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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全兴村这
样的贫困山村，搞产业
既无基础又无钱办事，
究竟如何去引领一场
改革呢？

■送钱送物只能
解 部 分 群 众 一 时 之
急。如何让捐款通过
改革生出蛋来，变成华
溪村全村人都能享受
的长久之利？大家最
终商量决定，将捐款用
于成立集体经济组织，
实施“三变”改革。

2017年9月，第一次来到大风堡
原始森林深处的石柱土家族自治县中
益乡，市委办公厅扶贫集团派驻的扶
贫工作队被眼前的贫困面貌惊呆了。

如何去改写这个地处“两山夹一
槽”的市级深度贫困乡以“穷”闻名的
历史？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驻乡实
地调研3个月后，扶贫工作队响亮提
出了“向改革要效益”的脱贫攻坚战
略，并通过一场场“读书会”宣传改革
发展理念，带领全乡7个村深度挖掘
生态经济。

驻乡两年时间过去了，工作队在这
里引领的改革效果如何？7月31日，重
庆日报记者深入中益乡采访，了解到几
起典型改革案例背后的思变轨迹。

唤醒沉睡千年的林权资源——

全兴村诞生全市第一笔
林权抵押贷款

中益乡地广人稀，幅员面积
160.5平方公里，基础设施落后、发展
资源贫乏。全乡7个村中，有4个是
贫困村。其中最偏远的全兴村，幅员
面积 25平方公里、境内海拔 1000-
1500米，森林面积3万亩、没有一项
主导产业。

对于全兴村这样的贫困山村，搞
产业既无基础又无钱办事，究竟如何
去引领一场改革呢？

“这还得从一本书说起。”扶贫工
作队队长李建树说，2017年底的一次
机缘巧合下，他读到了讲述贵州穷山
村依靠改革发生巨变的书籍——《塘
约道路》，便决定效仿塘约村带领中益
乡走穷则思变的道路。

李建树购买了50本《塘约道路》
发给乡、村扶贫干部，在7个村反复召
开“读书会”，要求大家谈学习体会，找
出各村以改革求变的方向。

“刚开始，基层干部群众对改革的
积极性还比较高，但乡里部分干部持
反对意见，认为有的改革在全市没有
先例，万一改革失败导致扶贫资金损
失，谁来承担责任？”为此，李建树找到
了国家和市里颁发的有关改革的两个
文件，统一了思想。

在全兴村的“读书会”上，一个挖
掘森林经济的改革点子，在村干部的
头脑中达成共识：村集体将财政拨付
的扶贫资金注册成立一家公司，再把
960亩集体商品林抵押办理贷款，集
中将村中最大的坪坝地——170亩尖

山坪闲置地打造成为全村第一块产业
基地。

不过，大家不得不面临一个事实：
以林权作为抵押去贷款，在全市并无
先例。沉睡千年的林权资源，究竟能
否变成资产？

“事情进展很不顺利！我们想方
设法找县里多家银行协商，可因种种
原因被拒门外。”驻村第一书记刘亚平
几经周折，不得不向扶贫工作队成员
之一——农业银行重庆市分行巡视组
调研员韩玉川求助。

刘亚平说：“韩调研员非常支持我
们的改革想法，表示‘去说服农行来开
创这一历史先河’。他不仅立马向农
行申请开发林权信贷产品，还帮助我
们四处协调办理林权抵押登记手续。”

历时1个多月，我市第一笔林权
抵押贷款诞生了——全兴村960亩集
体商品林获得了60万元抵押贷款！

不久，这170亩高山荒坝被开垦出
来，种下了水果脆桃并套种了中药材大
黄。如今，全兴村有20余户贫困户在
这里务工，人年均收入超过5000元。
预计明年丰产后，该基地的年产值将达
200万元，村集体收益50万元左右。

贫困户旧农房成了生产力——

坪坝村获全市首笔农房
抵押贷款

山上全兴村改革的先行先试，令
山下的坪坝村羡慕不已。

不过，坪坝村地处中益乡的“槽”
内，该如何着手“改革”呢？同样，村
干部们在“读书会”上碰出火花，将眼
光瞄准了村里正在新修的一条旅游
公路。

这条长达19公里的沥青路是中
益乡连接黄水镇的重要通道，该项目
预计总投资1.2亿元，最快将在2019
年8月底建成通车。

“黄水凉快，中益也凉快。我们可
以拦截上黄水的游客，停在中益乡玩
一玩。”驻村第一书记韦永胜的建议令
村民兴奋不已，不少公路沿线的住户
跃跃欲试，想要改造农房发展康养民
宿旅游经济。2018年3月，村里也成
立了集体经济组织——康凯旅游开发
有限公司，准备带动村民一起大干一
场。

不过问题也来了。虽然公路沿线
的农房由政府统一进行了“蜜蜂小镇”
的风貌改造，但贫困户要改造成民宿
还需投入一大笔钱，资金哪里来？

韦永胜带领村干部找到韩玉
川，希望农业银行也能向他们伸出
援手——他们知道，农房贷款在全市
也是头一遭，比较难办！

“扶贫就要扶精准，这与我们农业
银行的扶贫理念相一致！这样的贷款
改革，正好可以完善利益联结机制，扩
大贫困群众参与度与受益面。”韩玉川
的一席话令村干部们颇为振奋。

不久，农业银行又一款创新型信贷
专项产品——“中益·‘黄水人家’”康养
民宿旅游贷出炉，只要从事“黄水人家”
康养民宿旅游且符合条件的村民，均可
申请最高30万元免抵押担保贷款。

一时间，村民们奔走相告。家住
百亩瓜蒌基地边的贫困户向大忠当即
申请加入了“黄水人家”乡村旅游专业
合作社，向农业银行提交了5万元的
贷款申请。

令他没有想到的是，仅仅在提交
资料的3天后，农业银行就将5万元贷
款发放下来，还在利率上对他实行下
浮10%的优惠。前不久，向大忠的农
房已装修完工，取名“飘香里”开门迎
客。据初步估算，今年，他的民宿年收
入可达七八万元。

如今，像向大忠这样，已有8户村
民向农业银行提交了贷款申请，共获
贷款122.4万元，坪坝村的康养民宿旅
游业也红红火火搞起来了。

“三变”激发发展动力——

华溪村变成农旅融合的
美丽乡村

地处半山腰的华溪村是如何探索

改革之路的呢？这，还得从一笔10万
元的捐款说起。

2017年9月6日，驻村第一书记
汪云友驻村报到第二天，就从重庆民
生能源集团“拉”到10万元捐款。按
照以往惯例，这样的捐款大多发放给
了贫困户。这一次的捐款，汪云友不
打算再这么干。

他在“读书会”上向村民抛砖引
玉：“乡亲们，送钱送物只能解部分群
众一时之急。要让这样的捐款通过改
革‘生出蛋来’，变成全村人都能享受
的长久之利，大家支不支持，有没有好
的点子？”

村民纷纷拍起巴掌支持：有建议
拿钱发展产业的，有建议成立公司
的，还有建议效仿塘约村搞“三变”改
革的……最终大家商量决定，将捐款
用于成立集体经济组织，实施“三变”
改革。

不过要注册成立一家旅游公司，
10万元显然远远不够。汪云友到处
游说，不仅发动16个村民出资32万
元入股办公司，还向上争取到了近百
万元集体经济发展资金。

2017 年 11 月 3 日，华溪村迎
来了一个大喜的日子：由村集体占
股 93.6%、16 个村民占股 6.4%的公
司——中益旅游开发股份有限公司成
立！很快，该公司大胆探索资源变资
产、资金变股金、农民变股东的“三变”
改革，并将改革第一枪瞄准了“深度调
整产业结构”。

一时间，村民将1000余亩玉米
地、红薯地、闲置地等土地入股公司，
这些地经开挖平整后种上了黄精、木
瓜等优质中药材，脆桃、脆红李等畅
销经果林，菊花、牡丹等高效观赏作
物……

而留守村中的45名股东还受聘
成为公司员工，承包了220亩中药材
的管护任务；另有160名村民常年在
种植基地打零工，仅2018年就领到工
资129万元。

村民陈朋就是该公司的股东和员
工，他给重庆日报记者算了三笔账：

“我家将近8亩地入股公司，每年可享
受保底分红3000元；我代种代管了5
亩黄精地，每年工资3000多元；这5
亩黄精3年后上市，我可以分得20%
的利润，约30000元左右。一起算下
来，3年总收入近5万元，比自己种水
稻玉米划算得多。”

脆桃脆李观光采摘园、荷塘月
色垂钓基地、金溪旅游观光步道、牡
丹露营体验区……经过公司两年
打造，如今，一个瓜果飘香、风景优
美、农旅融合的华溪画卷，正徐徐
展开。

“改革带来新气象！”李建树介
绍，目前，中益乡7个村全部成立了
集体经济组织，推动了土地、资金、
劳动力按市场规律集约，拓宽了贫
困群众持续增收的渠道，提升了基
层党组织的凝聚力战斗力。预计到
2020 年，中益乡 7个村的集体经济
组织总产值将达 1200 万元，收益
200万元左右。

石柱中益乡三个贫困村

“读书会”里找到脱贫点子
本报记者 汤艳娟 实习生 吴志杰

本报讯 （记者 黄乔）7 月 31
日，重庆市2019年“就在山城·渝创渝
新”就业创业宣传启动仪式暨走进重
庆空港工业园区活动在渝北区举行。
重庆日报记者从活动中了解到，今年
1—6月全市城镇新增就业44.7万人，

二季度城镇调查失业率为5%，就业局
势总体稳定。

活动现场，80家企业提供了2000
余个招聘岗位，吸引了1000余名求职
者进场求职。现场还同步开展了育婴
师、美容美发等职业技能培训招生、就

业创业指导、就业创业政策解读等活
动。据了解，符合条件的重庆市农村
籍户口、城镇籍失业人员、应届毕业大
学生等群体都可参加由政府补贴的免
费技能培训，通过十余天的集中学习，
可以掌握面点制作、电工、养老护理、

电子商务、美容等技能，拿到相应的职
业资格证书后还可免费推荐就业。这
种技能培训和就业福利在现场也吸引
了不少市民的咨询。

今年截至6月，我市积极引导农
民工返乡就业创业21.5万人，累计帮
扶贫困劳动力就业4.38万人。在鼓励
创业带动就业方面，新开展创业培训
1万人，创建创业孵化基地90个，开发
免费创业工位5000个；发放扶持创业
贷款16.1亿元，带动就业3.6万人。

重庆上半年城镇新增就业44.7万人
2019年“就在山城·渝创渝新”就业创业宣传启动

本报讯 （记者 白麟）“我搞水
肥一体化农业，6月份申请增加泵房
电压，没想到7个工作日就给弄好
了，更没想到，牵线接线自己没花一
分钱。”8月1日，重庆璧山区来凤镇
三星村，“果正辉果园”老板刘正辉看
着园内158亩果苗绿意盎然，脸上洋
溢着浓浓的喜悦。

近一年来，国网重庆电力全面推
广小微企业零上门、零审批、零投资

“三零”服务，全力提升电力营商环
境，特别是落实巩固小微企业电力安
装与增容环节的“零投资”服务，一年
来为全市客户节省费用超3000万
元。

刘正辉的泵房离当地的低压供
电线路大约有200米，按他之前估
计，就算璧山供电公司安装不收费，
牵线的物料成本至少也要好几千
元。结果一分钱没收，这让他感叹政
策好。

除了推广小微企业“三零”服务，
市电力公司近期还全力落实大中型
企业省力、省时、省钱“三省”服务，积
极对接市、区两级政府，推动政府部
门压缩涉电行政审批程序和时间，相
关举措在推进璧山比亚迪集团、永川
长城汽车等重点项目方面，起到了重
要作用。

例如，在比亚迪集团项目落户璧
山后，璧山供电公司就专门成立了

“比亚迪专变项目共产党员突击队”，
第一时间对接，全程跟进服务。同
时，该公司还为比亚迪“量身”设计了

“永、临结合”的供电方案，在项目前
期迅速建设了10千伏临时过渡电
源，待投产后提供正式永久性电源，
仅此一项，就为比亚迪节省2000万
元以上费用。

比亚迪相关人士表示，重庆深化
“放管服”，持续优化营商环境，用实
际行动让企业收获了真正的价值。

电力公司出实招提升营商环境

“量身”设计让比亚迪省下2000万元

本报讯 （首席记者 陈钧 实
习生 孙天然）8月1日，重庆日报记
者从两江新区建设局了解到，该区将
在礼嘉建83公里长的山城步道，其
中，22.6公里山水游憩环线全线贯通
骑行功能，将是全市首个真正意义上
的骑行环线。

据介绍，整条步道的总体结构分
为“两环一线多廊多支”，其中两大主
题核心环包括山水游憩环、智慧生态
环，一条特色观光主题线——未来科
技线，以及多样游赏连接廊、街区生

活休闲道等多条廊道和支线。其中，
山水游憩环长度为22.6公里，智慧
生态环为11.5公里，未来科技线长
8.5公里，廊道和支线分别长23.6公
里和13.5公里。

山水游憩环根据体验可分为金
海湾段（滨水休闲体验）、九曲河段
（山林城市）和欢乐谷段（山地探险），
山水游憩环将设置骑行道，骑行时间
约1.5小时。步道结合一、二级驿站
设置自行车租赁点，为骑行的市民提
供便利。

两江新区将在礼嘉建83公里步道
包含22.6公里可骑行的山水游憩环线

7月29日，在石柱中益乡坪坝村，已进行风貌改造的“黄水人家”民宿农家乐分布在公路沿线。 记者 张锦辉 摄

7月29日，在石柱中益乡华溪村蜜蜂谷，村民刘益洪在此养蜂。
记者 张锦辉 摄

本报讯 （记者 吴刚 仇峥）
7月31日，重庆日报记者从市市场监管
局获悉，今年上半年，重庆新登记民营市
场主体的注册资本3376.86亿元，同比
增长28.92%。新登记民营企业户均注
册资本445.22万元，同比增加12.10%。

市工商联相关人士认为，上述数
据表明随着重庆营商环境不断优化，
投资者信心增加，企业规模越来越大。

据了解，去年7月全市民营经济
大会召开以来，我市各级各部门组织
开展民企大走访活动，通过对规上企
业、金融部门等全覆盖走访，弄清问
题，提供有针对性的服务。例如，针对
三峡燃气集团在用气量及用气价格方
面的困难，市发改委能源局多次主动
与企业对接，并组织召开由市经信委、
市发改委物价部门、中石油重庆气矿、
重庆凯源、华润凯源等部门和单位参

与的协调会，以保障民企用气量。
市工商联统计数据显示，在大走

访中收集到的26387件问题和困难，
目前已经有半数以上得到解决，另一
半正在着手解决。

大走访后，相关职能部门还针对
企业反映较为普遍的问题，着手出台
措施，创新举措，让涉企服务更加常态
化。例如，为提升行政服务效率，市发
改委牵头开发“重庆市投资项目服务
监管平台”，利用信息化手段帮助企
业，截至目前，全市99%的企业投资项

目核准或备案均实现了属地化就近服
务，98%以上的企业投资项目实现了
登录填报即办理。上线以来，已累计
服务6万余个项目。

通过类似的多项“放管服”改革，
目前，重庆市内小型社会投资项目审
批时间压减至35个工作日以内，带方
案出让土地的项目审批时间压减至20
个工作日以内，一般工业项目从取得
土地到开工压减至15个工作日以内。

融资方面，重庆推出中小企业商
业价值信用贷款，试点覆盖全市36个

区县，为近400家企业成功授信近6亿
元；扩大知识价值信用贷款改革范围，
目前已为1289家民营科技企业发放
贷款37亿元。减轻企业负担方面，上
半年，重庆民营经济新增减税129.4亿
元，占全市新增减税总额的 66.5%。
同时，上半年，重庆为企业养老、失业、
工伤三险减负77.6亿元。

近期，市市场监管局所作的调查显
示，超过94%的市场主体认为开办企业
流程简洁，96%的市场主体对政府部
门服务效率评价为满意或基本满意。

上半年重庆民企注册资本金增长近三成
投资者信心增加 企业规模变大

本报讯 （记者 吴刚 仇峥）市
工商联统计数据显示，上半年，重庆民营
经济增加值5314.65亿元，同比增长
6.8%，高于全市GDP增速0.6个百分
点；占全市GDP的比重51.4%，较去年
底提高0.6个百分点；对全市经济增长
贡献率55.7%，拉动全市经济增长3.5个
百分点。

重庆民营经济的质量水平和经营能
力正在大幅提升。例如，从行业上看，上
半年，全市新入库科技型企业2443家，
同比增长68.5%，其中99.9%为民营企
业；截至6月30日，全市入库民营科技
型企业总数达13359家，占比99.2%。

民营企业已经成为重庆大数据智
能化产业中的主力军。截至2018年

底，全市大数据相关企业已达800余
家，其中民营企业占比80%以上，产值
逾400亿元。在2019年 4月公布的
2019年重庆市智能制造服务商资源池
名单中，入选的122家服务商中，民营
企业占比达到70%以上。

出口方面，今年1～5月，全市外
贸进出口总额中，民营企业进出口
720.8 亿 元 ，增 长 23.98% ，占 比
32.8%。其中，民营企业出口508.8亿
元，增长34.25%，占比36.6%，增速较
国有企业高32.4个百分点，占比较去
年同期上升3.8个百分点。

上半年重庆民营经济增加值5314亿元
同比增长6.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