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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年了，终于可以放心了。”在巫
山县福田镇双凤村三组高处的一棵茶
树边，被村民尊称为“茶王”的翁泽琪，
望着眼前一片片已成规模的茶园，长长
地舒出一口气。

300多贫困户靠种茶脱贫

双凤村，位于福田镇海拔800多米
的高山上。2009年前，全村有400多
户贫困户，村民人均年收入仅3200元
左右。不过，村里零星种植的茶树生产
的茶叶，品质特别好，因而远近闻名。

当年，时任村支书的翁泽琪看准了
茶叶产业的潜力，发动村民种植茶树。
在他的带动下，该村茶叶种植面积从
2002年的100余亩，发展到2009年的
1000多亩，并逐年扩大规模。

“我们全家脱贫，全靠茶叶收入。”
一行行茶树，将村民夏忠友、王伦英夫
妻俩一起一伏掩映在枝叶当中。他们
一边采摘新茶，一边聊着。以前，夏忠
友家的主要收入全靠外出务工。后来
看到村民种茶收入好，就种植了3亩茶
叶。到2017年，茶田进入盛产期，一年

可卖鲜叶近2万元。去年，他们终于摘
掉了“贫困帽”。

“今年才刚开始采摘，就卖了1500
多元了。”夏忠友、王伦英的脸上，是收
获的笑容。

与他们一样，靠种植茶叶脱贫的还
有王昌明、陈昌军等300多贫困户，茶
叶年收入超过1万元的，占60%以上。

提升茶叶等级和产值

2010年，翁泽琪又成立了双凤村
茶叶专业合作社，并建起了茶叶加工
厂。由合作社和茶厂出技术，负责培训
村民，实施统一管护茶树。同时，与村
民签订鲜叶收购保底合同，保证村民的
茶叶有人收、有人要。此外，茶厂还负

责改进生产技术，打造茶叶品牌，提升
茶叶附加值。

“2015年开始，茶厂先后投入500
多万元，引进了茶叶清洁化生产线。同
时，还开发出了‘清露茗乡’‘三峡红’等
10多种品牌。”翁泽琪说。

双凤村生产的茶叶，在2016年参
加重庆名优茶叶评展上获得金奖。
2018年，被认定为中国绿色食品A级
产品。茶叶均价从最初的100多元一
斤提高到现在的300多元一斤。

去年，双凤茶厂还被评为市级龙头
企业，解决100多名贫困村民就业。

村民种茶劲头更足

种植技术有了，茶叶销售不愁了，
村民们种茶的劲头更足。如今，全村
800多户，已有茶园3000多亩，茶叶产
值超过1000万元。

2018年，双凤村已经脱贫，人均收
入突破1万元，稳居全镇村人均收入第
一名的位置。

翁泽琪已年过七旬，他放心地把产
业交付给了年轻一代，但他的心仍留在
这漫山的茶林里。他指着小山溪环抱
的几处油菜花田说：“下一步，应该把这
几处也发展成茶园，要让双凤村变成真
正的茶叶村……”
（巫山县融媒体中心 文/图 卢先庆）

“茶王”带领村民脱贫

4月13日上午，在重庆市美丽宜
居示范村庄合川区三庙镇戴花村农民
新村，数名身着绿色背心的村民正在打
扫新村公共区域的环境卫生。

以“清理生活垃圾、清理沟渠塘堰、
清理畜禽养殖粪污”等农业生产废弃
物、“改变影响农村人居环境不良习惯”
为主要内容的“三清一改”村庄清洁行
动正在合川如火如荼地开展。“这是我
们镇打造的‘绿背心’志愿者服务队，这
种自治环境管理模式，取得了较好的效
果。现在，戴花村正在积极创建重庆市
市级绿色村庄。”重庆市首位“民间河
长”何波说。

自从“三清一改”村庄清洁行动开
展以来，三庙镇统一着力点，从宣传发
动入手，召开千人动员大会，机关干部
和志愿者走进全镇18个村（社区）的
146个组，通过开展院坝会、卫生宣讲、

“大手牵小手”等多种形式，引导村民自
觉维护，主动参与，变要我干为我要
干。在戴花村，村民们已形成以整洁干

净为荣，以乱扔乱倒为耻的文明新风
尚，人人争穿“绿背心”。

在宣传发动的同时，三庙镇盘活涉
农资金，整合社会资源，拓宽资金渠道，
着力解决环境治理捉襟见肘的窘境，并
本着“哪个村的村民自治参与热度高、
环境整治效果好就优先投入基础设施
建设”的原则，进一步激活广大村民积
极参与的热情。

好的机制还离不开逗硬的考核。
三庙镇依照“环境治理村规民约”，通过
多种方式开展评选，学习借鉴做得好的
院落和农户，也为整治效果不好的院
落、农户提出指导意见，形成“比学赶
超”的良好氛围。

在3月评比中获得“最美农户”称
号的宝龙村九组村民祝玉兰说，好的环
境卫生不但要杜绝乱扔乱倒，更重要的
是要有一个好的生活习惯。通过评比，
明白自己做得怎样，差在哪里。毕竟排
名靠后了，都觉得脸上无光。

（合川区融媒体中心 李文静）

企业上演“车间革命”

偌大的厂房内，几乎看不到人影，
密集的物料箱或装或卸，快速精确……
走进平伟汽车零部件生产车间，由全自
动上料配料系统、智能检测装备等一系
列数字化设备组成的生产线正高效运
转，源源不断地生产着质量稳定的高性

能汽车内外饰零部件。
“通过智能化升级，整个生产过程

可一键化操作、全程检测，使企业实现
了运营成本最低化、生产效率最大化和
产品品质最优化。”平伟汽车公司负责
人介绍道。

踩着打造“智能江北”的鼓点，江北
区紧紧围绕新旧动能转换，以智能制造
为引领，推动工业转型升级。加速新一
代信息技术与制造业深度融合，通过加
快智能工厂、数字化车间、数字化生产
线培育建设，加强生产设备、生产线等
重点环节和领域的自动化、数字化、信
息化改造等举措，不断提升制造业技术
装备水平和质量效益。

目前，长安汽车已掌握智能互联、
智能交互、智能驾驶三大类60余项智
能化技术，实现中国首个长距离汽车无
人驾驶，加快了传统汽车制造向智能制
造转型。

海尔集团今年投入4.3亿元资金，
对重庆4个整机生产项目进行108项
技术改造，搭建由大规模制造转变为大
规模定制的智能互联工厂。

此外，平伟汽车研发及制造系统集

成应用、登康智能立体库房、至信实业、
延锋伟世通、天人工业等智能化改造项
目相继启动。

江北区现在已有长安汽车、奥特斯
科技、至信实业、金康新能源汽车、矢崎
仪表等7个企业项目获评2018年度全
市智能工厂及数字化车间称号。

初步形成五大产业体系

在加速“智变”制造业的同时，江北
区进一步优化载体平台。港城、鱼复两
大工业园区是工业发展主战场，也是推
动智能江北建设的重要平台。

港城工业园区着力优化打造智能
制造园，不断加快传统产业提档升级，
开展智能化升级改造，积极发展商贸物
流、信息服务、科技服务现代服务业，培
育发展新能源汽车零部件、电子核心基
础部件、智能储能、物联网、3D打印、节
能环保等战略性新兴产业。

鱼复园区提升打造智能制造装备
园，布局打造2000亩新能源汽车核心
零部件产业园、1000亩智能汽车电子
产业园，加快引进一批新能源及智能汽
车配套项目，不断完善汽车产品研发、

生产、销售全产业链条，打造完整的智
能产品产业集群。2018年，两大园区
的工业集聚度高达78%，高于去年同
期3个百分点。

江北区还以“强优补短”为核心，进
一步补短优化产业结构。目前，全区规
模以上战略性新兴制造业企业达19户，
初步形成新能源汽车及智能汽车、高端
装备制造、新材料、新一代信息技术、智
能储能及节能环保五大产业体系。

招商引资实现“开门红”

本月，江北区举行2019年重大招
商项目集中签约仪式。现场集中签约
58个项目，实现招商引资“开门红”。
其中大数据智能化产业项目就有9个，
占本次签约项目的15%。

紧盯云计算、互联网+、大数据产
业发展趋势，精准实施招商，不断增强
产业发展质效和发展动能，目前江北已
成功签约引进星网施克赛斯自动化公
司全智能停车设备及系统制造基地项
目、东渝中能实业维生素检测项目等，
协议总投资约20亿元。

（江北区融媒体中心 王偲媞）

7个企业项目获评“2018年度全市智能工厂及数字化车间”

智能制造引领工业转型升级

4月17日晚，位于重庆市沙坪坝区
三峡广场的24小时“城市书房”，市民
在看书学习。

这个 24 小时“城市书房”藏书
8000 册，有阅览座席 40 个，还具备自
助借还书机、电子图书借阅机、电子
报刊阅读机等设施，24 小时对公众
开放。市民凭二代身份证或有效读

者 证 即 可 进 入 馆 内 阅 览 和 借 阅 图
书。

近年来，沙坪坝区以建设 24 小时
自助图书馆的形式，方便市民阅读。目
前，已建成投用5家24小时城市书房，
拥有藏书25000册，年接待读者11万人
次。
（沙坪坝区融媒体中心 孙凯芳 摄）

今年一季度，潼南旅游市场持续火
爆，共接待游客533万人次，同比增长
16.7%；综合收入28.9亿元，同比增长
26.5%。

油菜花节亮点多

潼南油菜花节以亮点多多创意满
满远近闻名。今年，除了延续往年的游
船、小火车和直升机观光项目，让游客
全方位观赏油菜花海，又新打造了
2100米长的亲水步道，还有以“花海隧
道”为主题的花艺景观小品等，增加亲
近性和观赏性。

为期1个月的2019年菜花节，单
是陈抟故里景区，就吸引游客107万人
次，实现门票收入475.58万元，创历史
新高。

油菜花节的火爆，也带动了潼南
的全域旅游。依托世界第一室内饰金
大佛、全国首批十大历史文化名镇——
双江古镇、西南地区最长的人工运河等
知名景点，潼南重点打造三个核心景
区，开发好三条精品线路，建好三个功
能中心。

全景式打造、全产业发展、全区域
管理，潼南把“珍珠”串成“项链”，推出
一批精品旅游线路，助推旅游业实现

“井喷式”增长。

让游客赏心悦目

“真方便，景区提供的免费WiFi，
让我可以把在油菜花海游玩的美图立
刻上传到微信朋友圈……”菜花节期
间，网友许三多在油菜花海里游玩时在
微信朋友圈说。

潼南区文化旅游委主任唐凡云介
绍，政府着力打造智慧旅游新体验，在
景区配备投影、触摸屏等多媒体展示平
台，配备无线语音导览系统，实现A级
景区免费WiFi，让游客可以把拍的照
片、游玩的心情及时分享出去。

“山还是那些山，水还是那些水，但
景区环境条件改善，服务质量提升，游客
满意度越来越高。”潼南区旅游开发（集
团）有限责任公司副总经理莫金龙说。

潼南以构建“快旅慢游”体系为抓
手，加快提升旅游基础和配套设施。

硬件建设方面，潼南加快旅游公路
建设，打通景区道路“最后一公里”，形
成旅游环线，实现“城景通”“景景通”。

优化旅游环境方面，潼南完善旅游安全
监管机制，开展旅游市场、交通秩序等
旅游市场综合执法和社会治安综合治
理专项整治，建立健全旅游景区突发事
件处理和预警机制，建立旅游经营者和
从业者信用评价制度和黑名单制度。

家门口吃“旅游饭”

靠山吃山、靠水吃水。潼南区油菜
花节规模越来越大、越来越热闹，油菜
花景区周边的农家乐、小摊的生意也越
来越红火。崇龛镇汪坝村的唐跃富，在
油菜花景区的特色农产品摊区里，摆了
一个小摊卖鸭蛋。从3月至今，1个月
的时间就收入1万多元。

唐凡云介绍，潼南的旅游经济不断
升温，很多在外务工的村民都回到了家
乡，开餐厅、开旅馆，开超市跑运输等，
在家门口吃上“旅游饭”走上“富裕路”。

“真是开心，我们第一年接手经营，
就得知公司可以享受最新的小微企业
所得税优惠政策。”日前，在听完潼南区

税务人员讲解减税政策后，潼南区陈抟
故里旅游开发有限公司负责人田达永
高兴地说，“我们将利用减税省下来的
资金，继续加大油菜花的品种培育和养
护力度，引进更多的配套产业，让油菜
花节越办越好。”

崇龛镇商会会长黄兴全也很开心：
“我们镇从事油菜花旅游配套行业的
38户商会会员，全部符合小微企业普
惠性税收减免政策的条件，大家做生意
的热情越来越高了。”

旅游产业快速发展的同时，潼南人
也意识到还有短板存在。比如旅游消
费方面，目前游客仍以单一的观光旅游
为主，“过境游”“一日游”超过八成，人
均消费水平较低。全区正着力打造“大
佛寺——双江——双坝”特色文化旅游
景区、“太安——柏梓”休闲农业旅游度
假区、陈抟故里休闲养生旅游景区3大
核心景区，让客人不仅仅是来看看花，
吃顿农家饭，而是住下来慢慢体验。
（潼南区融媒体中心 文/图 李扬）

油菜花节年年玩出新花样

在智能制造理念的
引领下，江北区大力推
进制造业智能转型，今
年1—2月，全区规模工
业实现总产值 144.2亿
元，同比增长 5.3%，高
于全市1.2个百分点，规
模 增 加 值 同 比 增 长
4.3%，实现良好开局。

江北区

潼南

开往花海的小火
车、花船巡游、花海撸
串……潼南年年都能
把油菜花节玩出新花
样，同时还不断提升旅
游体验，扩大全域旅游
的版图，让慕名而来的
游客满意而归。

纵观春季乡村游③

观光小火车在万亩油菜花海穿梭。

24小时“城市书房”
年接待11万人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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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在左岚乡大坝村“新田河
坝”，数十名工人正在加班加点进行水
土流失整治施工，沿坡而上的“梯田”
已基本成型，整个治理工程已接近尾
声。这是城口县大力开展水土保持项
目，改善农村生产条件和生活环境，促
进贫困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的具体措施
之一。

左岚乡大坝村水土流失整治是城
口县水土保持项目——坪坝河项目区
三湾小流域综合治理工程的一部分。
该工程于2018年 9月开工，投资919
万元，治理范围包括左岚乡幸福村、大
坝村、东风村，坪坝镇瓦房村，合计治理
水土流失面积29平方公里。工程措施
包括坡改梯、小型径流调控、作业道路、
经济林及保土耕作，整治完成后，每年
可蓄水 319.68 万立方米，保留土壤
3.36万吨，既能蓄水保土，保护耕地资

源，促进粮食增产，还能涵养水源，预计
每年可增加产值121.28万元。

据城口县水利局相关负责人介绍，
2019年，该局还将实施水土保持项目
黄泥溪小流域综合治理工程及2019年
水土保持以奖代补项目，可治理水土流
失面积28平方公里。

“水土整治后，这几百公顷耕地、山
林将会有更好的利用价值，这为我们发
展集体经济组织，带动群众增收提供了
有利条件。”左岚乡相关负责人表示，在
后期水土整治工程全面完工后，将以整
治后的耕地、山林作为产业发展的基
地，改变原先村民种植传统低效农作物
的模式，成立村集体经济组织，引导发
展高效、长效、稳定且收益良好的产业，
带动群众增收，为全乡大力度高质量打
赢打好脱贫攻坚战奠定坚实基础。

（记者 杨鹏飞）

毗邻李子坝轻轨穿楼景点的李子
坝抗战遗址公园，是渝中的一处历史文
化景点。据不完全统计，公园平均每天
接待市民和游客在1000余人次左右。
日前，李子坝抗战遗址公园内出现了一
张长20米、宽15米的巨幅《母城历史
文化景点分布图》，向游客集中展示渝
中区域内近40处历史文化景点，吸引
众多市民和游客纷纷“走进”分布图一
窥究竟。

《母城历史文化景点分布图》采用
防水防腐、耐磨耐热的地贴材料进行制
作，以手绘风格进行设计，直观展现出
重庆的历史沿革与空间格局。分布图
不仅包括了明朝的重庆古城墙东水门
段城门及城墙，湖广会馆，周公馆、特园
等各个时期的历史文化景点，还用不同
色彩的箭头标示出了游览路线，为外地
游客游览渝中提供指引。

来自河北的游客李女士说：“景点
分布图让我们一行人清楚地知道附近
有哪些地方可以游览，一目了然，非常
方便。”市民张顺礼也说：“景点分布图
为外地游客提供了一个很好的参考，让
大家知道渝中的历史文化景点集中在
哪些区域，以便更好地规划自己的游览
行程。”

在公园内设置大幅《母城历史文
化景点分布图》，旨在为游客提供一个
母城渝中的历史文化景点总览，让大
家知道渝中除了美轮美奂的城市夜
景、魔幻立体的城市交通外，还有深厚
丰富的历史文化值得探寻。接下来，
公园管理方还会根据市民和游客的反
馈意见，不断改良景点分布图内容设
计，并不定期更换，保证分布图的整
洁、完好、美观。

（渝中区融媒体中心 李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