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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多详细内容

扫一扫
就看到

（一）贯彻执行党和国家宣传、文
化和旅游、广播电视、文物和博物馆工
作的方针政策和法律法规，起草相关
地方性法规、规章草案，拟订全市文化
和旅游、广播电视、文物和博物馆政策
措施、规范性文件并组织实施。

（二）统筹规划全市文化事业、文
化产业和旅游业发展，拟订文化和旅
游、广播电视、文物和博物馆事业发展
规划并组织实施，推进文化和旅游融
合发展，推进体制机制改革。

（三）管理全市性重大文化活动，
指导市级重点文化设施建设，负责全
市旅游整体形象宣传和推广，促进文
化产业和旅游产业对外合作和市场推
广，拟订旅游市场开发战略并组织实
施，指导、推进全域旅游。指导、协调、
推动广播电视领域产业发展。

（四）负责管理全市文艺事业，指
导艺术创作生产，扶持体现社会主义
核心价值观、具有导向性代表性示范
性的文艺作品，推动各门类艺术、各艺
术品种发展。

（五）负责全市公共文化事业发
展，推进全市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
和旅游公共服务建设，深入实施文化
惠民工程，统筹推进基本公共文化服
务标准化、均等化。组织实施全市广
播电视领域公共服务重大公益工程和
公益活动。

（六）指导、推进全市文化和旅游、
广播电视、文物和博物馆行业科技创
新发展，推进文化和旅游行业信息化、
标准化建设。

（资料来源：市文化和旅游发展委
员会）

市文化旅游委部分职能职责

8月11日，谢大学将地里刨出的
最后一批土豆搬上车后，长长吁了一
口气。天色渐晚，他驾着三轮车，沿着
新修的农村公路，不到五分钟便回到
家。“如今，我们村社的‘毛细血管’畅
通了，公路通到家门口，到坡上干活方
便多了。”谢大学高兴地说。

农村公路是进村入社的“毛细血
管”，也是基层群众获得感最直接的来
源之一。

谢大学的家在酉阳土家族苗族自
治县浪坪乡，是我市18个深度贫困乡
镇之一。山高坡陡、沟壑纵横，交通问
题困扰了当地村民很多年。2017年
以前，全乡硬化公路还不到40公里，
大部分道路都是土路，坑坑洼洼，不仅
村民出行不便，更制约了当地产业发
展。到2017年底，全乡贫困人口545
户2469人，贫困发生率2.7%。

公路通则百业兴。近年来，浪坪
乡通过推进“四好农村路”建设，畅通
村社“毛细血管”，带动起产业发展。
如今，一条条农村公路正在浪坪乡不
断延伸，有效改善了当地的贫困面貌。

交通困难
贫困户有劲无处使

门前的这条硬化路，谢大学盼了
很多年。和我市大部分丘陵山区一
样，浪坪乡农业条件有限，大部分地块
分布在山坡上，且较为分散，“鸡窝地、
巴掌田”是当地真实写照。

谢大学所在的村名叫官楠村，他的
田地离家很远。以前不通公路，谢大学
上山干活，要翻过一座山坡，在丛林中
跋涉半个多小时才能到达。山路陡峭，
在这条羊肠小道上，他摔过好几次。

为了出行方便，20多年前，谢大
学和附近几户村民拿出不多的积蓄，
集资修路。他们买来材料，扛着锄头、
铁铲投工投劳，好不容易才修通一条
两公里长的泥石土路，这条路连着村
道，一直通往山坡上的田地，从此，谢
大学到坡上干活不再“摔跟头”。

然而，土路路面太陡，摩托车和三
轮车无法通行，谢大学将苞谷、洋芋等
农作物运下山，或是将肥料等物资运
上山，还是只能肩挑背扛。早年间，谢
大学还耐得住辛苦，可随着年龄增长，
他渐渐有些力不从心，加之这几年又
患上腰椎疾病，挑一麻袋土豆还得找
人帮忙。

新一轮脱贫攻坚战打响后，他被
精准识别为贫困户。“要是门前能通硬
化路，我就有信心脱贫。”谢大学向前
来走访的扶贫干部坦言。

事实上，在浪坪乡，和谢大学有着
相同愿望的贫困户不在少数。46岁
的倪华春曾是浪水坝村出了名的“懒
汉”，两个孩子都在上学，他却每天睡
到日上三竿才起床，还三天两头到场
镇赊酒喝，醉了就在山坡上晒太阳。

扶贫干部第一次上门走访，他爱
答不理。通过悉心开导，倪华春终于
说出了他的“心结”：原来，倪华春并非
天生懒惰，为了脱贫，他养过生猪、喂
过土鸡、种过蔬菜，可他所在的村民小
组不通公路，卖头猪还得请四个壮劳
力抬到三公里外的公路边，再搭乘三
轮车运至场镇销售。除去运输成本，
倪华春基本挣不到钱。

“村社不通路，就算我攒了一股子

劲儿，也没处使，怎能脱贫？”倪华春有
些无奈。

克服困难
修路更要养路

2018年，浪坪乡推进“四好农村
路”建设，对村社道路进行拓宽、硬化，
提升村民小组通达率和通畅率。然
而，修路的过程并非一帆风顺。

评议村是浪坪乡最偏远的一个村
子，村里周家沟到周家土的机耕道又
窄又烂，乡里想对这条路进行改造，没

想到碰上犟脾气的张国。
按规划，修路将占用张国家里近

一分地。而根据村民约定，被占的地
不作补偿，这让张国有些气恼。村干
部几次上门做工作，张国都只有一句
话：“我的地，不许动！”

眼见工程即将开工，村干部只好
找到张国的叔叔张林甫，请他出面帮
忙。今年78岁的张林甫也是村里的
老党员，他办事公道、为人和善，在村
民中很有威望。听说侄儿不准修路，
张林甫很是生气，亲自上门将他教训

了一顿：“路修好后，方便的是我们大
家，你不但不感激，还从中阻挠，真是
太不懂事了！”

张林甫还以身作则，当场拿出自
家的2分田地，用于修路。张国的脸
渐渐红了，在叔叔的劝导下，他终于同
意占地修路。

“虽说修路是为了脱贫致富，但有
些村民害怕占了自家田地，吃了亏，给
公路建设带来困难。对此，我们发挥先
锋模范作用，以‘乡贤’引导村民行为、
规范乡村秩序，平息了许多不必要的纠
纷。”浪坪乡党委书记李江告诉记者。

今年，浪坪乡将建设完成“四好农
村路”39条77.4公里，新建人行便道
60公里，实现组组通公路、户户连便道。

俗话说，三分建，七分管。农村公
路，管护是重点，更是难点。过去，不
少农村公路由乡镇政府代为管护，由
于财力、物力有限，有时一场山洪暴雨
冲垮乡村公路，甚至十天半月没法正
常通车。对此，浪坪乡创新性地推出了
农村道路义务监督制，聘请全乡32个
村民小组组长担任道路监督员，对农村
公路实行分段承包、定额包干，主要负
责公路日常养护和安全隐患排查整治、
路域环境整治、绿化美化、沿线标识标
牌清理等，将责任落实到人头上。

目前，全乡已建成的140余公里
农村公路均获得了“保姆式”管护。

公路通到家门口
村民干劲更足

2018年，谢大学盼了多年的硬化
路终于修到了家门口。去年年底，经

销商开着车到村里收购农副产品，他
将养的十头牛全卖了，挣了8万元。
他拿出其中的3万元，买了辆三轮车，
从此，上坡干活、运输农资物品，不再
肩挑背扛。

今年初，在乡里举办的一次贫困
户动员大会上，谢大学竟主动申请脱
贫。“政府帮我把路修好了，凭着自身
的勤劳，我有信心将生活过得越来越
好。”谢大学成了大家的脱贫榜样。

而在浪水坝村，自从倪华春所在
的村民小组通了公路，他好像换了一
个人。去年，他再次发展起生猪养殖，
每天起早贪黑，还改掉了酗酒的坏毛
病。而他养殖的80多头生猪也顺利出
栏，挣了近2万元。上个月，他拿出全
部积蓄，在村里开了家洗车场，“路修
好了，自驾到村里旅游的游客将会越
来越多，洗车场的生意一定不会差。”

倪华春的话不假。得益于交通条
件的改善，去年以来，浪坪乡正着力发
展以休闲观光、农事体验为主的乡村
旅游。目前，通过统一招投标，乡里已
对浪水坝村45栋土家吊脚楼进行修
缮，改造成乡村民宿，形成了小山坡土
家古寨。古寨依山而建，铺设了青石
板路，门庭院落还保留着古朴的模
样。“在景区开发过程中，我们遵循‘保
护传承文化’的原则，采用‘文化+’的
概念进行打造，让村民的老房子散发
出历史的气息。”李江介绍。

随着“四好农村路”的不断建设，
浪坪乡还打通了多条与周边乡镇的

“断头路”，通过“外联＋内通”，助力浪
坪乡整体交通路网提档升级。“目前，
我们正在实施的交通项目共有140
个，其中影响最广的要数从浪坪场镇
至苍岭大河口的新建道路项目。该项
目总投资2.6亿元，将新建一条全长
5.5公里的二级公路。道路全线贯通
后，从浪坪乡到酉阳县城的车程将从
现在的两个小时缩短至一个小时。”李
江告诉记者。

酉阳浪坪乡——

农村公路畅通了村社“毛细血管”
本报记者 左黎韵

乡村公路在浪坪乡的山林中蜿蜒。 通讯员 郑朝海 摄

8月17日，夜色中的渝中半岛。目前，我市正进一步提升城市夜景灯饰艺术效果，营造整体山水交融、美轮美奂的山
城夜景，以提升“山水之城”颜值。 记者 崔力 摄

本报讯 （记者 韩毅）8 月
19日，记者从重庆市文化和旅游
发展委员会（简称市文化旅游委）
获悉，今年上半年全市文化产业
增加值达295.55亿元，实现旅游总
收入 2552.9 亿元，同比分别增长
9.2%、32.7%，文旅融合发展成效
明显。

市文化旅游委是2018年《重
庆市机构改革方案》明确的47个
市级政府机构之一。作为市政府
组成部门，将原市文化委员会、原
市旅游发展委员会的职责整合而
成，加挂市文物局牌子。在全国所
有新组建的省级文化旅游部门中，
市文化旅游委是唯一在名称中有

“发展”二字的机构，也是唯一设立
“委员会”的，其他都是厅或局，充
分彰显了市委、市政府对文化和旅
游融合发展寄予了更大期望、提出
了更高要求。

该委内设综合协调处、宣传
处、科技与大数据处、公共服务
处、广电节目内容管理处、网络视
听节目管理处、革命文物处等27
个机关处室，并于今年4月将分散
在几处的办公场所集中在一处办
公，地点为两江新区黄山大道中
段68号高科山顶总部基地41栋，
方便了企业和群众办事。同时，
该委还管理重庆中国三峡博物
馆、重庆红岩联线文化发展管理
中心、重庆文化艺术职业学院等
事业单位22个。

该委负责人介绍，市文化旅游
委组建以来，以改革的意识、改革
的精神、改革的担当，坚持宜融则
融、能融尽融，以文促旅、以旅彰
文，扎实推动全市文化和旅游深度
融合、高质量发展，全力打造旅游
业发展升级版，唱响“山水之城·美
丽之地”，让八方游客在重庆“行千
里·致广大”。

上半年全市实现旅游总收入2552.9亿元，同比增长32.7%

文旅融合让重庆美景增值

文化和旅游的结合，被誉为“诗和
远方”走到一起，是在人们追求美好生
活背景下的“职能融合”。市文化旅游
委的组建，对推进全市文化旅游事业
高质量发展具有怎样的重要意义？具
体开展了哪些工作，下一步有何打
算？8月19日，重庆日报记者专访了
该委党委书记、主任刘旗。

为发挥“三个作用”提供强大动力

重庆日报：作为一个新组建机构，
市文化旅游委怎样发挥重要作用？

刘旗：文化与旅游的结合，是党中
央、国务院适应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发展要求，坚持以人民为中心，以
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为导
向，深化转职能、转方式、转作风，提高
效率效能之举。

重庆是一座历史文化名城，孕育
了深厚的文化积淀、丰厚的文化底蕴、
多彩的文化和旅游资源。同时，重庆
集大城市、大农村、大山区、大库区于一
体，高质量协调发展任务重。组建市文
化旅游委，标志着全市文化旅游体制改
革迈出实质性、关键性的第一步。

自组建以来，市文化旅游委便锁
定建设文化强市、打造世界知名旅游
目的地的目标，以融合发展为主线，全
面践行新发展理念，抓大文旅促品质
化，统筹保护好自然生态和历史文脉，

以大文旅增强城市发展能级、提高人
民生活品质，为发挥“三个作用”提供
强大动力。

积极融入“一带一路”、西部大开
发和长江经济带建设，推动文化旅游
引进来、走出去；着力培育文化旅游特
色品牌，打造一批具有国际品质的文
化旅游示范区和特色产品线路；充分
发挥文化旅游的聚集辐射功能，致力
建成产品业态丰富、品牌形象卓著、服
务功能完善、集散舒适便捷、环境安全
友好、具有世界吸引力和竞争力的目
的地，助推重庆在国家区域发展和对
外开放格局中发挥更大作用。

推动文化旅游真融合、深融合

重庆日报：目前，市文化旅游委的
各项具体工作开展情况如何？

刘旗：文化与旅游融合发展，不是
简单物理叠加，而应产生有机的化学
反应，才能取得“1+1>2”的效果。

市文化旅游委组建以后，坚持全域
旅游是基础、文化内涵为核心、宣传营销
为关键，推动文化旅游真融合、深融合。

与市委宣传部、市委网信办等部
门共同主办了全市“晒文化·晒风景”
大型文旅推介活动，奏响了文化旅游
宣传推介“大合唱”。策划实施了“重
庆文旅融合发展全球金点子大赛”，扩
大了重庆文化旅游的社会影响力。

围绕提供优秀文化产品和服务、优
质旅游产品和服务这一中心环节，我市
原创舞剧《杜甫》首次走出国门，在韩国
天安市艺术中心剧场上演，“吸粉”无
数，这也是重庆大型舞台剧第一次走
出国门并且商业演出；“丽人行”西安
快闪推广活动，视频连续三天成为全
国热搜，“丽人行”IP裂变式曝光超10
亿次。杂技秀《魔幻之都·极限快乐
Show》开演，填补了重庆主城大型文旅
驻场演出的空白，既完善城市功能、提高
城市文化品位，又推动文旅融合发展。

在公共文化服务、旅游厕所革命、
基层应急广播工作等方面，重庆也走
在了全国的前列，为此文化和旅游部
首次在重庆召开了全国公共文化领域
重点改革任务暨旅游厕所革命工作现
场推进会，国家广播电视总局首次在
重庆召开全国基层应急广播工作推进
会，重庆作了经验交流发言。

在脱贫攻坚上，提档升级了7个
乡镇（街道）、252个村（社区）综合文
化服务中心，开展流动文化服务进村
演出活动1.4万场、送博物馆展览到基
层500余场次。近百名艺术家走进贫
困乡镇，创作出一批优秀的反映当地
人文风光的艺术作品，助推文旅扶
贫。加大鲁渝扶贫协作，举办了“十万
山东人游重庆”系列活动。开展鲁渝
共建非遗扶贫培训8期，培训贫困区

县建档贫困户、留守妇女400余人。
加强革命文物保护利用，认真落

实市委、市政府出台的《关于推进革命
文物保护利用工程（2018-2022年）的
实施方案》，制定实施《重庆红岩革命
文物保护传承工程实施方案》。结合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现场
教学，组织开展红岩联线“十个一”直
播活动，网络阅读量超过 300 万人
次。启动国家重大文物保护项目大足
石刻宝顶山卧佛、小佛湾造像保护修
缮工程，并进行直播扩大了社会影响。

此外，我市还成功举办了首届世
界大河歌会、首届全球旅行商大会，签
约30个入境游市场合作项目，设立了
14个境外推广中心，新组建了重庆文
化和旅游国际交流中心、重庆文化旅游
国际传播中心，与相关部门共同打造中
西部国际交往中心·保税港“一带一路”
之窗等，着力做大国际“朋友圈”。

今年上半年，全市游客人均旅游
消费879.85元，同比增长19.8%，文旅
消费升级效果明显。

以大文旅增强城市发展能级

重庆日报：重庆文旅如何进一步
发展，再上新台阶？

刘旗：我们将按照习近平总书记
对重庆提出的“两点”定位、“两地”“两
高”目标、发挥“三个作用”的重要指示

要求，以改革创新为动力，补齐短板，
抓大文旅促品质化，统筹保护好自然
生态和历史文脉，以大文旅增强城市
发展能级、提高人民生活品质。

把打好“三峡、山城、人文、温泉、乡
村”五张牌作为全市文化旅游发展的主
战场，整体谋划、统筹力量、整合资源、
打捆推进，确保每张牌都有特色、有亮
点、有影响，并把五张牌融入大都市、大
三峡、大武陵三大特色区域旅游目的地
中，突出特色、区域联动、精准发力。

建立重大项目联合推进机制，重点
推进一批资源品位高、配套条件好、市
场潜力大、带动能力强的重大文化旅
游项目。做大做强世界温泉谷、长江
三峡国际旅游集散中心、重庆都市旅
游和立体气候四季康养四大项目集群，
进一步增加文化和旅游的有效供给，提
升文化和旅游的整体实力和竞争力。

强化文化旅游宣传推广，搭建
“1+N+X”的旅游外宣平台，加强与亚
太旅游协会、世界旅游业理事会等国
际性旅游组织合作交流，充分展示重
庆最美、最炫、最新形象，让重庆旅游
全面融入国际市场。

以阅读、演出、电影、文博、旅游等
消费为重点，引导更多市民、游客走进
书店、剧场、剧院、景区等场所，培育高
人气高活跃度的文旅消费大市场等。

加强红岩革命纪念馆等革命传统
和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建设，积极发展
红色旅游，把红色资源利用好，把红色
文化挖掘好，把红色基因传承好，逐步
解决文化和旅游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
问题，实现文化和旅游的高质量发展，
让更多人享受高品质生活。

抓大文旅促品质化 以大文旅增强城市能级
——访市文化旅游委党委书记、主任刘旗

本报记者 韩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