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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月23日11时，綦江永新梨花山
景区石坪村。一辆旅游大巴驶进停车
场，下车的游客径直走向附近的农产品
销售点。不到半个小时，石坪村三组村
民刘泽贵售卖的椿芽就被抢光了，梨膏
和笋子也卖去大半。

“公路重新修好了，在家门口坐车，
想去哪就去哪。这不，今年梨花节，旅
游大巴也直接开进了村里。”谈起新通
车的公路，刘泽贵滔滔不绝。

“随着重庆交通建设‘三年行动
计划’的推进，一条条‘四好农村路’
贯穿城乡、直抵田间，实现了通组达
户，正成为村民的脱贫路、乡村振兴
的阳光路。”重庆市交通局相关负责
人表示。

道路改造升级
助推乡村旅游发展

这条3月12日正式通车的路，起于
G353罗家支路口，止于中峰镇龙山村，
穿过永新梨花山景区石坪村，全长16.8
公里。眼下，沿线开满桃花、梨花、油菜
花和迎春花，驾车行驶在路上，仿佛置
身在无边的花海中。

永新梨花节已成为綦江一张名
片。虽说已举办多年，但对游客和当地
居民来说，最头疼的一件事就是堵车。

2007年，该路由机耕道升级为水
泥路。2013 年，拓宽成 4.5 米的双向
道。随着梨花节的名气越来越大，近年

来，自驾前来游玩的游客明显增多。
“游客多了，可路越来越堵，最长堵

车时间达5个小时。”石坪村支书幸定华
说。

对团体客来说，也很不方便。旅游
大巴车无法直接开进景区，游客只能在
离村1公里的地方下车，步行到景区。

“周末，每天有几千人来看花，道路
堵得一塌糊涂。”幸定华说，幸好在2018
年，綦江区交通局启动了道路改造升级
项目，将4.5米的路面拓宽至7米单向环
道，新建和升级了5个停车场，可容纳几
百辆车停放。

“现在景区不用担心停车和堵车问
题了。”幸定华高兴地说。

路拓宽了，产业自然也要提档升

级。目前村里正在规划壮大集体经济：
今年已新种500亩茶叶和菊花，正在打
造120亩标准梨园。标准梨园的梨树
是新品种，梨子价格比传统的品种高出
一倍。

这只是綦江围绕农村产业和旅游
业等发展规划，升级旅游路和产业路的
一个案例。

“为打通乡村振兴‘最后一公里’，
产业规划到哪里，公路就修到那里。”綦
江区交通局相关负责人表示，去年，该
区建成通畅公路350公里、启动建设
100公里通达公路，今年将新建“四好农
村路”1000公里。

为建好“四好农村路”，綦江区明确
规定，村级及以下通畅工程公路路面宽

度不小于4.5米，村、镇及58个老乡场
的连接道路路面宽度原则上不小于5.5
米，旅游路路面宽度原则上不小于6.5
米。

重庆市交通局有关负责人说，今
年，我市将新建“四好农村路”2.4万公
里，重点建设“康庄大道”，加快实施“幸
福小康路”，扎实推进“特色致富路”，推
动资源变资产、资产变资本、资本变资
金，助推乡村振兴战略。

路通到家门口
实现村民多年夙愿

简文现最近喜欢到家门前的公路
施工现场转转，打听一下公路能否提前
通车，“真希望这条路现在就能通车
呀。”

简文现，今年57岁，城口沿河乡迎
红村村民。用他的话说，这辈子最大的
愿望，就是村里能修一条通往乡里的公
路。

沿河乡距城口县城虽说只有40公
里，但位置“掉角”。唯一一条通乡公
路，到了沿河，便成为断头路。

路不通，深处大山中的简文现和村
里十来户村民与外界隔离。沿河乡迎
红村也成为沿河乡脱贫攻坚中最难啃
的“硬骨头”。

迎红村最大的产业是竹笋，村民们
几乎家家户户大量种植，一半的村民们
每年卖竹笋，都要背下山好几公里，一
天起早贪黑最多背两趟。

“小贩上山收竹笋价压得很低，地
里的洋芋、红薯根本卖不起钱。”简文现
说，没有路，别说致富，就连生活都难以
保障。

打通沿河至双河的道路，直接接通
快速公路，融入全县交通路网，成为沿
河人企盼多年的梦想。

2017 年，长 19.2 公里的城口沿
（河）双（河）公路开建。2018年6月，沿
河至双河公路（一期）工程全线柏油路
面建成通车，从沿河乡场镇到原中溪乡
迎红村，由以前的1个多小时缩减至现
在的10多分钟车程。但简文现家门前
穿过的沿双公路二期仍在修建，预计今

年上半年建成通车。
“沿河至双河公路全部建成后，将

让偏僻的沿河乡区位优势显现。”沿河
乡政府相关负责人称，该乡将成为城口
县西部片区重要的交通物流通道，城口
县西部片区各乡镇直达城万快速通道
缩短40分钟左右车程。

重庆市交通局有关负责人称，重庆
交通建设“三年行动计划”实施以来，我
市将18个深度贫困乡镇“四好农村路”
建设作为重中之重，坚持以通村民小组
公路为重点，加大交通脱贫攻坚力度，
扎实推进“四好农村路”建设。

打造农村公路网络体系
推动多元化产业形成

两年前，秀山县隘口镇富裕村，还
是以苞谷、洋芋、红薯种植为主，是远近
闻名的“光棍村”。

如今，富裕村核桃产业已发展到
2000余亩，明年有望达到3000亩，当地
农户户均收入有望达到5000元以上。

村里的变化，得益于村里一条长
4.5公里机耕道拓宽硬化。

富裕村，位于渝黔交界处的太阳山
深处，全村248户，有贫困户37户，距县
城车程超过两小时。

2008年，富裕村村民自筹资金，在
村干部的组织下，开始在大龙门山上修
路。一年半后，机耕道全线贯通。但村
民很快发现：路太陡，摩托车和三轮车
很难开上山，除了步行不再“溜滑子”
外，苞谷、洋芋下山，肥料等物资上山，
还是只能靠肩挑背扛。

把机耕道变成一条可通车的硬化
公路，成为村民们的最大愿望。2017年
8月，愿望变成现实。村里利用扶贫专
项资金，将九道河到大龙门组的4.5公
里机耕道，拓宽成 4.5 米并进行了硬
化。路修通了，富裕村种上了经济作物
核桃。

“核桃产业将发展到3000余亩，核
桃树进入盛果期后，户均收入将在7万
元以上。”富裕村“第一书记”赵茂兴表
示。

路通了，受益的不仅仅是富裕村。
隘口镇正在推动交旅融合，打造集休
闲、娱乐、观光与农事体验于一体的茶
旅融合发展项目，并正在形成以中药材
为主，果蔬产业配套的产业发展格局。

修一条农村公路，就打开了村民一
扇致富大门。有数据显示，重庆建好的
农村公路，推动农村车辆运营成本平均
下降四成多，约八成企业降低了运输成
本、提高了销量，约95%的农村群众收
入明显增加。

村民说：在家门口坐车，想去哪就去哪
重庆四好农村路正成为乡村振兴阳光路

本报记者 杨永芹

■数据显示，重庆建
好的农村公路，推动农村
车辆运营成本平均下降
四成多，约八成企业降低
了运输成本、提高了销
量，约95%的农村群众收
入明显增加

■今年，我市将新建
“四好农村路”2.4 万公
里，重点建设“康庄大
道”，加快实施“幸福小
康路”，扎实推进“特色致
富路”

本报讯 （记者 王翔）3月27日，
江北区委、区政府组织130家企业负责
人前往酉阳土家族苗族自治县，参加“万
企帮万村·江北在行动”精准扶贫启动仪
式，并与酉阳130个贫困村“牵手”结对
子，实现对酉阳县贫困村帮扶全覆盖。

酉阳县是江北区对口帮扶区县，近
年来，江北区坚持“帮扶酉阳就是帮助
我们自己”的理念，树牢全市“一盘棋”
思维，打好攻坚“提前量”、增加帮扶“含
金量”。2018年和2019年，江北区政
府分别拿出了5000多万元帮扶资金及
相关实物，助力酉阳脱贫攻坚。

同时，江北区大力推动社会扶贫，通
过“万企帮万村”的结对帮扶模式，发挥
企业社会扶贫主力军作用。此次启动仪
式上，来自江北区的130家企业，就携

“大礼包”与酉阳县130个贫困村（其中9
个为深度贫困村）一对一“牵手”，实现
了对酉阳县贫困村结对帮扶全覆盖。

江北区委书记李维超介绍，为了让
企业精准帮扶贫困村取得切实成效，江
北区成立了以区“四大家”主要领导为
组长的工作领导小组，一方面动员引导
各类企业参与贫困村结对帮扶，另一方
面，在充分调研的基础上，建立起这些
企业与酉阳县贫困村交流对接机制、企
业帮扶动态调整机制，有针对性地确定
帮扶内容和方式，切实发挥企业社会扶
贫主力军作用。

据介绍，此次130家企业都根据自
身特点和贫困村实际，制订了帮扶计
划，涵盖了产业扶贫、消费扶贫、就业扶
贫、智力扶贫、公益扶贫等各个方面。

江北130家企业结对帮扶酉阳130个贫困村
将通过产业扶贫、消费扶贫等方式，助力早日摆脱贫困

3月21日，綦江区永新镇梨花山，许多市民自驾车前往赏花游玩，车辆行驶在新修好的农村公路上。
记者 万难 摄

丁烈云院士。
记者 张锦辉 摄

到高、中级及基层人民法院发放
调查问卷约300份，访谈对象包括审
判员、书记员等……3月27日，在西南
政法大学民商法专业读研究生的张志
峰，依然记得自己读本科时，参加由该
校教授、民商学院辅导员简敏牵头的

“刑法中数罪并罚量刑适用的调研”的
过程。

“团队主要是来自法学、行政管理
等专业的8名同学。”张志峰说，这个项
目是大家一起参加第14届“挑战杯”全
国大学生课外学术科技作品竞赛的项
目，同学们利用假期去北京、广州、济南
发放问卷、调研，进行访谈，然后做数学
建模、分析数据，最后提出思考和建议。

“在完成项目的过程中，不仅是对
大家进行有体系的学术训练，也让我们
更了解社会民情和国家法律，并提出分
析建议。”张志峰回忆，这个项目最后获
得第14届“挑战杯”银奖。

采用“1+1+X”（即“1位项目主任+
1位指导教师+X学生”）模式，带领学生
进行专项研究、开展实践实训等，是简
敏辅导员“名师工作室”的工作模式。
该工作室是重庆市首届辅导员“名师工
作室”，于2015年成立，由简敏带领校
内外的18名辅导员一起运行。工作室
采取“名师带动青年、团队带动学生”的
方式，让大学生针对校园危机管理与大

学生应急能力、都市留守儿童情况、重
庆市婚姻家庭现状等项目、课题，开展
社会调研、实践、公共服务等。

“工作室还组建有理论研究会、社
情民意调查队、法律学校等。”工作室辅
导员之一，来自重庆城市管理职业学院
的王霓表示，除了进行田野调查，大学
生们还会进街道、进农村做法律宣讲；

“每周一案组”则让学生每周围绕一个
案例开展学术沙龙；还有针对大学生心
理健康开展的心理剧场；以及运用网络
媒体对大学生进行思想、行为引导的e
路引航等。目前，工作室已创建了一系
列实践与学术相结合的教育模式，打造
出一批学生实践活动的精品品牌。

简敏说，自己采取“小课堂+社会大
课堂”的方式，推进对大学生的思政教
育，就是为了着力引导新一代大学生对
国情民意的了解，以及对他们创新精神
和学术能力的培养。

据了解，由于工作室辅导员成员来
自不同学校、不同专业，所带的学生也
不同，从而塑造出学习型、研究型、创新
型的师生共同体。近年来，仅工作室教
师团队就主持国家级及省部级的精品
项目和科研课题近20项，出版著作10
部，发表学术论文80多篇，获市级以上
荣誉称号20人次，所教辅学生获市级
以上奖项多达1000人次。

小课堂+社会大课堂

西南政法大学用“名师工作室”引导学生成长
本报记者 李星婷

点赞重庆高校思政金课④

“制造业正迎来新一轮科技革命，
数字建造就是工程建造的新机遇。”3月
27日，中国工程院院士、原华中科技大
学校长丁烈云应重庆市住房城乡建委
邀请，在渝州宾馆作了“数字建造促进
建筑产业变革”的专题讲座。他表示，
重庆应借力数字建造技术，实现建筑产
业转型升级。

全世界100栋超高层建筑，
中国占了43%

丁烈云介绍，在建造领域，我国已
在多个方面是世界第一。比如全世界
100栋超高层建筑中，我国占43%。

他认为，尽管我国是建造大国，但
建造行业粗放式、碎片化生产方式，带
来了产能性能欠佳、资源浪费巨大、安
全问题突出、环境污染严重、生产效益
低下等问题。我国不少建筑的寿命是
欧洲建筑的1/4；每平方米用钢比发达
国家多10%以上，所用水泥、能耗都比
发达国家高。

向“制造+建造”转型，像造汽
车一样造房子

“数字建造是信息化与工业化在工
程建造领域的深度融合。”丁烈云说，
数字建造给我国建筑行业带来六大变
革——

一是产品形态变革。传统建筑是
实物产品，数字建造通过产品数字化形
成“数字产品+实物产品”，实现产品的
价值增值。

二是经营理念变革。数字建造可
以改造提升传统建筑产业链，从建造向
服务延伸，完成从产品建造到服务建造
的转型。

三是市场形态变革。数字建造通
过数字化技术构建资源组织与配置服
务平台，从产品交易向平台经济转型。

四是建造方式变革。数字建造形
成制造一体化、自动化、智能化，完成建
筑施工向“制造+建造”转型，就像造汽
车一样造房子。

五是管理模式变革。数字建造

搭建开放的行业大数据平台，以数据
资源驱动政务服务、行业协调、标准
制定、企业自治等，将单向监管转变
为共生治理，将被动受理转变为主动
服务。

六是人才培养理念变革。数字建
造复合了大数据智能化和工程建造等
多领域学科，人才培养需从专业人才向

“一专多能”的“T形人才”转变。

做好支撑技术研发，迎接数
字建造时代到来

数字建造会给城市和生活带来与
众不同的体验。丁烈云举例说，比如
上海中心与上海金茂大厦、环球金融
中心相邻，因为两者的空间位置关系
形成了特殊的风压环境。技术人员通
过气流仿真分析，将上海中心主体部分
扭转了120度，使得风荷载作用效应减
少了24%。

丁烈云建议做好支撑技术研发，迎
接数字建造时代到来。一是工程软件

方面补短板，解决软件研发无基础的问
题。二是工程物联网方面扬长项，力争
研发技术跻身世界先进行列；三是工程
机械方面促升级，提升工程建造的智能
化水平；四是工程大数据方面强优势，
为智能建造打好基础。

他还建议，国家层面制定以数字建
造为核心的发展战略，助推中国从建造
大国走向建造强国。

中国工程院院士丁烈云建议

重庆借力数字技术实现建筑业转型升级
本报记者 廖雪梅

本报讯 （记者 廖雪梅）重庆日
报记者3月27日从市住房城乡建委了
解到，我市将以推广应用BIM（建筑信
息模型）技术为主要着力点，改变传统
建造方式，推进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
能等信息技术与建筑业深度融合，提升
建筑智能化应用水平。

“很多人对数字建造或许感到陌
生，但我市已有一些项目尝试数字建造
技术。”市住房城乡建委人士介绍。

比如，装配率高达82.68%的涪陵
中科大厦，采用装配化施工技术，不仅
可以将现场工人用工减少65%，也降低
了安全隐患；项目施工受天气影响因素
小，工期缩短1/3，差不多7天左右就能
建好一层楼。

再比如正在建设的仙桃数据谷项
目，有6座造型像“小蛮腰”的高层建
筑。这些“小蛮腰”的外幕墙为扭曲旋
转玻璃幕墙，幕墙高度从 60 多米至
90多米不等，旋转方向及平面形状各
不相同。为了像“扭麻花”一样确保

“小蛮腰”顺利成型，施工方采用了工
业级参数化 BIM 模型，结合数控技
术，使得整个幕墙安装精度误差不超

过3毫米。
据悉，为助推建筑业建造数字化，

我市将加快推动BIM技术在规划、勘

察、设计、施工和运维等建筑全生命周
期的集成应用，提高工程项目的建设
过程优化和集成效益，实现目标的精
准控制和智能建造。到2020年，重庆
将形成建筑工程BIM技术应用的政
策和技术体系，全市建筑、市政甲级设
计单位以及特级、一级施工总承包单
位均掌握BIM技术，并实现与企业管
理系统和其他信息技术的一体化集成
应用。

与此同时，我市还将开发AI+VR
建筑设计智能决策应用，提升建筑设计
智能决策及动态优化整体解决方案的
服务能力。推广建筑构部件智能生产
和物流智能配送，推进施工机器人、智
能施工装备、3D打印在工程建设领域
应用。

发展智能建筑、智能家居和智慧小
区也是我市实现建造数字化的重要抓
手，我市将加强智能化应用系统与建筑
功能的协调配合，实现建筑物全生命周
期监管。

重庆将推广应用建筑信息模型技术
2020年形成政策和技术体系

仙桃数据谷二期“小蛮腰”“指环王”效果图。 （中国五冶集团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