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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铜梁区大
力实施乡村振兴战略，
深入开展农村人居环
境整治，加强道路环境
提升、农村生活垃圾集
中收运、改水改厕改气
等工作，组织发动群众
在道路两旁、房前屋后
栽花种草，着力建设美
丽乡村，让良好生态成
为乡村振兴支撑点。

2月28日上午，安溪镇谭洪村，村
民们有的在清理路旁的垃圾，有的在
房前屋后收拾花草，有的在新修、改建
卫生厕所。公路两旁和农家院落，花
树葱茏，干净整洁，村中老人们在小广
场锻炼身体……

“前几年，谭洪村这个山区村的卫
生环境可以说是脏乱不堪，公路两边随
处可见白色垃圾，农房前后散乱地堆放
着柴禾。”驻村镇干部介绍，现在经过治
理，村庄开始变靓了，农家环境变美了，
村民的幸福感、获得感不断增强。

解决垃圾处置老大难

2017年以来，铜梁区把农村垃圾
治理作为改善农村卫生环境的首要任
务。区财政拿出上亿元资金，在28个
镇街建起了垃圾中转站、垃圾压缩站，
配置了垃圾转运车辆，每个村（社区）、
农民新村、公路沿线、农家院落配置了
垃圾箱桶，每个村配备了专职保洁员，
形成了“户集、村收、镇（街）转运、区处
理”的治理模式。

“铜梁农村生活垃圾按照治理‘五
有’模式进行运转和考核，即有稳定的
村社保洁队伍、有专业的镇街垃圾收运
队伍、有达标的村级垃圾收容器、有完

善的垃圾转运设施设备、有规范的垃圾
处理设施，并建立严格的考核评价制
度，全区基本实现农村生活垃圾集中处
理全覆盖，95%以上农村生活垃圾得到
处理。”区城市管理局负责人表示，整个
农村人居环境做到了垃圾归位、农具归
顺、畜禽归栏、柴草规整。

在南城街道黄桷门农民新村，公路
边上看不到垃圾，小广场非常干净，家
家户户都种上了各色花草。村干部介
绍说，现在，村民十分珍爱环境，自觉把
垃圾投入到垃圾箱里，把房前屋后、院
坝沟渠打扫得干干净净，基本实现了

“不见垃圾飘、不见蚊蝇飞、不见污水
流、不见杂草生”。

村民栽花种草成时尚

二月的龙乡，已是花开满城香。
在太平镇坪漆村，沿着一条被称为

“最美乡村公路”的村级草油公路行进，
公路两边种植着天竺桂、栾树、金桔、三
角槭、紫薇、夹竹桃、月季、三角梅、格桑
花、虞美人等各种花草树木。利用道路
沿线的坡地和荒地因地制宜，乔灌草本
搭配得当，让人眼前一亮。

“在我们坪漆村，不但是公路旁，村
便民服务中心和农家周围，现在是处处

可见花，村民种花爱花蔚然成风。”村支
书徐元界说，今年3月初，村里将举办
首届“桃谷人家”桃花赏花季，各家各户
都在做好迎接客人的准备。

侣俸镇保乡村是镇里确定的美丽
乡村建设示范村。走进该村，村公路两
边鲜花成带，农家院落工艺性竹篱里的
鲜花迎春开放，三色乡下时光、华胤农
业园、乡下时光生态垂钓基地里花团锦
簇，成为乡村亮丽的风景。

“我们村虽然是果蔬种植和水产养
殖大村，但过去农村环境差，城里人不
愿意来。现在，干净清爽、鲜花盛开的
环境吸引了大批城里人前来采果、垂
钓、踏青、赏花。”村支书段玉平高兴地
说，如今村民们都认识到了环境对增收
的重要性，村里号召美丽乡村建设，大
家也积极参与了进来。

“目前，铜梁每一个场镇、每一个村
（社区）、每一个农民新村、每一条公路
都有鲜花相伴，村民栽花种草成为一种
时尚，全区农村人居环境得到极大改
善。”区农业农村委有关负责人介绍。

干部带了头 群众争着干

在铜梁区采访中了解到，栽花、植
树、种草，绿化美化农村环境，政府给以

一定的补助，农民积极投工投劳响应。
近日，在石鱼镇兴发村，上百名镇

村干部和志愿者扛起锄头走进花果山，
在公路两边、人行便道和裸露地面除杂
草、栽花草、理沟渠、拾垃圾。村民们看
在眼里、热在心头，也积极加入到劳动
之中。

“干部都动起来了，我们也坐不住
了！”五社村民叶良清说，“大伙一连几
天整理房前屋后的环境，把农具、柴草、
杂物归顺，把散养的鸡鸭归进栏里，还
在院坝周边和道路两旁栽上花草。”

村支书张心红介绍，村里开展最美
院落、最美农家评选，村民们踊跃报名、
积极参与。

今年春节后，不仅是石鱼镇，在铜
梁区28个镇街，干部、志愿者齐上阵，
掀起了整治农村人居环境的热潮。

据了解，铜梁区在整治农村人居环
境过程中，坚持因地制宜，尊重群众意
愿，积极探索推行农村社会治理积分奖
励机制，镇村对农户优化人居环境的各
方面，通过检查考核按照“积分制”加以累
计，达到规定的分值可兑换生活用品。目
前，这一举措已在全区28个镇街推广。

（铜梁区融媒体中心 赵武强
陈文龙 张德勇）

垫江讯 垫江县企业智能视觉监
管平台（简称“环保天眼”平台）日前建
成并进入试运行阶段。据悉，该平台是
全市生态环境系统首个“环保天眼”智
能视觉监管平台，它的建成将是提升环
境执法的有力支撑，并为进一步打击违
法排污企业、改善垫江县生态环境质量
奠定了基础。

据介绍，目前，“环保天眼”平台已
将垫江县富源化工、兴发金冠、赛德化
工、县工业园区污水处理厂、坪山榨菜
厂等5家企业作为试点监管对象，共安
装了12路在线监测监控设备。该设备

可将被监管企业污染治理设施运行情
况、污染物外排情况收集汇总至县环
境应急指挥平台上识别、计算和分析，
做出判断，对发现异常将立即启动预
警。

据县环境行政执法支队副支队长邓
江陵介绍，一旦纳入监管企业的外排废
水浓度超标或异常，报警信息将通过县
环境应急指挥平台显示在大屏幕上。届
时，县环境行政执法支队将对数据进行
核实并要求涉事企业进行整改，对涉嫌
环境违法行为的，将进行立案查处。

（垫江县融媒体中心 王远杰）

垫江建成全市首个“环保天眼”平台

全区28个镇街干部群众一起动手清洁环境美化家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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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器人手臂、大尺寸触控投影幕
布、无人超市……这些过去只能在科幻
片里面才看得到的场景，现在在江津工
业园区就能看到。

江津工业园区从无到有，从产值3
亿余元迅速增长超过1000亿元，从偏
居一隅到重庆市首批批准的16个特色
工业园区之一。2017年，江津工业园区
积极创建国家级经开区……江津工业
始终保持蓬勃发展、稳步提升的势头。

新机遇与新优势

2009年12月，重庆二环高速公路

建成通车。这标志着江津工业园区的
工业产品无需再穿城，便可驶入其他高
速公路送达世界各地。

江津工业园区通过重庆二环高速
公路进一步打开了对外开放大门，区位
优势进一步凸显。

随后，渝泸高速、江习高速、江綦高
速的建成通车，重庆（江津）综合保税区
的建成营运，为江津工业园区的发展注
入了更强劲的动力。

近年来，市委、市政府出台相关政
策，支持江津工业园区打造装备制造、
汽摩及零部件、电子信息、新型材料、
食品工业等五大主导产业集群，支持
珞璜工业园建立综合保税区并投入营
运，支持中新创新创业园等园区实质
性建设。

与此同时，区委、区政府相继制定
了《江津工业品牌发展激励扶持办法》
《江津区鼓励扶持企业挂牌上市的意
见》《江津区中小微企业续贷周转资金
管理暂行办法》等政策措施，形成了涵
盖平台建设、技术研发、成果转化、应用
推广、产权保护等全方位全覆盖政策体
系，在人才引进、金融支持、重点产业发
展计划、要素保障等方面，提供了强有
力的政策支撑。

一系列利好政策的出台，为推动江
津工业园区实现高质量发展，提供了千
载难逢的新机遇。而江津工业园区也

积极发挥自身动能，在体制改革和机制
建设上一再寻求新突破。

目前，江津工业园区享有规划建
设、项目审批等权限，形成了自主高效
的决策机制；享有财政管理权限，构建
起能够独立运行的财政体系；实行“管
委会+公司”机制，在拓展园区建设、产
业发展的模式上具有明显优势。

2018年，重庆江津与广西防城港
跨区域合作，国家级、省级重点实验室
等创新创业平台加速筹建，重庆（江津）
综合保税区挂牌营运……

2018年，江津区新增5家博士后
科研工作站和1家院士专家工作站。
目前，全区院士专家工作站 5家，博
士后科研工作站达8家。江津工业园
区还与清华大学、浙江大学、武汉大
学、重庆交通大学等建立了战略合作
关系……

新的机遇与优势，推动着江津工业
高质量发展。

新技术与新产业

江津工业园区的“新”还体现在对
“新技术、新产业”的发现与追求上。

近年来，江津区一方面致力于培育
壮大战略性新兴产业，着力在装备制
造、汽摩及零部件、电子信息、新型材料
等新产业发展上谋篇布局；另一方面也

积极助力传统产业转型升级，让传统制
造产业的发展积极向新能源、新市场靠
拢。

针对江津工业园区装备制造、汽摩
及零部件、电子信息、新型材料、食品工
业等五大产业集群和大西南市场发展
的巨大需求，江津工业园区积极开展招
商引资，创建各类技术研发中心、新材
料产业园、产业特色小镇等，促进相关
产业集群协作发展。

去年5月，重庆西部硅谷小镇在双
福新区正式开园，首期“微巢空间”实现
满租，入驻企业达18家，涉及软件、人
工智能、VR和机器人等高新技术领
域。重庆西部硅谷小镇规划面积共91
亩，建筑面积3万平方米。

2月26日，位于双福工业园的重
庆西部硅谷小镇相关负责人充满自信
地告诉记者：“2019年，重庆西部硅谷
小镇将持续发力，让互联网、智慧智
能、文化、高新科技四大创新产业步入
黄金发展时期。”开园不到1年时间的
硅谷小镇，目前已经成功入驻60余家
企业，直接或间接带动 1000 余人就
业。预计到2021年，小镇将引进创新
创业项目150个以上，带动5000人创
业就业。

重庆西部硅谷小镇的发展态势，为
全区“创新创业”注入了强劲动力。

（江津区融媒体中心 黄昌怀）

按下高质量发展“新”开关
工业园区跑出“江津速度”

江津区委、区政府
紧紧抓住一个“新”字，
把高质量发展的“总开
关”调到最大挡，把一个
又一个科技项目当成引
进导入的“敲门砖”，让
工业园区迅速崛起成为
“高地”，创造出多个“江
津速度”。

江津

巴南讯 2月 28日，记者从巴南
区举办的“2019年城市推介会”上获悉，
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巴南将加速“南部
新城、重庆国际生物城、高等职业技术
教育城”建设，着力“城市提升、乡村振
兴”，建设“城市中有山水、山水中有城
市”的新巴南。

据介绍，巴南区已连续6年举办城
市推介会，吸引了众多投资者前往巴南
投资兴业。本次推介会，巴南区就集中
发布了拟出让的31宗、总计8856亩土
地，以此加快城市拓展、功能提升，增强
人口转移吸引力和承载力。

巴南区一负责人介绍，在此次推出
的地块中，南部新城有两块重要地块，
分别位于鹿角组团和界石东城大道东
西两侧，面积都较大，将成为今年南部

新城区域发展的重头戏之一。同时还
推出了李家沱、鱼洞、龙洲湾、花溪等城
市核心区的几个地块。

在当天的推介会上，重庆国际生物
城地块也颇受人瞩目。作为我市生物
医药产业发展的重要平台，重庆国际生
物城产业发展迅速，相应的，对产城融
合发展的需求也在加强。此次推出的
重庆国际生物城地块，与两江新区一江
之隔，距解放碑、江北嘴20公里，距江
北国际机场22公里，距重庆东站只有
10公里。

此外，巴南还结合乡村振兴，推出
了位于圣灯山镇的圣灯山避暑休闲地
块，和位于巴南区石滩镇的双寨山避暑
休闲地块。

（巴南区融媒体中心 袁倩）

巴南举办“2019年城市推介会”

南 部 新 城 建 设 提 速

沙坪坝讯 日前，在司法部召开的
全国司法行政系统表彰会上，沙坪坝区
司法局西永司法所所长罗晓丹荣获全
国模范司法所长称号。从事司法行政
工作14年来，罗晓丹将法学专业优势
与群众工作方法有机融合，把司法阳光
带到基层，守护一方平安。

据了解，会上，全国共有230个集
体、659名个人分别荣获“全国模范司
法所”“全国模范司法所长”称号。

今年38岁的罗晓丹自2012年担
任西永司法所所长以来，指导参与调解
各类矛盾纠纷5266件，调解成功5258
件，调解金额达900余万元。她长期扎

根基层，走遍辖区每个角落，为居民提
供司法服务。2014年春节前夕，罗晓
丹协助74名农民工兑现了130万元被
拖欠工资，并常年积极帮助社区服刑人
员矫正改造，让他们重新树立生活的信
心，找回奋斗的梦想。

据了解，2018年，西永司法所共组
织开展“法律四进”普法教育宣传活动
19场，发放宣传单10000余份，接受群
众咨询上百人次；组织辖区4000余名
群众参与宪法知识竞答，进一步营造了
全民“知法、懂法、守法”的良好社会氛
围。

（沙坪坝区司法局 李可）

沙坪坝区司法局罗晓丹
荣获全国模范司法所长

铜梁

大足讯 为加强两岸文化交流，助
推渝台经贸、农业、旅游产业融合互鉴
发展，应台湾中华华夏两岸文经协会的
邀请，在重庆市台联、重庆市渝台经贸
文化交流中心的积极策划推动下，2月
24日至3月2日，由重庆市大足区人民
政府区长李步彬为团长的“农文旅暨非
遗文化”赴台考察交流团举行了为期一
周的参访交流活动。

考察交流团一行在新北市、新竹
县、南投县、高雄市等地与当地政府及
企业、中华文化经贸国际交流协会等
社团组织进行坦诚交流，对在农文旅
项目方面的交流合作达成共识，广交
朋友，诚结对子，所到之处受到热情接
待，取得了丰硕成果，达成了将进一步
加深互动往来、深化交流合作的共
识。大足区金山镇与新北市金山区因
其名相同，所辖人口规模相当，主导产

业相近，双方表示将进一步加强交流
互动。

非遗文化项目大足“鲤鱼灯舞”所
到之处广受欢迎。栩栩如生、鱼鳞闪
耀、欢快喜庆、灵动唯美、翻腾搏浪、鱼
跃龙门的表演，一气呵成，让观看首场
演出的新北市嘉宾惊叹不已。之后在
多地更是进行了加场演出，3月1日当
天就加演了3场，新竹县文化局商请表
演团留下鲤鱼灯，并邀请大足区文化馆
尽快派老师去辅导，让非遗文化“鲤鱼
灯舞”在新竹县也发扬光大。

同根溯源的文化认同，还引起当地
人民与鲤鱼灯舞的现场互动，两岸一家
亲的情怀，在展演现场表现得淋漓尽
极，令人动容。本次交流活动，推动了
两岸文化交流，助推了大足区与台湾各
地在农文旅融合发展方面的合作。

（重庆市台联 王吕刚）

大足区农文旅
暨非遗文化赴台考察交流

重庆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城乡规划公告

详情请登录重庆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公众信息网站:http://113.204.224.20/xxgk/xxgk_list.aspx?ClassName=17

建设工程设计方
案类公示

序号

1

2

3

4

5

6

项目名称

北碚区牌坊湾6号1、2单元增设电梯公示

北碚区牌坊湾6号3、4单元增设电梯公示

北碚区新房子94号增设电梯公示

华润润西山项目二期涉及方案修改公示

金科·天籁城·美社2栋3单元增设电梯公示

大地工谷标准厂房（一期）方案调整

项目位置

位于北碚区牌坊湾6号

位于北碚区牌坊湾6号

位于北碚区新房子94号

位于沙坪坝区M组团

位于两江新区黄山大道

位于两江新区

申请单位

余维兰、王春等76户

余维兰、王春等76户

林辉荣、胡利生等18户

重庆华润置地发展有限公司

金科·天籁城·美社2栋3单元相关业主

重庆巫山移民产业园开发建设有限公司

公示时间

2019年3月5日至2019年3月11日

2019年3月5日至2019年3月11日

2019年3月5日至2019年3月11日

2019年3月5日至2019年3月11日

2019年3月5日至2019年3月11日

2019年3月5日至2019年3月11日

公示地点

北碚区规划和自然资源局、项目现场、重庆市规划展览馆公
示厅、重庆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公众信息网站

北碚区规划和自然资源局、项目现场、重庆市规划展览馆公
示厅、重庆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公众信息网站

北碚区规划和自然资源局、项目现场、重庆市规划展览馆公
示厅、重庆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公众信息网站

沙坪坝区规划和自然资源局、项目现场、重庆市规划展览馆
公示厅、重庆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公众信息网站

两江新区规划分局、项目现场、重庆市规划展览馆公示厅、
重庆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公众信息网站

两江新区规划分局、项目现场、重庆市规划展览馆公示厅、
重庆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公众信息网站

咨询电话

68861838

68861838

68861838

65211133

67309956

6730467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