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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龙溪河被誉为
梁平的“母亲河”。过
去，龙溪河是“脏乱差”
的典型：周边养殖场的
粪污、城镇生活污水全
都直接排放入河。龙
溪河逐渐成了一条“黑
臭河”……

■经过近年综合
整治，龙溪河流域的
环 境 得 到 了 持 续 改
善，去年普顺断面（梁
平出境）水质均值保
持在Ⅲ类，达到了水域
功能要求。

梁平 龙溪河甩掉“黑臭河”标签
去年普顺断面（梁平出境）水质均值保持在Ⅲ类，达到了水域功能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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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统治理水体

作为长江北岸的一级支流，龙溪
河被誉为梁平的“母亲河”，在梁平
区境内流域面积达801平方公里，覆
盖中部区域的 15个镇街，涉及人口
约 48.6 万人。生活污水、工业废水
和农业垃圾过去对龙溪河造成了不

少污染。
为使河流水体污染从源头上得到

治理，梁平区累计投入20亿元，建设
污染防治设施，全力改善水环境质
量。目前建成投运日处理设计能力共
计5.03万吨的城镇污水处理厂40座，
污水管网292.66公里，以强化生活污
水治理。如今，城区污水收集率已达
90%以上，乡镇污水收集处理率达
85%以上，城区黑臭水体也得到了全
面消除。

针对梁平工业园区的工业废水，梁
平还建成投运日处理能力1.5万吨的
工业园区污水处理厂，并配套污水管网
31公里，实现了园区废水集中治理达
标排放。

同时，梁平区相继建造了垃圾填

埋场、片区垃圾中转站等污染防治设
施，逐步实现垃圾收运全覆盖，目前
场镇及农村垃圾无害化处理率达
90%以上。在实施农村人居环境综
合整治方面，全区已完成124个行政
村的农村环境连片整治、76家畜禽养
殖场整治。

经过几年的综合治理，龙溪河流域
的环境得到了持续改善，被污染了多年
的河流，终于再一次荡起清波。

巩固治理成效

为巩固治理成效，2017年以来，梁
平区全面建立区、乡镇（街道）、村（社
区）三级河长体系，逐一落实“一河（库）
一策”。

在龙溪河流域，优化设置了三级
河长，并制定下发了工作方案，“目
标、问题、任务、责任、措施”5张清单
对各级河（段、库）长、各相关部门的
工作职责和主要任务进行全面细化
明确。

为督促乡镇（街道）落实环境保护
主体责任，梁平区共设置生态横线补偿
考核断面35个，其中龙溪河流域内设
置15个乡镇（街道）考核监测断面，每
月定期监测，定期通报。

此外，梁平区政府还专门设立了
“流域生态保护专项资金”500万元，主
要用于各乡镇（街道）辖区内环境保护
工作，充分调动流域上下游乡镇（街道）
水质保护的工作积极性，促进流域生态
环境质量不断改善。

重拳整治下，龙溪河的水质提升显
著，去年，龙溪河普顺断面（梁平出境）
水质均值保持在Ⅲ类，达到了水域功能
要求。

打造重庆“漓江”

近期，梁平区积极推进龙溪河流域
综合治理与可持续发展试点项目，在综
合施治、生态振兴上下功夫，加快构建
龙溪河上游生态经济带。

整个项目完工后，将进一步加快推
进龙溪河流域生态修复与治理，从根本
上解决流域生态环境问题，为流域内经
济和社会持续、协调、健康、稳步发展创
造良好水环境基础，推动流域经济社会
实现绿色发展。

“今后，我们将继续把龙溪河流域
存在的问题，加快分类解决推进，让其
再次呈现出‘鱼翔浅底’的人水和谐景
象。”梁平区生态环境局相关负责人说，
将力争把龙溪河流域建设成为水生态
文明示范带、乡村振兴和旅游产业示范
带，打造重庆“漓江”。

（梁平区融媒体中心 张耀）

“古驿苍茫落照西，临邛凤羽漫称
奇。”清道光年间，时任重庆知府的王梦
庚曾写下这样一首意味悠长的《咏璧山
县来凤驿诗》。

地处重庆西部和北部要冲的璧山，
素有“扼渝州之咽喉”的说法，成渝古
道、秦巴古道、嘉陵古道等古驿道穿境
而过。千百年来，从贩夫走卒到官商征
戎，无数历史故事伴随着数不清的车
辙、马蹄和脚印，深深地刻入这片土地
的历史中。

璧山境内的古驿道上，曾出现过不
少赫赫有名的牌坊，如二状元坊、文昌
宫坊、御史坊、隐帝流光坊、皇庙坊、来
凤驿坊等，但均已消逝在历史的尘埃
中，唯有何氏百岁坊、朝元寺牌坊、狮子
桥牌坊尚存。

何氏百岁坊坐落在重庆护理职业
学院旁边，是清道光二十五年（公元
1845年）清帝颁旨为奉直大夫周绍熙
之妻何氏百岁生日而立。其通高11
米、宽8米、面阔7.88米。牌坊上鱼龙
飞吻，寿字火焰宝珠顶，刻有狮象、麒麟

八尊、八仙圆雕神话故事、戏曲人物等
浮雕以及题刻20幅。背面刻有翰林刘
宇昌篆书的何氏百岁坊序和“贞寿之
门”四个大字。整座牌坊雕刻工艺精
湛、形态优美，被誉为“重庆地区清代石
质建筑的代表”。

朝元寺牌坊位于璧山区大兴镇朝
元村，建于清嘉庆四年（公元1799年），
石质仿木结构，单檐歇山式顶，面阔
6.35米，通高7.44米，进深2.1米。楼
龛内刻有修建记事序文，匾额正面刻着

“人天化育”四字，背面刻着“经国福田”
四字，牌坊上还刻有八仙过海、十八顽
童等浮雕共52幅，古朴、厚重的气质中
尽显历史沧桑。

狮子桥牌坊位于璧山区八塘镇老
街的狮子桥旁，于清嘉庆十一年（公元
1806年）落成，是朝廷为表彰殷义璜而
给其母亲建的节孝牌坊，名称为“旌表
处士殷璧光之妻六品衔痒生义璜之母
李氏坊”。虽然现在柱头已经开始风化
剥落，石块的棱角也开始消磨，但依然
难掩其巍峨雄壮。牌坊上，记载有当时
白莲教的情况，以及当时各级官吏名
职，具有较高的历史研究价值。

如今，当我们站在这些饱经风霜的
古牌坊前，用心触摸岁月斑驳的痕迹，
耳边似乎又响起了当年古驿道上连绵
不绝的马蹄声。

（璧山区融媒体中心 刘畅）

璧山：沧桑古驿道 悠悠牌坊情

春暖花开，正是植树好时节。为加
快实施新一轮退耕还林，潼南区首次以

“三变+”模式，激励村民以荒山承包地
入股，发展特色经济林。

“公司投钱种杉树，我们出土地入
股，有收益的时候，我们要占50%股
份。”近段时间，在双江镇菜湾村的一个
个山坡上，经过培训的近百名村民正按
照技术要求加紧移栽杉树苗。

“以前这些山坡长满杂草，人都走
不进去，开荒后种上杉树，我们不仅可
以在基地打工挣钱，今后还能分红，也
造福了子孙，这种造林方式我们愿意。”
正在地里忙活的村民李遵喜高兴地
说。此前他已经和乡亲们一道，将闲置
10多年的承包地，折资入股重庆拓韵
林业有限公司。

杉树又称为杉木，树干纹理直，结
构细致，材质轻柔，耐腐防蛀，广泛用于
建筑、桥梁、造船、家具等方面。它生长
迅速，移栽下地后通过精心管护，八年
可成商品材，而且砍伐后还可再生。

据了解，当地村民以土地入股造
林，采取农户+公司+集体合作模式，
按照5∶4∶1方式入股——一亩地造林
村民占50%股份、公司占40%、村集
体占10%。拓韵林业有限公司负责人
谢光燕介绍说，5∶4∶1入股方式，是通
过量化换算而来的。杉树苗八年才能
长成商品材，在此期间，以一亩承包地
为例，公司投入1800元股金、村民折
资加上1600元退耕还林补助金入股，
种植杉树。这种合作方式不仅能调
动村民积极参与，还可以减轻公司流
转土地的资金压力，村上用集体土地
所有权入股也能增加集体收入，一举
三得。

这种“农户+公司+集体”，让资
源变资产、资金变股金、农民变股民
的模式，还涉及双江镇林湾、双林两
个村。目前，这三个村已有800多农
户以荒山承包地入股公司，面积超过
2100亩。

（潼南区融媒体中心 陈晓航）

潼南：“三变+”激励村民荒山造林

“滨江路9号3单元2-2吕培怡，
新农街56号1单元3-2杨凯，中干道
96号钟绍伦……恭喜本次获得‘城市
居民生活垃圾分类明星户'的居民和
优秀清洁工，让我们送上奖品。”近
日，在巴南区鱼洞街道化龙桥社区举
行的表彰仪式上，15 位居民获得奖
励。

每天早上7时，负责鱼洞街道中干
道打扫的清洁工钟绍伦便开始了一天
的工作。虽然工作量看似不大，可要保
证街道时刻保持干净却绝非易事。“不
仅要查看得勤，清扫也要勤。”钟绍伦
说，这几年，居民素质不断提升，垃圾分
类工作不断深入，让他的工作越干越轻
松，也越干越有意义。

据悉，此次共评选出“垃圾分类明
星户”10户，优秀清洁工5名。评选条
件主要为热爱垃圾分类事业、乐于奉
献、文明服务、工作认真、岗位业务技术
熟练等。评选活动以后将每季度进行
一次，年度垃圾分类“明星保洁员”将纳

入街道“最美”系列表彰中。
“垃圾分类工作，最重要的就是让

居民参与其中，主动分类。”鱼洞街道
创卫办相关负责人说，为了鼓励市民
积极参与这项工作，他们制定了长期
的奖励机制，每一个季度都会评选“城
市居民生活垃圾分类明星户”并发放
奖品。居委会不定期前往居民家中抽
查情况，同时根据督导员的反馈来评
选“明星户”。

近年来，巴南区鱼洞街道大力推进
城镇生活垃圾分类，通过完善基础设施
建设、强化队伍建设以及开展多样化宣
传教育培训等方式，不断探索垃圾分类
新路径。

下阶段，街道还将让社区干部、物
业人员等加入到垃圾分类工作中来，通
过建立一支由督导员、劝导员、指导员、
网格长、楼道长、巡视长组成的“三员三
长”垃圾分类骨干队伍，定期开展垃圾
分类宣传，指导辖区垃圾分类工作。

（巴南区融媒体中心 袁启芳）

巴南：垃圾分类做得好 10户居民获奖

近日，在城口县龙田乡卫星村50
余亩产业基地，数百个身披“雪白外
衣”的食用菌产业扶贫基地大棚已全
面建成，分布在依山而上的梯田中，静
静等待着村民布种。

龙田乡其他村土地资源匮乏、产
业基础薄弱。为了破解这一难题，乡
里决定采取“飞地”集体经济模式，集
中全乡8个村集体经济组织力量，与产
业扶贫资金整合使用，投资500余万
元，共同建设卫星村食用菌基地。

“我们年纪大了，出去务工都没人
要，把土地租给政府搞产业，我们在这
里做工，每月平均收入3000元左右，最
高一个月有4000多元，收入稳定，比以
前种苞谷、洋芋强得多。”卫星村村民
周记明高兴的说。

基地的建成，不仅能够带动周边
农户务工，实现群众稳定增收，还为全
乡各村集体经济组织带来分红收益，
确保村民不低于投资金额的6%保底
分红，进一步提升村民自主脱贫意识
及能力。

“基地将会陆续栽种香菇、平菇、
鸡腿菇、大球盖菇、草菇等食用菌，可
提供50余个就业岗位，带动全乡8个
村1708名贫困人口务工，激发村民内
生动力。后期，我们还将进一步打造
蘑菇基地，对大棚做上色处理，加工成
七彩大棚，把基地建设成可体验、可观
赏的特色农业产业，给游客带来视觉
上的享受。”龙田乡组织委员范西川介
绍说。

（城口县融媒体中心 杨秋霞）

城口：集八村之力共建产业基地

忠县

全民招商
“平均每年都有一个加

工企业落户”

今年2月20日，元宵节刚过，一名
来自浙江的客商找到石黄镇政府负责
人，希望在这里开办制伞厂。

“非常欢迎，希望你们尽早下定决
心，我们保证给你们提供良好的发展
环境。”石黄镇党委书记袁忠明伸出热
情的双手。“这是今年美好的开始。这
样一来，我们镇平均每年都有一个加

工企业落户。”石黄镇镇长吴飞也很兴
奋。

石黄镇的招商引资“记录本”里，记
录着这样一串流水账：

2015年，重庆忠味堂有机食品有
限公司成立；2016年，忠县荣鑫农业
科技开发有限责任公司成立；2017
年，忠县佳鑫农业开发有限公司入
驻；2018年，忠县金子园农业有限公
司成立……

“我们依靠的是全民招商。所
以，每年有很多客商到我们这里考察
项目。”袁忠明说，通过大力招商引
资，全镇发展甘薯、藤椒、萝卜等特色
农业产业2.5 万亩。目前，还有两个
分别投资超过5000万元的项目在洽
谈中。

产业融合
你爱吃的老鸭汤，萝卜

可能就是“石黄造”

李启国是石黄镇一名靠传统种植
业为生的普通农民。去年，他种的4.5
万公斤萝卜全部卖给了专门为“毛哥老
鸭汤”提供原材料的重庆多民农业开发
有限公司，获得纯收入1.8万元。

让石黄镇的农特产品走上各地群
众的餐桌，是石黄镇政府拟定的“农特
产品走出去计划”的一部分。从石黄镇

走出去的农特产品，除了萝卜，还有藤
椒、葛根、甘薯等。

农特产品成功走出去，金子园农业
有限公司的电商平台功不可没。2018
年，返乡创业的钟金华把电商总部设在
家乡石黄镇，并成立金子园农业有限公
司。

“通过我的平台，把家乡的农特产
品推向全国，是我的梦想。”在公司的货
架上，不仅有钟金华自己公司生产的蜂
蜜、茶叶等农特产品，还有石黄镇的山
货和农特产品。在她研发的姜粉系列
产品的带动下，周边群众自发发展生姜
种植基地200多亩。钟金华还承诺为
石黄镇的农特产品免费设计产品包装，
并进行营销策划宣传。

“在各农业龙头企业的带动下，石
黄镇初步形成以农特产品生产、加工、
销售于一体的完整产业链，具备了走出
去的条件。”袁忠明表示。

干群同心
部门负责人成企业“代

办员”，为企业跑腿

为何众多客商如此青睐一个偏
远的小镇？袁忠明用一句反问作了
回答：“道理很简单，政府不做好服
务，不营造好的环境，群众不积极支
持，企业凭什么落户在我们这样偏远

的小镇？”
石黄镇城建办负责人周鹏飞成为

企业的“代办员”，全年大部分时间在为
企业跑腿服务，有时候一天要往返县城
两趟。“一届接着一届干，认准目标不折
腾，集中精力求发展，这是关键。”袁忠
明说，在这样的干事创业氛围中，栽好
梧桐树，自有凤凰来。

镇上最大的农特产品生产企业忠
味堂从签约到投产，只用了不到一年的
时间。石黄镇党委、政府积极为企业做
好外部环境协调工作，主动为企业解决
道路、电力、燃气等配套设施问题。也
正是这家企业的顺利投产，让石黄镇的
特色农产品加工业有了一个良好的开
端。

发展产业，培育龙头企业，绝不能
只是政府“一头热”的事。近年来，石
黄镇党委、政府不断营造良好的企业
发展环境，引导群众一起抓招商、抓发
展。

2018年底，石黄镇召开乡村振兴
示范带动先进企业表彰大会，表彰6家
为全镇经济发展作出较大贡献的民营
企业。这场表彰大会，不仅让民营企业
发展信心更足，还让群众招商引资的热
情更高。“只要老板来投资，我们都积极
支持、配合。”石黄镇金星社区居民杨金
成很受感染，他说，石黄的企业多了，我
们赚钱的机会才会多。

（忠县融媒体中心 伯华 朱丹）

众多客商为何青睐这个偏远小镇
石黄镇通过打造良好营商环境，发展成为农业产业大镇

忠县石黄镇人口
不足两万，通过打造良
好营商环境，发展成为
农业产业大镇：民营企
业 125 家，其中年产值
200万元以上的23家，
市 级 农 业 龙 头 企 业
1 家；2018 年工业增加
值达5756万元，同比增
长27%……

4月4日，云阳
师范附属小学，“莎
姐”在“安全与法治
讲座”上与学生交
流。讲座由云阳县
检察院“莎姐”检察
官张丹主讲。她讲
的普法故事深深打
动了现场的孩子
们。
通讯员 谢洪 摄

““莎姐莎姐””
进校园进校园

清澈如镜的龙溪河。 （梁平区融媒体中心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