工发放福利。最新的“大礼
包”中就包括来自杨兴村的农副产品。

三是金科集团旗下大社区、酒店等
产业链给杨兴村送来了订单。

金科相关负责人介绍，接下来，他
们将结合自身的采购需求和杨兴村的
生态资源，引导村民进行产品结构调
整，种植和养殖出附加值更高的产品。
目前，蘑菇、泥鳅、鳝鱼和龙虾等新增品
种已经纳入试点。

通过组织销售带动当地农副产品
生产，并帮助其主动适应市场需求调整
产业结构，从而增强其抗击贫困的“造
血能力”，确保其脱贫后不返贫，是金科
持续多年做公益后的一种新探索、新方
法。类似的案例，还有很多。

例如，金科正在参与的石柱县精准
扶贫，一次性捐赠帮扶资金 1100 万

元。金科希望，通过基础设施的改善，
能吸引到更多游客到当地休闲度假，从
而为当地找到一条持续增收的路径。

增强“造血功能”的另一路径是发
展现代农业。金科为当地农户提供种
子、种苗、鸡苗、猪崽等，发挥金科下属
农商贸、酒店、社区服务公司优势，采购
包销土鸡、土猪肉、土鸡蛋、莼菜等地特
色农副产品。

市工商联相关负责人介绍，“万企
帮万村”活动启动以来，截至2018年6
月30日，重庆有1755家民营企业参与
行动，有1363个村接受了帮扶，其中贫
困村1013个，投入资金17.75亿元，其
中用于增强造血功能的产业扶贫14.07
亿元，占比超过80%。

充分发挥大企业的带动
和示范作用

去年6月，民生能源集团在其发祥
地、重庆璧山举行了一场简朴的20周
年庆典。没有隆重的仪式，按该公司董
事长薛方全的说法，节约下来的钱，将
全部用于公益事业。创业20年来，这
家重庆企业累计捐赠1.6亿元，平均每
天捐赠额超过2万元。

就在庆典活动之前，民生能源集团
在渝东南同时开展了3个产业扶贫项
目。其中，秀山危化品物流园项目每年
可实现销售收入60亿元，创利税4亿
元，可新增直接就业岗位约300个、间
接就业岗位约5000个，同时降低当地
居民用气成本，间接促进当地居民增收
或脱贫致富。

在秀山县大寨村旅游扶贫项目中，
民生能源集团将为大寨村58户建卡贫
困户每户提供1个就业岗位，投资30
万元完善大寨村自来水供水设施，提供

300万元3年期无息借款，带动清溪场
镇2万亩国家级优质粮油基地和龙凤
花海乡村旅游发展，实现产业扶贫、群
众增收。

2017年，民生能源集团与陶然居
集团、琥珀茶油、石柱泽泰专业合作社、
酉阳板溪商会等5家企业（商会）一道，
荣获全国“万企帮万村”精准扶贫行动
先进民营企业称号。重庆日报记者注
意到，这批企业（商会）在精准扶贫中的
典型做法，是充分利用其市场地位、资
本实力或者在产业链中的主导地位，发
挥带动和示范作用，带动、影响并“盘
活”“一大片”。

重庆琥珀茶油公司在酉阳县可大
乡吴家村建设自有基地，利用“公司+
合作社=新公司”的模式，动员村民土
地入股油茶种植专业合作社，再由公司
与合作社组建一个新的公司，从而充分
调动村民的积极性，村民可获得股份分
红、劳动力收入、林下经济收入、乡村旅
游收入等。

在酉阳板溪镇，200余名个体户和
企业主发起成立板溪商会，并以商会的
名义成立了数家企业，以抱团的方式
参与扶贫。商会旗下水泥制品厂为15
个建档贫困户家庭提供了月平均3000
元的务工岗位；商会旗下的千田服装厂
定向招收建档立卡贫困户家庭员工，提
供 50—60个岗位，月收入 2500元以
上，让贫困户就近就地务工，实现脱贫
致富。

创新做法带动脱贫

发挥企业或者其他组织的带动作
用，企业着手增强贫困地区造血功能而
不是简单的输血，重庆在“万企帮万村”
中的创新做法，还有电商扶贫、基层商

会主动参与扶贫、民营企业家到村任
职、乡村旅游带动脱贫等。

由云智科贸公司运营的“武陵生活
馆”可谓电商扶贫的典范。作为重庆农
村电商的代表，“武陵生活馆”在精准扶
贫中发挥了独特的创新整合作用，促进
了城乡商品的互联互通，成为全国有影
响力的农村电子商务示范平台。

目前，重庆全市超过18个贫困区
县已建立了电商运营中心，均由民营企
业运营，带动贫困地区农产品销售，提
高贫困村民的收入。

民营企业家到村任职，是重庆“万
企帮万村”的另一种创新制度设计。重
庆亿拓生态农业公司总经理陈明亿自
担任武隆凤来乡高寿村村委会主任以
来，利用自身优势，带领全村发展富硒
稻产业；连续组织3批次种植大户到江
津学习青花椒种植技术，发展青花椒产
业。此外，他还组织3批次自驾游活动
到村，促进了本村农产品的销售，引导
成立了高寿村第一家农家乐，带动群众
脱贫致富。

“像陈明亿这样到村任职的民营企
业家还很多，目前已经有32名民营企
业家到村任职，其中担任村支书、村委
会主任的有25名，到贫困村任职的有
23名。”武隆工商联主席刘培说。

此外，乡村旅游带动脱贫也是重
庆“万企帮万村”工程的一大亮点。
巫山桦锐农业公司投资 5000 万元，
与建平乡春晓村共同开展村企共建，
合作开发“旅游扶贫示范园”建设，直
接帮扶贫困户 56 户；巫溪县华望农
业综合开发有限公司在龙溪镇龙寨
村打造了黑草坝生态农庄，每年可接
待旅客5万余人，全年可实现旅游收
入800万元。

偏远山村的土货为啥突然供不应求
——重庆“万企帮万村”创新做法精准扶贫

本报记者 吴刚

金科集团帮扶高山贫困户整体搬迁、帮扶分散居住贫困群众进行危房改造。 （金科集团供图）

“马路办公”就是城市管理部门将
办公室设在马路上，这种“出门就是上
班、工作就在路上”的城市管理新方式，
成为主城区城市管理新常态。

自从今年年初重庆主城区启动城
市管理“马路办公”以来，市、区城市管
理部门以路为岗、包责连片，对各类城
市管理问题加强巡查发现和研究处
置。10月22日，市城管局发布消息，截
至9月底，全市城市管理部门开展“马
路办公”整改问题182650个，全面、快
速、无死角整改城市管理问题见成效。

3个月完成212国道
童家溪段整治工作

童家溪镇位于北碚区，与沙坪坝区
井口镇接壤，有北碚区“南大门”之称。
在该镇，212国道由南向北横穿全境，
辖区内全长9.2公里，也称212国道童
家溪段。不过，这条道路的沿线，曾是
城市管理的“顽疾”。

“以前这里是宅基地，后来拆迁后，
留下不少建筑垃圾。”席桂兰住在童家
溪镇医院附近，她对整改前，医院对面
区域的环境印象深刻。她说，除了垃圾
外，人行道两边显得光秃秃的，还有不
少杂草。

这只是“冰山一角”。据了解，裸露
的泥土、脏乱的人行道、四处散布的杂
物与建筑垃圾，是当时212国道童家溪

段存在的问题，当地群众也呼吁治理。
今年春节后，全镇启动了212国道

童家溪段的环境整治工作。整体工作主
要有3个方面：清理杂物、基础兴建、绿化
美化。据了解，该镇从界碑开始，由南向
北分段实施，清理沿线乱堆放杂物164
车，杂草8.2万余平方米，修剪清运杂乱
树枝1325车；完成5.4万平方米绿化土
地整治，新建和维修花台7300米，修复
破损路面、人行道3000余平方米。随
后，该镇栽植红继木、金禾女贞、木春菊、
西洋鹃、珊瑚、三角梅、迎春、蔷薇、洒金
珊瑚、红枫等各类苗木230余万株。

整个整治工作，仅用了3个月。在
此期间，“马路办公”的工作方式，起到
了明显的提速增效作用。北碚区城管
局相关负责人介绍，比如在绿化美化工
作上，该局主要领导便带领相关业务科
室负责人，前后5次到现场，现场解决
苗木选择、栽植技术、后期管理等问
题。通过这种“以路为岗、马上就办”的
工作方式，很多问题在现场及时得到解
决，节约了不少时间。

“真的是变化太大了，现在我们路
过看着都觉得很漂亮、很舒服。”席桂兰
为“马路办公”竖起了大拇指。

多区域“顽疾”得到治理

不止是北碚区童家溪，全市不少市
民一直关心的城市管理“顽疾”，都在

“马路办公”这一工作方式的推动下得
到了解决。

今年8月，渝中区大溪沟街道办事
处相关负责人在胜利路社区进行“马路
办公”巡查，发现洲际半岛外人行横道
上空、距离地面高一米的地方，横跨着
一根长约四米的大水管，不但严重阻碍
行人通行、影响市区环境，而且存在重
大安全隐患。随后，该负责人了解到，
因某些工程烂尾，开发商、物业不作为，
群众怨声载道，街道城管科协调多次未
能解决。为此，该负责人现场召开协调
会，与街道、社区、水厂、开发商及物业
协调，仅在第二天，困扰居民的大水管
便被拆除。

这些年来，两江新区鸳鸯街道龙帆
路陆续有汽车维修和洗车企业入驻，导
致这条本就狭窄的道路长期被车辆占
据，环境脏乱现象突出。今年3月29
日，针对居民反映的占道经营问题，两
江新区管委会一位负责人组织区城管
局、管护中心、交管中心、鸳鸯街道办事
处主要负责人召开“马路办公”现场会，
形成了街道牵头，区城管局、市场监管
局、环保分局以及各执法部门配合的治
理思路。经过一月联合执法，鸳鸯街道
办事处共规范占道经营100余起，处理
占道停车40余起；交巡警共劝离道路
占道停车车辆100余辆，处罚违规占道
车辆66辆……龙帆路变通畅了，经营

秩序也规范了，附近居民拍手叫好。
市城管局方面表示，截至今年9月

底，全市城市管理部门开展“马路办公”
共出动人员 106608 人次，开展巡查
33142次，发现问题189515个（其中，
市容环卫类问题53867个，市政设施类
问题 23342 个，城市秩序类问题 95188
个，园林绿化类问题17118个），整改问
题182650个，问题整改率达96%。

“马路办公”尚在不断创新

市城管局方面表示，“马路办公”这
一方式，通过走街串巷、实地调研的方
式，改变“文件办公”“会议办公”的模
式，城市管理工作与客观实际更紧密，
与人民群众需求更贴近。

同时，市城管局方面还表示，“马路
办公”，不仅指工作地点与工作形式，还
强调提高工作效率、提升工作成效等。

目前，各级城市管理部门在“马路
办公”中，正在不断完善领导、责任、巡
查、调研等机制，确保组织周密、责任到
位、措施有力、工作有效。整体而言，各
级城市管理部门通过制定巡查计划，建
立工作台账，强化整改销号制度，开展每
月通报，实施每月考核等方式，使全市城
市管理“马路办公”实现制度化运行。

重庆日报记者还了解到，随着“马
路办公”工作方式的不断健全完善，各区
县还对其进行创新发展。比如，南岸区
在“马路办公”的基础上，推行“五长制”，
也就是街长制、路长制、院长制、楼长制
和居民小区长制，全区共有上千名社区
干部和普通居民成为“五长”。如今，“五
长制”已在全市进行推广。再如，九龙坡
区、荣昌区推出“街长制”，划分城区网
格，使城市管理责任落实到人。

“马路办公”马上办 群众竖起大拇指
——重庆整改城市管理问题见成效

本报记者 杨骏 实习生 唐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