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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山东讯 （记者 黄乔）12月26日-27日，重庆市
人力社保局组队赴山东对接2019年渝鲁劳务扶贫协作相关
工作，2019年，两地人社部门将在职业技能培训、就地就近
就业、深化对接沟通机制等方面开展全方位合作，助推重庆
脱贫攻坚工作。

重庆市人社局副局长谢辛介绍，在省市互访和市县
对接的基础上，两地人力社保部门签订《渝鲁劳务扶贫
协作落实方案》，明确在职业技能培训、扶贫车间建设、就
业和信息动态对接、家庭服务业对接等7个方面开展全方
位合作。

2018年，山东累计投入省级援助资金2310万元，涉及
79个项目，比如，在14个国家扶贫开发重点区县新建或改扩
建就业扶贫车间23个，吸纳就业526人；遴选出条件成熟、
脱贫效果好的创业孵化基地8个，孵化项目300余个，带动
贫困地区群众就业3582人，其中贫困人员208人。

通过常态化开展招聘活动，组织437家鲁籍企业提供适
合贫困劳动力就业岗位近5.94万个，将山东优质就业岗位
送到了贫困群众“家门口”。

截至目前，全年转移重庆贫困人员到山东就业996人；
山东帮助重庆贫困人员就地就近就业2714人，分别完成两
省市政府协议目标任务的166%和271.4%。

按照2019年渝鲁劳务扶贫协作工作要点，在实施职业
技能提升方面，山东人社部门将组织技工院校与重庆的技工
院校进行对接，在师资、项目、实训等方面开展合作。重庆人
社部门负责组织有培训愿望的建档立卡贫困人员参加渝鲁
职业技能提升培训，并跟踪人员的就业去向，做好有关跟踪
记录服务。

在实施转移就业方面，山东人社部门将开展“渝鲁扶贫
协作巡回招聘”活动，采取线上线下招聘相结合的方式，吸纳
渝籍各类劳动者。重庆人社部门负责推进、组织有意愿的贫
困区县特色餐饮等企业到山东投资进行创业。

谢辛表示，将项目化、清单化推进渝鲁劳务扶贫各项协
作工作，确保实效。

渝鲁两地深化劳务扶贫协作

今年转移重庆贫困人员
到 山 东 就 业 996 人

本报讯 （记者 黄光红）12月27日，重庆日报记者从
进出口银行重庆分行获悉，近期，该行开展了捐电脑、支教、
捐衣服和帮助老乡卖农产品等一系列冬日扶贫活动，在寒冬
里为其定点扶贫县云阳县的学生和群众送去温暖。

据了解，进出口银行重庆分行党委、团委、工会及各处
室均积极参与了冬日扶贫系列活动。其中，该行党委向云
阳县彭咏梧小学和临江村党支部捐赠电脑21台，帮助该小
学升级硬件设施和提升教学质量，帮助临江村村委会提升
工作效率和服务水平；该行团委组织青年员工志愿者赴云阳
彭咏梧小学开展支教活动，为学生们上了精彩的历史和地理
课；该行工会积极响应总行“情在心口·与爱同行”爱心毛衣
捐赠活动，组织分行全体员工为云阳县贫困儿童和留守人员
捐赠毛衣。

同时，该行还以处室为单位发起“我为老乡卖农货”活动
倡议。广大员工踊跃参与，并积极发动身边亲朋好友购买农
货，为当地老百姓打开农产品销路。

进出口银行重庆分行相关负责人表示，今后，该行将以
更加有力的工作举措和更加扎实的工作作风，切实履行扶贫
责任，让金融发展成果惠及更多老百姓。

进出口银行重庆分行开展冬日扶贫活动

2018-1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实施条例》、《招标拍卖挂牌出让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规定》，现对以下拟供应工业用地予以租赁公告，公告时间为2018年12月

28日12:00－2019年1月17日12:00。公告时间内有2家以上（含2家）申报的，将择日采取招标拍卖方式确定承租人；公告时间内有1家申报的，将挂牌成交。招标
拍卖日期另行通知。请有意承租者在公告截止前到重庆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重庆联合产权交易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土地和资源交易分中心索取具体要求和相关资
料并进行报名，联系电话：63650270、63656187（FAX），地址：重庆市北部新区龙睛路2号凯比特大厦A1栋1楼，联系人：王先生（2019年1月11日，重庆市公共资源
交易中心办公场地将搬迁至重庆市渝北区青枫北路6号渝兴广场B9、B10栋，联系人：王先生，联系电话：63628117）。出租人：重庆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地址：重庆市
渝北区龙山街道龙山大道339号。

详情请登录重庆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重庆联合产权交易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网站：www.cqggzy.com。

重庆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
重庆联合产权交易所集团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公开租赁公告

工业类

序号

GZ18001

备注：土地面积以实测为准。

土地位置

两江新区鱼嘴组
团J分区J33-1/

01号宗地

用途

二类工业
用地

产业类别

非金属矿物
制品业

租赁年限
（年）

10

土地面积
（㎡）

49643.4

可建面积(㎡）
或容积率

≥0.7

投资强度
（万元/公顷）

≥5000

产出要求
（万元/公顷）

≥10000

租赁价款起
始价（万元）

6724

备注

环保要求详见重庆市环境保护
局两江新区分局《关于鱼嘴组团
J分区J33-1/01地块建设用地
环保意见的函》（渝环两江函
〔2018〕132号）。

机构名称：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城口县支公司巴山营
销服务部

机构负责人：陈晓
机构编码：000005500229002
机构住所：重庆市城口县巴山镇大田路41号一层、二层
成立日期：2003年03月14日
邮政编码：405900 联系电话：023-59224039
业务范围：对营销员开展培训及日常管理；收取营销员代收的

保险费、投保单等单证；分发保险公司签发的保险
单、保险收据等相关单证；接受客户的咨询和投诉；
经保险公司授权，可以从事部份险种的查勘理赔。

发证日期：2018年11月22日
发证机关：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重庆监管局筹备组

经营保险业务许可证公告
机构名称：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城口县支公司坪坝营

销服务部
机构负责人：曾忠琼
机构编码：000005500229003
机构住所：重庆市城口县坪坝镇中平街24号一层、三层
成立日期：2003年03月14日
邮政编码：405900 联系电话：023-59224039
业务范围：对营销员开展培训及日常管理；收取营销员代收的

保险费、投保单等单证；分发保险公司签发的保险
单、保险收据等相关单证；接受客户的咨询和投诉；
经保险公司授权，可以从事部份险种的查勘理赔。

发证日期：2018年11月22日
发证机关：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重庆监管局筹备组

经营保险业务许可证公告

今年，渝北区茨竹镇同仁村农民人
均纯收入将达到3万多元，但六年前它
却是一个“空壳村”。随着张福均走马上
任村党总支书记，同仁村渐渐发生了变
化——建起“十里荷花走廊”，养殖澳洲淡
水龙虾，带动村民开起农家乐，全村发展
起了乡村旅游。

“选对一个能干人，带富一个‘空壳
村’。”12月26日，茨竹镇党委负责人称，
同仁村的变化再次证明，实施乡村振兴战
略，加强基层党组织建设，选对带头人很
关键。

44岁的张福均是土生土长的同仁村
人，3岁时父亲去世，母亲带着他和不到1
岁的妹妹相依为命。初中毕业后，他外出
打工，经过19年打拼，张福均从工地小工
做到了建筑工程包工头。

2012年，张福均回到同仁村，投资47
万元流转10余亩土地建起良种兔场，月产
肉兔1000只，月销售额3万余元。

兔子养成功了，买兔子的、来取经的
人多起来，张福均的兔场也热闹起来。人
多了就要吃饭，他借势又在旁边开了家农
家乐，在房前屋后的稻田栽了些藕，莲花
盛开的时候供人们欣赏。

有了钱，张福均还先后自掏腰包扩建
了村里10条人行便道，对村人行便桥进行
了改建，并为11户饮水困难家庭引进了清
洁卫生的自来水。

同仁村地处山谷地带，坡多地少，很
多村民都外出打工，留下老人小孩，村里
原本空荡荡的，张福均回村创业让村子又
热闹了起来。茨竹镇一负责人介绍，镇里
正实施党支部建设整体提升工程，整顿弱
小涣散基层党组织，精心选拔村级班子负
责人，“张福均有经营头脑，又是党员，组
织自然就想让他做带头人。”

2014年，张福均当选同仁村党总支书
记。他将同仁村山谷10里长的稻田流转

过来种上莲藕。到了夏季，10里山谷全是
荷花摇曳，美不胜收。就在当年，张福均
试着搞了第一届荷花文化节，没想到人气
爆棚。

“有人建议收门票，我拒绝了。”张福
均说，卖门票，看荷花的人就会少了，“我
是想用荷花吸引市民参观，然后带动村民
搞农家乐，发展乡村旅游。”

几年来，张福均累计投资达600万
元，将“十里荷花走廊”面积扩大至3000
亩，分为碧叶荷塘、多彩莲池、荷塘涟漪
和荷堤果香四个区域，栽植观赏性荷花
12个品种 200余亩，另有休闲鱼池200
亩、种鳅繁育基地100亩、贵妃枣150亩，
并建起了观光步道、观景亭、观光长廊、
停车场、绿化景观等。现在，“十里荷花
走廊”已成为渝北区十大农业产业基地
之一，被纳入重庆市首批农村科普“十强
十佳”项目。

“他带动我们也吃上了旅游饭。”开农
家乐的陈红梅说，夏天到荷园观赏游玩的
游客络绎不绝，周边好多老百姓都开起了

农家乐，“靠卖豆花饭，人多的时候我每天
收入有2000到5000块钱。”

“十里荷花走廊”的成功打造，给张福
均增添了信心。今年初，他又邀请村民
以土地入股的方式，一起养殖澳洲淡
水龙虾。但村民们担心养殖不成功，拒
绝了他。

“我先养来你们看！”张福均以每亩
800元的价格，流转了103亩农田，建起淡
水龙虾养殖基地，今年5月投放了第一批
虾苗，“其实我也是摸着石头过河，但就想
闯出一条产业路，带动大家致富。”

今年9月，澳洲淡水龙虾长大了，每
只体重100-200克，最大的有500克以
上。剥龙虾、喝啤酒、唱歌跳舞，9月14
日，同仁村举办茨竹首届龙虾啤酒音乐
节。市民赏玩荷花后，又可以前往茨竹镇
吃龙虾。

“澳洲淡水龙虾实现了‘开门红’，今
年实现收入250余万元。”张福均称，这让
村民们看到了希望。他打算明年增加300
亩养殖面积，邀请村民以土地入股的形
式，共同参与澳洲龙虾养殖，“大家富了才
算富。”

依托张福均的“十里荷花走廊”和淡
水龙虾养殖基地，现在，全村已有20名原
本长期在外打工的村民返乡创业，还引入
外来投资业主 20户，投资金额 5000万
元。今年，同仁村农民人均纯收入将达到
3万多元。

建荷花走廊 打造龙虾养殖基地

“空壳村”吃上“旅游饭”
本报首席记者 彭瑜

本报讯（记者 赵迎昭）12月 27
日晚，由重庆市诗词学会和江津区委
宣传部主办的“四面山水 人文江津”
诗词演诵会，在重庆市双福育才中学
举行。演诵会上15个节目演绎江津
的诗情画意。演诵会前，江津区被重
庆市诗词学会命名为重庆市首个“重
庆诗城”。

据了解，演诵会节目涉及到的诗词
有唐代诗人陈子昂的《龙门峡》、明代文
人江渊的《江津前后八景诗》、清代诗人
赵熙的《白沙烧酒》、聂荣臻元帅的《忆
平型关大捷》等，每一个节目演出时都
配有舞蹈和考究的舞台背景，让观众徜
徉在绚丽多彩的文学世界中。

在四面山美景的背景前，20余位
头戴草帽的女子用灵动的肢体语言表
现四面山的烟雨朦胧，美人美景让人如
痴如醉；全国诗教先进单位”江津八中
十余位学子带来了题为《四面山水 人
文江津素描》的朗诵，让观众领略到四
面山的风光。“这个节目把经典诗词赋
予了时代气息，让学生真正感受到诗词
之美。”编导陈宏丽原说。

去年，重庆日报推出了“重走古诗
路 思君下渝州——探寻重庆古诗地
图”全媒体系列报道，并举办了“巴渝
古诗词传承盛典”，《龙门峡》被评为

“重庆最美十大古诗”之一。昨晚，江
津区龙华镇政府表演的《龙门峡》颇为
惊艳，近20位男子扮演船工，和湍急
的江水搏击。在浑厚高亢的川江号
子声中，扮演诗人陈子昂的演员缓缓
登上舞台，吟诵他在江津龙门滩写下
的《龙门峡》，表演结束后，现场掌声
不断。

重庆日报记者了解到，历代《江津
县志》收录的诗词作品和江津历史遗
址、遗迹上镌刻的诗词作品，其数量达
两万首之多。目前，江津有中华诗词
学会会员30人，诗词创作氛围浓郁。

在演诵会前，江津区被重庆市诗
词学会命名为重庆市首个“重庆诗
城”，该区还有13个单位被授予“重庆
市诗教名校”“重庆市诗词名镇”等荣
誉称号。江津区相关负责人介绍，该
区争取在2019年内成功创建“中华诗
词城市”。

江津被命名为“重庆诗城”
“四面山水 人文江津”诗词演诵会举行，1515个节目演绎江津诗情画意个节目演绎江津诗情画意

12月27日，重庆市双福育才中学“四面山水 人文江津”诗词演诵会现场，表演者正在进行
《龙门峡》古诗演绎。 特约摄影 龙帆

“近郊游的首选肯定是巴南，又
有美景，又有美食!”每到节假日，巴
南区的一个个乡村旅游景点便迎来
了数以万计的市内外游客，每一个受
欢迎的景点，无不映射着巴南区农旅
融合发展的成果。

近年来，巴南区充分挖掘农业产
业和生态资源潜力，积极推进农业与
旅游业融合发展，依托环云篆山、天
坪山、五彩丰盛3个100平方公里区
域示范建设，不断做强了农业产业，
农村的环境也更美了，游客蜂拥而
至，农民的生活更富有。

新旧融合
把传统农业做大做强

鱼洞街道干湾村位于云篆山“三
百”片区的示范建设区域内，曾是一
个以传统农业种植为主的村社。长
年来，由于地理环境的原因，村里大
多数村民都以种植藕为主，是典型的

“靠天吃饭”村。
几年前，村里引进了一个新项

目——荷韵园。一个集“吃、住、行、
游、购、娱”为一体的休闲农业与乡
村旅游项目，但村民们对这个项目
最初却并没有抱太大的希望。

让人没有想到的是，短短几年，
荷韵园一方面延续了种藕的优势，另
一方面嫁接了观赏荷花新的理念，逐
渐走出了一条三产融合发展的道路，
园区一年四季都有花可赏，有果可
摘，吸引了众多游客。

作为农旅融合项目的代表之一，
荷韵园常年聘请农民工近100人，农
民工工资收入和土地分红每年500
多万元，项目带动周边500余农户、
1000多位农民实现了增收致富。无
独有偶，在巴南区圣灯山镇，被认定
为市级休闲农业与乡村旅游示范点
的五洲生态园也是农旅融合的典型
代表项目。

据巴南区农委相关负责人介绍，
近年来，该区积极构建现代农业产业
体系，建成了茶叶、水果、蔬菜、粮油、
水产五大生产基地，与农旅融合相结
合，做大做强了第一产业，目前已培
育乡村旅游企业70余家，让乡村旅
游业像一颗颗珍珠遍布巴南。

资源融合
扮靓村民的家园

同样处在“三百”片区的示范建
设区域内二圣镇集体村的云林天乡，

是一个颇有特色的农旅融合项目。
为使项目带动乡村发展，巴南区

共整合各类资金3亿多元，帮助完善
了项目周边道路、通讯、水利等基础
设施，并进行了周边农户房屋改建等
环境整治，不仅让项目业主对发展前
景充满信心，也让项目和乡村之间形
成了一个互动发展的良好格局。

如今，走在二圣集体村的乡村道

路上，每隔不远处就有一个垃圾回收
箱。村委会负责人说，村里通过开展
清洁生产、废弃物回收利用、垃圾分
类处理等技术培训和农业环保宣传，
农民生态环保意识开始不断增强，农
村的面貌也焕然一新。

随着村里的农旅融合产业不断
发展，一个个旅游项目纷纷落地，前
来巴南旅游的人也越来越多，村容村

貌也随之大为提升。
农旅融合，让巴南的一个个田园

变成了景区，一品街道燕云村的云燕
花语项目正是如此，每到花开季节，
一块块农田里盛开的油菜花成了“看
花市民”的最佳选择，加上景区周边
道路和环境的提档升级，如今的燕云
村处处是美景。

近年来，巴南区把环境综合整治
示范点建设与产业发展示范项目、乡
村振兴示范村建设等结合，充分利用
农村资源，在美化村庄的同时，也吸
引了众多游客前来，乡村旅游在全区
逐渐红火。目前，已创建绿化示范村
庄13个，农村生活垃圾有效治理率
达96%以上，农村环境更美更靓。

产业融合
拓宽农民增收路子

“来摘梨子的多了，我就赶紧开
了个农家乐。”今年49岁的余明兰是
二圣镇天坪山一碗水的村民，几年
前，看到节假日有很多人上山来游
玩，她将自家的住房改建成了农家
乐。

每到采摘时节，游客既可以采摘
自家的梨子，还可以品尝地道的农家

菜，累了还有客房可以休息，离开时
还能带上当地的土特产。余明兰的
农家乐“承包”了游客的所有游玩项
目——这就是巴南区农旅融合推出
的“后备箱工程”。

村民们不仅卖了梨子，还抓住了
休闲业发展的势头，搞起了多种产
业，拓宽了增收路子。几年来，余明
兰的农家乐在节假日最多的时候，一
天要接待100多名游客，加上种梨
子，年收入10几万元是轻轻松松的
事。今年开园的巴南区南彭多彩植
物园，不只是一座以观赏红叶为主题
的农业休闲观光园，也是当地村里致
富增收的农旅融合项目，随着植物园
客满盈门，也带活了周边的草莓基
地。

据悉，近年来，巴南区将休闲观
光农业与乡村旅游业、生态养生养老
养心产业融合，以观光农业为基础，
以旅游营销为手段，以扩大消费助农
增收为目标，基本形成了都市休闲观
光农业的聚集区。今年1-11月，全
区接待游客3216.41万人次，同比增
长 7.97%；实现旅游收入 105.18 亿
元，同比增长9.12%。

王彩艳 罗莎

把“三百”产业带做成一道靓丽风景

巴南农旅融合 让农业强农村美农民富

巴南区安澜镇大来山农旅融合项目景区 摄/周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