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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育创新主体
为科技创新送去更充足的“阳光”

对于久居城市的人来说，能够拥有
半亩菜园，是一件值得羡慕的事情。

那么问题来了，菜种在哪里？
重庆光电信息研究院的科研人员

会告诉你，菜可以种在房间里。在该研
究院的实验室里，一筐筐蔬菜列队整齐
地“站”在架子上，层层叠叠，郁郁葱
葱。只需要加入水和少量营养液，通电
连接网络，就能在每层的水培盘上长出
新鲜脆嫩的无公害蔬菜，供五口之家每
天享用。

这是该院研发的新产品——智能
家庭植物箱“小青”。它具有智能控制
功能，能精准提供植物生长需要的生态
环境。

近年来，渝北区坚持引进和培育
双管齐下，不断积聚类似重庆光电信
息研究院这样的大数据产业研发机
构、科技企业、创新人才，弥补创新资
源短板。

在培育新型研发机构方面，渝北区
已推动建立独立法人化研发机构32
家，经市级认定为新型研发机构 15
家。2018年，新培育科技型企业325
家、总数达到1083家；新培育高成长性
企业74家、总数达101家；新增国家高
新技术企业102家、总数达到441家。

同时，渝北区实施“临空海外英才

计划”和“临空创新人才计划”，以项目
引才引智；建立“创新创业导师库”，聘
请知名专家学者、成功企业家138名，
为渝北创客和科技型企业进行创业辅
导；依托国家信息中心、北京协同创新
研究院，联合ARM、微软、谷歌等知名
企业，打造仙桃大数据与物联网创新学
院，培养大数据产业所需的应用型人
才。

搭建创新平台
给创新主体提供更营养的“土壤”

一般来说，人工智能芯片，从研发
到量产，通常要4到5年的时间。但在
仙桃国际大数据谷内，重庆物奇科技有
限公司却只用了1年的时间，就成功量
产了一款自主研发的电力物联网载波
芯片，刷新了人工智能芯片的产学研速
度。

可不要小看这款只有拇指般大小
的智能芯。安装上它以后，人们只需轻
点鼠标，就能完成以前多人才能做到的
电力安全、控制、计量等任务。

“这样的速度，得益于我们和数据
谷其他公司协同合作的结果。”公司联
合创始人熊飞表示，在研发时，正是得
益于数据谷其他入驻企业提供的供应
链解决方案，让公司效率突飞猛进。

推动科技创新从单打独斗到协同
作战，突破单个资源能力限制，正是“创
新生态圈”建立的初衷。为此，渝北区

围绕创新各个阶段的不同需求，积极搭
建产业集聚平台、众创平台、科技创新
基地、公共服务平台等，促进创新主体
协同发力。

随着西部大数据前沿研究院建成
开院，集成电路设计产业园、中软国际
云上软件园、微软人工智能加速器落地
运营，深科技智能制造、中光电二期、光
亚新材料、宇通智能终端等产业园开工
建设，以大数据、智能制造为主的科技
型企业集群逐渐形成。

同时，渝北区围绕种子培育，建成
感知科技园、创意公园、立洋孵化园等
5个国家级众创平台，引进PNP等国际
知名孵化器，建立起面向全球的创新项
目筛选机制和落地通道。

在打造科技创新基地方面，渝北区
已拥有国家级科技创新基地达到10
个，市级科技创新基地184个。在打造
公共服务平台方面，渝北区与宏碁、
ARM、科大讯飞、Google 等企业合
作，在仙桃国际大数据谷搭建智能样机
生产、全套3D打印、智能汽车协同创
新、外观设计等10大公共服务平台，促
进各行业跨界融合创新。

优化发展环境
让企业呼吸更适宜生长的“空气”

“选择渝北，是因为这里有良好的
大数据产业基础。”

“选择渝北，是因为这里政府有良

好的‘契约精神’。”
“选择渝北，是因为这里部门有优

良的服务意识”……
近年来，高通、ARM、微软等大数

据智能化领域龙头企业入驻渝北，中科
睿光、立信股份、扬升信息等大数据核
心企业、高端研发机构在渝北兴业、多
名海内外创新创业人才来渝北发展，每
每问及他们选择渝北的原因，他们总是
会提及渝北良好的发展环境。

为了让科技创新企业了解政策，渝
北区不仅创建了“创新渝北”微信公众
号，科技企业还有专门的工作微信群，
市里及区里有什么最新的政策发布，企
业家们都可第一时间获悉。

“比如群里第一时间发布了关于申
领科技创新券的通知，我们领的科技创
新券，可以直接在公共服务平台上购买
服务。”对于这一精准的服务措施，重庆
光电信息研究院副院长袁理至今记忆犹
新。他点开微信群告诉记者，群里不仅
推送政策信息，还提供政策咨询服务。

正是有了对科技创新一系列政策、
措施的扎实落地，近年来，渝北区全区
R&D（全社会研究与试验发展）经费投
入达 57.09 亿元，规模全市第一，占
GDP比重达到3.95%；万人有效发明专
利拥有量达到20.70件，两年内将近翻
了一番；在市科技局发布的重庆科技创
新指数报告中，连续三年排名第一……

（渝北区融媒体中心 杨荟琳 任
天驹 胡瑾 任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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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见效了，人心齐了

天气乍暖还寒。红隆村石连寨广
场上却格外热闹，不时传来阵阵掌声与
欢呼声。

“文珍，文珍，快去领奖，别不好意
思了……”在村民们的阵阵鼓励下，获
得“好儿媳”荣誉称号的村民刘文珍，羞
涩地站上了颁奖台。

今年50岁的刘文珍，未曾想过自
己这辈子还会站上领奖台。

20年前，丈夫因种植桑树摔倒至
瘫。刘文珍放弃出门务工的机会，留在
家里一边悉心照顾丈夫，一边饲养家禽，
用自己柔弱的肩膀扛起了一个家，没有
半句怨言，这一坚持，就是整整二十年。

党的十九大以来，红隆村大力开展
以“孝贤洁序”为重点的公序良俗建设，
表彰以刘文珍为代表的孝老爱亲典范，
发挥榜样的示范带头作用。“我们希望
用榜样的力量鼓舞大家，营造良好的风
气。”红隆村第一书记刘小康告诉笔者，
身边好人的激励作用是显著的。

刘小康说，2017年底上任之初，自
己曾听老干部介绍驻村工作的“艰巨
性”——特别是前些年，因为土地边界、

房屋确权等问题，村民之间没少发生口
角，闹了不愉快之后，因调解不满意，乡
邻关系变僵，村干部工作也不好做。

驻村伊始，刘小康便和村干部们一
同来到老党员、退休村干部、贫困户家
中走访座谈，白天走访，晚上汇总，利用
周末分析。

一个多月调研结束，一件件实事
落地了。广场安装了音响设备，村民们
跳起了广场舞；召开全村先进典型表
彰大会，36户先进个人和家庭获得了
表彰……村民的精气神被凝聚起来。

不仅如此，村边道路上出现不少干
部群众清理垃圾的身影，村里还播撒花
种、定点配发垃圾桶。村民们自觉将生
活垃圾分类处理，形成环境卫生人人有
责的良好氛围。

提升乡风文明的工作做扎实了，见
成效了，红隆村在乡村振兴之路上，也
就迈开了坚实的步伐。

项目落地了，环境美了

“沿着我家门口这条路走，可以延
伸到水田堡哩。”村民周忠志笑着说，现
在村里的基础设施与以前相比，简直是
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前几年，村里公路硬化得少，村民
出行晴天一身灰、雨天一身泥是常态，
一下大雨路况更差，一般的轿车根本无
法通行，村里的农副产品销售成本高，
很难卖出去。

在平桥镇党委政府的领导下，红隆
村也积极向对口帮扶单位争取资金。
经多方共同努力，一系列项目落地。完
成了芭石公路4.3公里、邹水路1.4公
里的硬化，投入15万元硬化了水田堡
到豆地湾社道路，投入150万元硬化了
长青安莲藕基地生产大道1公里和人
行便道6公里……村通畅、社通畅、户
通畅，真正解决群众出行难的问题。

村里还全面解决农村饮水安全，努
力实现从“有水喝”到“喝好水”的转
变。自开展脱贫攻坚工作以来，该村投
入6万元完善人饮延伸工程，供水入户
率达到了100%。

“用水不紧巴巴了，路也畅通干净
了，大家愿意把家园打扮起来，你看我
们这院里、路边到处鲜花绽放。”红隆村
村民周忠志喜滋滋地说。

古遗址活了，游客来了

细雨蒙蒙的下午，三三两两的游客

拿着相机、手机，对着位于平桥镇乌杨
村小河口小组镇政府旁的和平中学旧
址按下了快门。

“和平中学原为文庙，始建于清同
治十一年（1872 年）。坐南向北，四合
院布局，通长40.2米，宽20.5米，建筑
面积824平方米……”村民何杰正在为
游客们做简单讲解。

“我听说，这里还曾经是武隆县委
临时委员会所在地，培养了大批革命干
部，是武隆地区的革命摇篮呢。”“学
校的老建筑承载了武隆很多历史文化
元素，下一次我要带上孩子过来好好看
看……”游客们你一言我一句聊开了。

“除了和平中学，目前村里还完好
地保存了寨门、碉楼、节孝牌坊……”在
何杰的带领下，游客们陆陆续续地向其
它古遗址走去。

“下一步，我们将和传统村落项目
人员深入探讨，如何让一个正逐渐走向
现代化的传统村落，在保持建筑空间布
局同时，发展合适产业，实现传统与现
代、文化与经济的良好融合，让更多人
乐于来红隆村感受中国传统村落的魅
力。”刘小康说。

（武隆区融媒体中心 陈娜霖）

“黄杨扁担嘛软溜溜嘛姐哥呀哈哩
呀，挑一担白米下柳州嘛姐呀姐呀，下
柳州嘛哥呀哈哩呀……”昨日，秀山自
治县实验中学课间操时间，一曲花灯曲
调《黄杨扁担》准时响起，数千名师生踩
着节奏，翩翩起舞。

“这是我们学校传承秀山花灯的教
学活动。”该校音乐教师田雪芳抖动折
扇，带动学生，一时间，折扇翻飞，蔚为
壮观。

阳春三月，生机盎然，秀山花灯正
在这片古老的土地上焕发活力。

历史久远 源自唐朝

秀山花灯历史悠久，集民俗和观赏
性于一体，被誉为“花灯戏之精华”，
2006年，秀山花灯被列入首批国家级
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是我国宝贵的民
族、民间音乐文化遗产。

“灯从唐时起，灯从宋时兴。仁宗
皇帝登龙位，国母娘娘瞎眼睛，许下红
灯三千六百盏，常留两盏到如今……”
这是秀山“花灯客”（民间花灯艺人）口
口相传的“启灯词”。

王世金是秀山花灯传承人，他对这
一传统文化颇有研究，被誉为秀山花灯

“活字典”。
据王世金介绍，研究界普遍认为秀

山花灯是北宋年间从开封传入，逐渐演
变而成的花灯艺术。

“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秀山花灯
发展了二人转、双花灯、花灯群舞、花灯
戏等多种表演形式。”王世金介绍，在鼎
盛时期，秀山全县的花灯队伍有200多
个，其表演不尽相同，舞蹈动作也达到
200多个。

形式多样 极富特色

按秀山花灯戏的传统，每年从大年
初二晚开始，花灯队伍进村入户表演。
现在，在一些大型节庆活动中，也能欣
赏到这一民俗盛宴。其表演形式或活
泼、自由、奔放，或喜庆、风趣，有为乡亲
祈福、祛病灾之意。

秀山花灯舞姿生动，唱词妙趣横
生。特别是两个主角——丑角“赖花
子”和旦角“幺妹子”的滑稽表演，更是
最大看点。

“赖花子”的表演动作有蹲抬扇、顺
盖扇、风摆柳、鲤鱼飚滩、顺水推舟、狮
子滚绣球、金鸡点头等。“幺妹子”的表
演动作有单摆柳、隔窗望、回收月、逗蝴
蝶、蜻蜓点水、单推磨、岸边柳等。

在表演时，旦角“幺妹子”立于中心
位置，“赖花子”则一直“下矮桩”围着

“幺妹子”转。因此，秀山花灯的表演形
式叫门斗转，又叫跳团团。

“花灯二人转”，是秀山花灯的一个
重要流派。2009年，该戏种的石化明
老人被文化部授予“非物质文化遗产传
承人”称号。

老调新唱 兴盛不衰

2009年，秀山在职业教育中心开
设花灯歌舞艺术专业，开班传授秀山花
灯，培养非遗专业“接班人”。

从事秀山花灯歌舞研究30余年的
陈哲夫，则将数百个花灯动作逐一拆
解，从中选出适合的动作重新组合，花
了近两年时间编成了花灯操。经市体
育局专家认证后，于2007年开始在秀
山各中小学推广。

“比起广播体操，花灯操需要更好
的协调性，对学生来说有一定难度。”田
雪芳是土生土长的秀山人，从小听花灯
戏长大。她认为，花灯操不但锻炼学生
筋骨，而且在潜移默化中对学生进行了
民俗教育。

（秀山县融媒体中心 饶禹）

看秀山花灯 品灯戏精华

3月31日上午，铜梁区石鱼镇兴发
村6社，30多家农户有的在房前屋后清
除陈年垃圾，有的在栽植花草，还有的
在改造厕所，一片忙碌景象。

“3月28日，全区召开农村人居环
境整治工作动员会，提出要坚决打赢打
好农村人居环境整治这场硬仗，加快建
设生态宜居美丽乡村。29日，镇上立
即开展了农村人居环境治理百场宣讲
活动，我们村是镇里明确的示范村，得
赶紧响应起来。”石鱼镇兴发村党支部
书记张兴洪说，全村11个社都行动起
来了。

不只是兴发村，实施垃圾处置、污
水治理、厕所革命为重点的农村人居环
境整治行动正在铜梁区300多个村（社
区）全面铺开。华兴镇团林村，187户
农户改厕工作正在进行。村支书李世
春说，团林村农家过去基本是旱厕，夏
秋季不但臭味，而且有蚊蝇蛆虫。这次
在农村人居环境治理中，要建净化池，
全部改成水冲式卫生厕所。

3月31日下午，在安溪镇谭洪村5
社，村公路边上和农家院落已经放置了
镇里统一购置的垃圾箱。不少村民在
屋侧建竹篱式围栏，把过去散养的鸡鸭

实行圈养，柴草堆码整齐，院落周边的
裸露地撒上了花籽。正在自家院坝前
培植花木的农户李明生说，过去院坝前
的空地上长满了杂草，现在把它收拾出
来种上紫薇、三角梅和桂花树，院子一
下就变了样。

在农村垃圾处置上，铜梁区以严厉
打击垃圾乱倾倒行为，集中清理整治农
村垃圾，建立健全生活垃圾收运处置体
系，构建农村长效保洁机制为重点；在
农村“厕所革命”上，因地制宜、分类实
施，一体化推进改厕改水，强化改厕后
续管理；在农村生活污水治理上，加快
建立农村生活污水处理体系，将农村污
水处理与河长制工作、村庄清洁行动结
合起来，从污染源上查找问题、整改问
题；在农村面源污染治理上，全力攻坚
种养业循环化改造，加强农作物秸秆综
合利用，加大农村废旧地膜回收力度。

为有力有序有效推进农村人居环
境整治，铜梁区从规划、组织、资金、考
核等方面进行了周密安排，确保工作落
细落小、落地见效。部门、镇街上下联
动，村和社区同时发力，干部群众同向
合力，力争早日打赢这场攻坚战。

（铜梁区融媒体中心 赵武强）

以垃圾处置、污水治理、厕所改造为重点

铜梁打响农村人居环境整治攻坚战

培育创新主体 搭建创新平台 优化发展环境

大数据产业龙头争相落户

20多年前，两平方
公里的江北县仙桃村，
默默无闻。

20 多年后，高通、
ARM、微软来了；中科睿
光、立信股份、扬升信
息来了……仙桃成为
集聚众多大数据智能
化领域龙头企业的国
际数据谷。

仙桃翻天覆地的
变化，折射出渝北科技
创新大环境的优化转变
和大数据产业的蓬勃
兴盛。

市
民
与
科
大
讯
飞
智
能
机
器
人
互
动
。

任
天
驹

摄

武隆区平桥镇红隆
村，中国传统村落。春
雨连绵，层层薄雾中，老
树、碉楼、染坊古意幽
幽，金黄的油菜花、绿油
油的荷田、红的砖、黑的
瓦装点其间，如油画般
好看。

“放在前两年，不敢
想象村子能有这么漂
亮！”正在新房的院坝上
整理花草的村民余海
燕，惊异于村子的变化。

武隆 中国传统村落红隆村旧貌换新颜

人心齐了 环境美了 游客来了
莲
藕
基
地
。

（
武
隆
区
融
媒
体
中
心
供
图
）

天气刚一转暖，黔江区马喇镇的何
承利就忙着喊上工人去青花椒基地打
土、清草。最多的一天，他请了10多名
工人，用了2台翻土机。

何承利原先在酉阳的一个花椒基
地当了6年技术员，年薪达到了10万
余元。离家虽近，何承利还是想回家乡
马喇镇发展，以便照顾日渐年迈的父
母。2015年，何承利受政府的引导，拿
着积蓄回到家乡，接手了杉树村已放弃
管理的110亩青花椒。为了让基地旧
貌换新颜，他把村民都请到基地除草、
施肥。当年收获6000多斤青花椒，收
入6万多元。为了扩大种植规模，2016
年春，何承利流转了100亩土地种植了
青花椒苗，又把涉及到土地的83户（其
中贫困户13户，残障家庭3户）请到基
地务工，户均增收8000多元。

今年，何承利以土200元每亩、田
400元每亩的价格，流转了村民的500
亩土地，要把青花椒规模进一步扩大。
他采取“农户+基地+合作社”的模式抱
团发展，由合作社给农户提供统一的技
术、统一的种苗，并签收购协议，确定回
收的保底价格，让村民没有后顾之忧。

杉树村一组的廖艾琼，家里有两个

学生，是村里的建卡贫困户。自2015
年青花椒基地建立起，她一直在基地务
工，在2016年成功脱贫。今年，她打算
种上2亩青花椒，把这几年在基地务工
学来的技术利用起来。

何承利说，青花椒2年 4个月投
产，亩产量800到1000斤鲜椒，市场售
价每斤在10元左右，一亩青花椒产值
在8000元以上。按照保底价为5.1元
每斤收购，村民每亩也可以增收5000
元左右。

“我掌握了技术，就想把这些技术
用在家乡，让更多的村民参与产业发
展。”何承利说，他计划在5年内，把杉
树村、龙溪村青花椒种植规模分别扩
大到1000亩，同时配套相应的设施，
带领村民增收致富，与他们一起“操得
麻”。

这些年，黔江区马喇镇吸引一群有
技术、有能力的人才回乡创业，给他们
提供政策咨询和技术指导，帮助他们调
解与村民的纠纷，为他们争取资金。在
政府“保姆”般的照顾下，能人们发展起
青花椒、魔芋、稻鳅、中华鲟等多个产
业，带动了农民增收。

（黔江区融媒体中心 杨敏）

黔江马喇镇支持能人回乡创业

一个花椒大户带动83家增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