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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 25日，有网友在某网站论坛发
帖：“环境污染多次投诉无人管，中央生态
环境保护督察组立马解决，点赞！”

该网友反映，渝中区解放西路主干道
与花街子交叉口处有一块10年前十八梯
拆迁后留下的空地，围墙内杂草丛生，污
水横流，一些居民隔墙扔进去的生活垃
圾、装修垃圾堆积成山。

网友将此情况投诉到中央第四生态
环境保护督察组的第二天，10年堆积的垃
圾就被清运一空。

那么，实际情况究竟如何？为何垃圾
堆积如山污染环境，10年间却无法得到解
决呢？7月30日，重庆日报记者到现场进
行了走访。

垃圾堆积如山污染环境
如今终于解决

解放西路与花街子交叉口处，灰黑色
的墙砖围城一圈，圈出了一块1500余平
方米的空地。如今，空地上的垃圾已清运
一空，并栽植了绿色植物。

渝中区南纪门街道负责人介绍，7月
24日，接到中央第四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
关于“南纪门街道垃圾堆积造成环境污
染，影响周围群众生活”的交办件后，渝中
区区委、区政府立即行动，开展整治工作。

经调查核实，群众反映问题属实。渝
中区解放西路主干道与花街子交口处，有
一块10年前拆除建筑后留下的空地。空
地围有围墙，围墙内各类垃圾堆积成山。
近10年来，垃圾堆散发出阵阵臭气，污染
环境，影响周边群众生活。

“接到交办件后，街道领导高度重视，
立即召开全街道干部大会，在会上对整改
工作做了部署安排。”该负责人介绍，“在
一天半内完成了空地垃圾的清运，出动清
洁工人80人次，共清理垃圾40余吨。在
后续的工作中，我们对这块空地进行了覆
土、补绿、植绿，希望通过绿化工作，使其
恢复到绿地状态。”

“这片空地以前是出了名的‘脏乱
差’，现在解决好了，居住环境变好了！”十
八梯小区老住户李学珍说。

据了解，南纪门街道将进一步加强与
产权单位的联系，形成长效联动机制，对

出现的垃圾进行及时清运。同时，加强对
辖区居民的宣传教育，发动居民一起营造
干净、整洁的居住环境。

大渡口区拆除违章建筑
清理建筑垃圾

在大渡口区建胜镇，同样存在垃圾堆
积如山，污染环境的问题。

7月16日，接到中央第四生态环境保
护督察组关于“建胜镇辖区地产集团储备
地存在建筑垃圾和违章搭建问题”的交办
件后，大渡口区委、区政府高度重视，立即
行动。

经现场核实，大渡口区绿地城小区周
边存在1000平方米左右的违章建筑及大

量的建筑垃圾。据了解，违章建筑问题为
原绿地城项目部配套食堂遗留问题，现场
垃圾为今年五月份拆除工棚后留下的建
筑垃圾。未整改前，绿地城小区周边环境
脏乱，建筑垃圾堆积如山，臭味扰民。

7月17日上午，大渡口区负责人现场
督办整改进展情况，从整改完成时间、整
改效果、后期管护等方面提出具体要求。

“现场查看后，我们立即做出整改，一
天之内，违章建筑全部拆除。”大渡口区建
胜镇副镇长何中银说，“同时，我们也督促
土地权属单位渝地西部公司和土地使用
单位绿地城集团在一天之内将所有的建
筑垃圾清除完毕。”

7月30日，重庆日报记者在现场看

到，违章建筑已拆除，建筑垃圾也已清理
完毕。“以前天气热的时候，垃圾散发出的
臭味难闻得很。现在，整改好了，周边环
境看着舒服、干净，我们都感到很开心。”
绿地城小区居民李成慧告诉记者。

据建胜镇党委书记徐佑矛介绍，接下
来，绿城小区周边将进行土地恢复、绿化
工作。在后续管理方面，将加强管控，不
定时巡查监管。同时，举一反三，在全镇
范围内进行排查，发现一处清理一处。

“把其它问题放在一边，
先整改了再说”

两处垃圾扰民，均是通过向中央生态
环境保护第四督察组投诉后得到解决，但
两处居民的心情却不同。

绿地城小区居民欣喜于相关部门接
到投诉后立行立改，还居民干净、整洁的
环境，“这里原先是工棚，被弃用也没有多
长时间，再加上地处偏僻，交通也不是很
方便，政府部门没有第一时间发现也情有
可原，能这么快解决也不容易。”

闹市中的垃圾被清运，不再恶臭扰
民，十八梯附近的居民在高兴之余，也有
不解之处，许多居民表示，“10年来，我们
不断投诉，为什么非要等到中央生态环境
保护督察组来了才解决？”

“群众向我们投诉过，我们也跟业主
单位沟通过。业主单位说里面有些历史
遗留问题不好处理，就一直拖着。”南纪门
街道负责人表示。

那么，为何投诉到中央生态环境保护
督察组，问题就得到解决呢？

“清运时，我们跟业主单位协商，把其
它问题放在一边，先整改了再说。”该负责
人告诉重庆日报记者。

“导致垃圾扰民10年未解决的根本
原因，其实是相关部门权责不清、互相推
诿。”十八梯某居民表示，垃圾“围”城污染
的是环境，受损的是群众利益。

整治垃圾污染问题 改善群众居住环境
本报首席记者 陈维灯 实习生 胡梦

本报讯 （首席记者 陈维灯 实习
生 胡梦）7月30日，中央第四生态环境
保护督察组向我市移交第十八批群众投
诉举报件91件。其中，噪声3件、大气18
件、水7件、土壤7件、生态1件、综合48

件、其他7件，均已及时转交相关区县和
有关市级部门调查处理。

根据安排，中央第四生态环境保护督
察组督察进驻时间为1个月（2019年7月
12日－8月12日）。进驻期间设立专门值

班电话：023－63038191，专门邮政信箱：
重庆市A023号邮政专用信箱。中央生
态环境保护督察组受理举报电话时间为
每天8∶00-20∶00，主要受理重庆市生态
环境保护方面的来信来电举报。

中央第四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
向我市移交第十八批投诉举报件91件

7月30日，解放西路与花街子交叉路口的一处垃圾堆被清理后，已变身为绿地。
首席记者 谢智强 摄

农村电商助力脱贫攻坚
之②

“村村旺”电商平台 赋能“数字乡村”崛起
一物一码、一键溯源、农业物联网平台、互联网+金融……6月28日，全国首个以大数据和交易结算为硬核科技驱动的农村电商综合服务平台“村村旺”正式上线。

“村村旺”上线不到1个月，已展现出其科技驱动的优势——截至7月25日，“村村旺”平台已同全市36个区县100余个乡镇实现对接，实地走访对接各类基地、厂商等上下游企业49家，“村
村旺”平台注册用户238家，汇聚36个区县千余种农副产品。

庞大的交易数据背后，是重庆“数字乡村”的崛起。重庆供销“村村旺”电商平台正以科技创新为驱动，全力提升技术水平与运营能力，服务“三农”发展，赋能乡村振兴。

“码”上溯源
好产品会说话

“农产品流通领域的商品多为
‘非标’产品，尤其是大宗、批量化生
产时，产品质量参差不齐往往会导致
纠纷和交易失败。而‘村村旺’农业
物联网平台正是为产品质量把关而
来。”重庆供销电商产业发展有限公
司董事长裴惠宁介绍说。

这个农产品质量“把关人”是搭
载在“村村旺”上的农业物联网平台，
经过细分，有为蜜蜂生产养殖打造的
蜜蜂管家、为水产养殖定制的渔业管
家、为瓜果蔬菜种植定制的蔬菜管家
等，小到产品溯源，大到管理提升，农
业物联网平台可以实现“从田头到餐
桌”全程质量监控云服务。

“以波尔羊养殖为例，市烧烤协会
在‘村村旺’订购一批波尔羊，我们接
到订单后，会找到供应商组织生产养
殖。从羊羔到成年羊，‘村村旺’将利
用农业物联网平台，通过云计算、大数
据、物联网、区块链等信息化技术，对
波尔羊实现从羊羔到成年羊的全程监
控，不仅能通过传感器探测到羊羔成
长环境的温度、湿度，为农户提供养殖
参考，还能为每一只羊羔定制可溯源
耳标，只需要扫一扫二维码，羊羔的出
生日期、品种、生长环境、肉质评估都
可以一键掌握。当波尔羊长成，进行
产品交付时，平台还将会提供每一头
羊的准确数据，精准把控品质。”重庆
供销电商公司副总经理董桥梁介绍，
农业物联网技术真正实现了基地环境
监测、标准化养殖管理、产品质量溯
源、视频直播等一体化服务，这项技术
将帮助农民专业合作社和个体农户积
累科学养殖经验，用科技力量脱贫增
收，巩固脱贫成果，“村村旺”将切实服

务“三农”，助推脱贫攻坚。
据了解，这项技术目前已率先在

石柱县的蜂蜜生产基地、九龙坡区的
水产养殖基地进行试点，接下来还将
陆续开通“蔬菜管家”和“渔业管家”
等物联网云平台服务，逐步覆盖到

“村村旺”平台上的所有商品。

数据共享
农民融资不再难

晾晒种子、整地、施肥、入栽定
植、保温保湿、追肥、修剪处理、消灭
病虫……农作物的生产周期决定了
大量人力和资金的不断投入，农民专
业合作社和农户的生产资金常常捉
襟见肘。银行或民间借贷常常因为
农作物生产风险大，缺乏担保和抵押

物，往往需要承受高额利息。
缺资金成为农户致富路上的“拦

路虎”。
“村村旺”以《数字乡村发展战略

纲要》为纲领，将农业大数据与交易结
算相结合，切实助力农民脱贫致富。

“农户贷款普遍呈现贷款周期不
固定、贷款金额小、无固定抵押物等现
实问题，银行无法针对农民进行用户
画像，导致银行评估征信存在诸多难
点，农民贷款难、贷款贵的问题一直无
法得到解决。所以，我们基于三证系
统、数据资源融合系统、信用平台体系
为银行评估借贷人征信提供了新的解
决思路。”重庆供销电商公司董事长裴
惠宁介绍，“村村旺”电商平台已经与
公安、工商、税务、气象、法院等市级部

门实现数据共享，再加上农户的种植
情况、土地面积、订单数量、交易金额
等一系列流通环节沉淀出的数据，让
银行在评估征信环节有迹可循。

目前，“村村旺”已与中国建设银
行达成合作，具体的金融产品正在制
定设计过程中，最快有望于今年底正
式开展业务服务。

大数据分析
为乡村振兴赋能

在硬核科技全力解决农产品生
产提质增效和农户融资问题后，“村
村旺”的大数据中心还将实现“农产
品种得好卖得好”。

据了解，“村村旺”已具备提供三
农信息采集、储存、开发、处理、应用

一整套大数据解决能力。
从硬件上看，“村村旺”重庆农村

大数据中心位于重庆两江新区水土
云数据产业园，也是中国联通西南云
数据寄递，CPU总量达624核，存储
总量40TB，设置16个IO密集型集群
节点，万兆互联。

从大数据应用上看，大数据中心
面向农业生产、交易、服务、金融等环
节积极探索数据交易、投资孵化、精
准营销、个性推荐、行情预测、农产品
种植指引等涉农信息化服务，围绕农
业产业链聚集数据，开展数据资产运
营，建成乡村数字资源数据库，打造
农业大数据生态圈。

同时，大数据中心着力创新涉农大
数据服务模式，还可为政府、行业主管
部门、涉农企业等机构提供农产品流通
价格、区域和趋势等大数据决策分析，
开展农民专业合作社信用评估等服务，
推动“互联网+金融”加快向乡村延伸。

在交易结算方面，以完善的数字
化交易配套结算服务系统为支撑，

“村村旺”将重点开展农产品B2B电

商的交易登记、资金结算等服务，对
综合服务社等平台用户进行资金闭
环管理，解决农村电商的担保交易信
用难题和农产品流通的供应链清分
难题，加快传统农产品交易场景的数
字化重构，推动商品生产、流通和服
务信息实时交互，实现商流、物流、资
金流和信息流的闭环统一。

“通过持续开展数据挖掘、推动数
据共享、扩大服务范围，不久之后，重庆
与外地的商家、种植户和消费者都会爱
上这个平台，从种植到仓储、从买卖到
运输，平台所贡献的服务能够让农业生
产和农产品销售以更高效率、更低成本
运行下去。”市供销总社党委书记、主任
李洪义认为，未来，“村村旺”的价值不
仅仅体现在供销电商的自建物流，而是
将逐步成长为我市实现脱贫攻坚和乡
村振兴目标的重要赋能者之一。

陈磊 汪文静
图片由重庆市供销合作总社提供

“村村旺”电商平台上的产品

创新驱动 激活“三农”

“村村旺”电商平台的硬核技术处于国内领先水平

本报讯 （首席记者 周尤）7月30日，风正
巴渝网公布了五届市委第三轮巡视沙坪坝区、市
卫生健康委、市城投集团的整改进展情况。

沙坪坝区：抓实整改深化改革持续
优化营商环境

沙坪坝区委坚持把巡视整改与工作实际相结
合，深化改革、促进发展，重点从8个方面持续优
化营商环境。一是“听意见”。走访民营企业621
家，收集问题 789 件，已办结 743 件，办结率
94%。二是“提效率”。压缩368个大项540个小
项行政许可事项审批时限，压缩率超过50%。三
是“降成本”。持续开展“提速降费”行动，中小企
业专线降价平均达到13%。四是“助融资”。落实

“应急转贷”18笔1.2亿元。五是“促就业”。举办
民营企业专场招聘50场，提供就业岗位1.5万
个。六是“清欠款”。全面清理拖欠账款，完善长
效机制，防止边清边欠。七是“减负担”。减轻民
营企业社保缴费负担，为参保企业减负4.84亿
元。八是“严保障”。废止阻碍民营市场主体参与
公平竞争的各项规定，出台《抓党建助推民营企业
发展“十条措施”》，逗硬“服务发展百名科所长评
议”结果，保障民营企业合法权益。

市卫健委：着力解决“基本医疗有
保障”突出问题

市卫生健康委党委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
记在解决“两不愁三保障”突出问题座谈会上的重
要讲话精神，着力解决“基本医疗有保障”突出问
题，让贫困群众看病有保障。一是精准推进健康
扶贫。夯实7道保障线，大病专项救治病种扩大
到30种，落实“先诊疗后付费”和“一站式结算”等
惠民政策，全市贫困人口住院合规费用自付比例
降至9.03%，特病门诊自付比例降至10.03%，惠
及85.58万人次。二是强化公共卫生服务。落实
14类基本公共卫生服务项目，加强艾滋病防治，
健全疾病监测网络，扩大传染病、慢性病、精神疾
病等疾病的监测覆盖面。三是努力实现“病有所
医”。持续推进8项重点工程、5项重点改革，10
大健康惠民工程两个建成投用，3个年内完工，建
成医联体188个，提档升级乡镇卫生院163个，推
进行政村卫生室标准化建设，达标率98.5%，基本
实现“病有所医”。

重庆城投集团：加强工程建设领域廉政风险防控

针对巡视反馈意见提出的“严格预防腐败发生”的相关问题，城投
集团党委进一步扎紧了制度的笼子，积极构建“推进不敢腐不能腐不想
腐”长效机制。一是强化招标管理。选聘了重庆投资咨询集团为集团
本部及所属全资、控股子公司提供招标代理服务，并引导参股企业选聘
同一招标代理机构。限额以下的项目，在市公管局单位库中随机抽取，
采取竞争性比选方式确定相关单位。二是强化监督检查。明确了专人
如实记录设计、招标、施工等过程中领导及相关人员打招呼、推荐单位
的情况并及时上报。每季度对所有工程的资质、挂靠和分包等情况进
行专项检查，对核查出的违规违法项目，立即清退出场，并向行政主管
部门报告，依法追究相关单位和人员的责任。三是强化治理清查。开
展了“围啃”国企、资金存贷、关联交易3个专项治理工作，对“围啃”国
企隐患，涉嫌在资金存贷方面照顾关联人、关联方，涉嫌利用关联交易
进行利益输送的问题，进行了全面清查和整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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