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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月23日上午11：02，江北区中医院旁
边的马路上，一家店铺将桌椅摆到人行道
上，影响了行人通行——江北区数字化城
市管理监督指挥中心的大屏幕上，摄像头
拍摄的视频图像立即定格，占道经营处出
现了一个红框。

“占道经营行为，必须立即制止。”工作
人员根据系统反映的问题，实时立案，一键
批转。相关街道接到案情后，立即派出网
格员前往劝导。一个小时后，大屏幕上显
示，该违法行为已经消失。

像这样的城市管理问题，江北区智慧
城管平台的视频智能分析系统2018年一
共发现并上报了28921件，大幅提高了城
市管理非现场监管智能化水平。

这，只是江北区“智慧城管”的一个缩影。

检测地下管网
过去靠鸡现在靠机器人

管网堵了，市政工人要下去清淤。下
井会不会有危险？那就扔只鸡，鸡没死，人
就下。过去，这是许多城管部门使用的土
办法。然而现在的江北城管，鸡已经被机
器人代替。

1月28日，在江北区城管局，重庆日报
记者看到了工作人员的“新装备”。其中一
个是“地下管网排查机器人”，它有4只轮
子，头部配有一个高清摄像头，工作人员通
过绳索牵引机器人深入井下，机器人就能
清晰地将实际情况拍摄传回。此外，还有
一台声呐设备、一台雷达设备，水下情况如
何，管道是否有渗漏，周边是否潜藏着塌方
危险等，都可以给予数据呈现。

除了井下作业配备了“高科技”，路边
停车也变得智能起来。

记者在江北区洋河一路看到，路边新增

的智能停车导视柱上，停车位的收费标准、
车位数量，剩余空位、空位编号都一目了然。

除此之外，江北区在洒水车、垃圾车、
窨井盖、路灯等各种市政设施上，也都部分
或全部安装了物联网装置。新设备、大数
据、物联网，正让江北区城市管理变得“耳
聪目明”。

江北区还通过给环卫工人配备智能手
环，给执法人员配备具有人脸识别、车牌识
别，实时拍摄、现场开单等功能的“单兵执
法设备”，不仅可了解人员是否在岗，作业
里程、类型，还让执法变得更加公正、透明。

发现城市管理问题
过去靠人现在靠人工智能

前方，江北区城管的各种智能设备，其
实都连接着后方——江北区数字化城市管
理监督指挥中心。这里是江北区城市管理
的“智慧大脑”。

这个“智慧大脑”里共含有19个主系统
和84个子系统，包括环卫智能管理、危险源
把控、市政设施运行、城管执法工作等，都
可以在后台实时监控。

智能环卫系统，当一辆环卫车启动作
业，江北区数字化城市管理监督指挥中心
就会收到信息。在电脑屏幕上，工作人员
可以清晰查看到车辆的运行轨迹、路线和
水压状况，也实时监测随车环卫工人的作
业类型、时间和区域。

危险源监控系统，可对江北辖区内的
下水道、化粪池等危险源进行监测，前方系

统采集的沼气及危险气体的浓度、液位、温
度等信息，实时显示在大屏幕上，一旦超过
安全线，系统就会发出安全预警。

城市照明系统，集成了光控与时控、远
程抄表、单灯控制、故障报警等功能。“例
如，以前路灯亮没亮，只有靠人去数。现在
可以通过电流变化确定哪一盏灯有问题，
系统立即显示维修，让路灯复亮。”江北区
数字化城市管理监督指挥中心主任曾卿华
说，目前江北已实现干道35条、其他路段
46条，共1万盏照明和灯饰的智能控制。

智能停车系统，通过停车场诱导、路内
智能停车、室内停车收费监管3项子系统与
公安动态交通信息集成，有效缓解停车难
问题，方便群众快捷出行。

2018年上线的视频智能分析系统，则
通过人工智能，自动识别并抓拍占道经营、
非机动车乱停放、违规户外广告、垃圾箱满
溢、暴露垃圾等11类常见的城市管理问题，
实现智能采集、一键批转、自动派遣、智能
核查、智能结案。

打造智慧城管3.0版
实现“物物互联、立体感知”

1月28日，江北鸿恩寺公园的一棵参
天古树上，搭着一个梯子，四五个工作人员
在树上树下忙碌着给大树安装检测仪。

“有了这套设备，系统能自动获取、分析
树木的生长情况，通过温度、湿度、光照、土
壤水分等环境数据分析，实现智能喷灌、病
虫害防治、养分补给。”工作人员告诉记者。

“把古树名木纳入智能监测，只是江北
区打造智慧城管3.0版的其中一个内容。”
曾卿华称，自2018年起，江北区启动了“智
慧城市管理三年行动”，将在全市率先实现

“泛感知、智应用、大数据、网格化、精细化”
的智慧城管3.0目标。

其中，在“泛感知”建设方面，到2020
年，江北区将搭建起一张城市管理部件物
联网，实现城市公用设施、城市照明设施、
环卫设施、城市排水、古树名木、广告等状
态的“物物相联，立体感知”；

在“智应用”方面，将通过人工智能技
术，实现城市管理全行业智能收集问题、自
动派遣、智能调度、智能结案、自动评价；

在“大数据”方面，将共享与
整合人口、交通、能源、建设等公
共设施信息和公共基础服务，形
成综合性城市管理数据库；

在“网格化”方面，将实现城
市网格化管理“人地物事”的有效
组合和扁平化管理；

在“精细化”方面，将通过大
数据智能化方式，实现城市
管理的人员管控、作业过程、
作业标准、作业绩效等精细
化管控的“一张图”。

“到那时，江北不仅城市
管理实现智能化，商场、街
上、公园也会实现智能化，人
们能时时处处感受到智能化
带来的方便与舒适。”曾卿华
说。

江北

“智慧城管”让城市“耳聪目明”
本报记者 曾立

●“今后，江北不仅城市
管理实现智能化，商场、街上、
公园也会实现智能化，人们能
时时处处感受到智能化带来的
方便与舒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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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6万户

2018年，江北区垃圾
分类覆盖386个居民及商

住小区共计 16.6万户，56所中小学、
158家幼儿园、6家农贸市场、218家公
共机构

2018年，江北区对
重点区域的景观照明和

功能照明进行改造升级，提升了101栋
楼宇建筑、6.2万平方米广场、3万平方
米草坪灯饰效果

101栋

2018年，江北区全年
共计实施绿化提升项目

277个，完成鲜花摆放、栽植共1800万
余盆，栽植开花乔木 6689株、花灌木
198万余株

277个

2018年，江北区全面提
升道路设施，总计修补花岗
石、透水砖等各类人行道面

砖约2.98万平方米，修补车行道沥青、
混凝土路面约 4.8万平方米，隧道，下
穿道日常巡查维护7000余平方米，修
复改造路沿石12.9公里

2.98万平方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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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接1版）
“能回到家乡就业，我也挺高

兴。”今年43岁的孙露兰是高楼
镇龙源社区村民，一直以来，她都
在广东一家汽车配件厂从事座椅
布套缝制工作。这次回来过年，
在村社干部的对接下，她知道了
铜梁红蜻蜓鞋厂缝纫岗位招工信
息，又实地参观了工厂，对工作环
境很是满意，“计件工资差距不
大，又能照顾家人，我当然愿意留
在家乡。”

据统计，在近段时间铜梁区的
各类招聘会上，共有近5000名返
乡者签订了意向性就业协议，较往
年大幅增加，铜梁人才回流趋势愈
加明显。

全程多方扶助，返
乡创业者干事创业信
心足

在铜梁区大庙镇莲胜村，33
岁的彭材鑫颇有名气，这不仅因为
他是该村走出去的大学生，更因为
他在一家外地农业企业任职多年，
学得了一手过硬的蔬菜种植技术，
是公司技术管理人员。每逢过年
过节，知道彭材鑫回村，不少村民
都要上门请教种植技术。

几年前，大庙镇将彭材鑫列为
本土优秀人才，希望其能回到家
乡，带动村民一起发展产业。然
而，彭材鑫顾虑较多：“一方面是家
人觉得没必要回到农村自己干；另
一方面，我对政策扶持、土地流转
等各方面的事情都不是很熟，觉得
风险很大。”

“这是农村产业发展过程中，
很多业主都存在的疑虑。”大庙镇
一负责人说，为解决这个问题，铜
梁区对创业者进行了全程多方扶
助。在城镇创业的，为其提供工
商、税务、技术支持、场地、贷款等
一条龙服务；在农村创业的，针对
其遇到的困难和疑虑，一件一件
解释、一件一件落实，解决创业者

遇到的各种困难。
在多方动员后，去年下半年，

彭材鑫终于决定回到家乡创业，
发展西瓜和蔬菜种植。可在流转
土地时，少数村民不愿意，镇村便
组成工作队挨家挨户做工作，最
后达成了双方都满意的结果，半
个月就完成了50亩土地的流转。
对其申请的蔬菜大棚项目补助，
镇里派专人进行跟踪办理，很快
就完成了评审。

仅仅两个多月，彭材鑫50亩
西瓜蔬菜基地就完成了场平，搭建
起大棚钢架，完成了合作社的组
建。春节长假刚过，彭材鑫就开始
着手购买大棚薄膜，以备大年后种
植首批西瓜苗。

“我现在信心十足，准备大干
一场。”彭材鑫说，他有渠道，种的
西瓜蔬菜不愁销路，西瓜可种三
季，按一季一亩收入 8000 元计
算，三季西瓜就能收入2.4万元，
加上西瓜种植后，轮种藤菜等，基
地每亩地可收入 2.6 万元以上。
他准备以合作社为纽带，带动更
多农户共同发展西瓜和蔬菜种
植，让大伙共同增收致富。

铜梁区农委一负责人介绍，在
各种政策和帮扶共同作用下，越来
越多返乡创业者回到农村扎根，目
前，全区由业主投资的各类乡村产
业项目超过300个。

龙头带动，散户创
业有项目就业有保证

除了在城镇就业，以及创业的
人群外，返乡者中还有很大一部分
没有技术、没有项目，他们如何在
家乡实现安稳致富？铜梁的做法
是通过产业发展、龙头带动，让散
户创业也有项目，即使不创业，就
业也能有保证。

在铜梁区福果镇，2017年返
乡创业的刘松包下了200亩荒山
荒地，建起了一个年出栏15万只

“跑山鸡”的特色养殖基地，由于其
“跑山鸡”绿色生态、品质较好，在
市场上供不应求。

为了带动更多返乡农户轻松
创业，实现共赢，2018年，福果镇
从利益连接机制等细处着手，鼓励
刘松建立了“公司+基地+农场”的
产业发展模式：由企业提供鸡苗、
饲料、养殖技术，统一回购，农户分
散代养，按每年制定的合同价卖给
企业，每年企业利润的10%奖励给
农户。

“这种方法好，我们稳赚不
赔。”49岁的杨光伦是一名木匠，
以前一直在外务工，从事室内装
修。随着年纪增大，他觉得工作
越来越吃力，今年春节回到老家
后，就想找个轻松安稳的事情做，
却一直没有头绪。

后来，他听说周边不少农户都
在养殖“跑山鸡”，就来到“跑山鸡”
基地了解，一下就被吸引住了，“企
业合同价收购，我们每只鸡大概可
以赚5元，1万只鸡就是5万元，今
年，我准备不再出去了，在家安心
养鸡。”

通过产业发展和龙头带动，
一年时间，福果镇已有33户返乡
农户参与到“跑山鸡”养殖中，年
出栏70万只，实现了企业与农户
的双赢。

“实际上，产业的发展对乡
村外出人员的吸引力已经开始
显现出来。”袁飞表示，铜梁共有
11万人在外务工经商，去年共吸
引了上万人返乡就业创业，今
年，随着高新区企业用工需求增
加，以及农村产业发展对人才和
劳动力需求的增加，将力争吸引
2万人返乡就业创业，共同建设
美丽龙乡。

铜梁做好绣花功“把老乡留在老家”

仅仅两个月，城口贫困户王发财
卖城口腊肉就卖了6万元！王发财为
啥发财这么快？2月13日，王发财告
诉重庆日报记者，主要是九龙坡区九
龙镇在巴国城农贸市场为他落实了一
个门面，既免去了3年租金和装修费，
还邀请他参加经营技能培训。

王发财43岁，家住城口县蓼子乡
金寨村，与妻子育有两个孩子，因文化
水平低且缺乏劳动技能，一直就业困
难，成了村里有名的贫困户。

去年8月1日，九龙坡区第一批赴
城口对口扶贫帮扶的工作人员来到蓼
子乡，九龙坡区九龙镇副镇长曾玉娟
挂职蓼子乡党委副书记，九龙镇也与
该乡最困难的金寨村结成帮扶对子。

“想卖城口腊肉，就怕没销路。”
曾玉娟到金寨村走访了解情况时，王
发财对她说，自己不会其他手艺，但
腌制城口腊肉是一把好手，但就怕卖
不出。

金寨村海拔1700多米，是县级深
度贫困村，盛产独活、玄参、天麻、重
楼、地黄等高山中药材，高山土猪、核
桃等土特产更是远近闻名。据统计，
全村中药材种植规模达1000余亩，农
户自行散种药材也有200余亩，并且
村里还围绕中药材、生猪和核桃成立
了三大合作社。但由于产业规模小、
产业链条短、产业结构单一、大量年轻
劳动力外出，以致全村还有贫困户64
户247人、低保户17户54人、五保户
4户。

“市场是短板，虽有好的农产品但

就是没销路。”曾玉娟说，为此，九龙镇
为金寨村设立了20万元的产业发展
基金，用来支持集体经济组织发展，解
决种养大户、加工大户的创业资金周
转难题，吸引外出青年返乡创业，帮助
贫困群众创业；同时在辖区恒胜医药
市场、巴国城农贸市场为蓼子乡提供
门面，免去前三年租金和装修费，有效
拓展金寨村乃至整个蓼子乡产业发展
的销售网络。

九龙镇两大帮扶举措“点燃”了王
发财创业的信心。九龙镇为王发财在
巴国城农贸市场2楼落实了20平方米
的门面，并免除了装修费和3年6万元
的租金。

“我和表弟分了工。”为保证腊肉品
质，王发财让表弟谭伟在城口老家负责
收购真正的土猪肉腌制生产腊肉，自己
在巴国城农贸市场门面负责销售，“产

业发展基金还为我们提供了2万元的
无息贷款，缓解了资金难题。”

去年12月，王发财的腊肉店开业
了，还专门制作了“九龙镇政府对口帮
扶城口高山土特产专营店”招牌，开业
短短两个月，他们的腊肉就卖了1000
公斤，实现销售收入6万元。

在新的一年里，王发财与谭伟计
划制作1万公斤腊肉，力争利润突破
10万元，“我不但要脱贫，还要像自己
的名字一样发财。”

“缺啥帮啥，帮到了点子上。”蓼子
乡乡长刘关林告诉重庆日报记者，九
龙镇还依托辖区的恒胜医药市场，组
织中药材经销商及药农、农村经纪人
双向实地考察，并在市场内为蓼子乡
提供了一个门面，同样免去了装修费
和前三年租金，“预计可带动中药材每
亩增收300元以上。”

城口一贫困户卖腊肉愁销路，九龙
坡区九龙镇为他落实了门面，既免去了
3年租金和装修费，还邀请他参加经营
技能培训。仅仅两个月，他卖城口腊肉
实现销售收入6万元——

王发财发了财
本报首席记者 彭瑜

表弟谭伟说自从表哥王发财在主城有了门面，他们的腊肉买卖就越干越有
劲了。 通讯员 周舸 摄

数说江北城市管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