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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几天快到采笋的时节了，南川
区石墙镇楼岭村300亩刺黑竹长势良
好，茂密的竹林青翠欲滴，但该村第一
书记吴茂有些担忧。

这300亩刺黑竹是吴茂当第一书
记后发展起来的，大约需要4至5年
才能丰产，如果提前采了，就不利于形
成规模。吴茂就怕村民忍不住去采，
因而天天在竹林里“盯梢”。

为了这些“宝贝”，吴茂在楼岭村
一待就是4年，甚至婉言谢绝了原单
位的调回申请，继续在楼岭村经营着
他的“绿色梦”。

村里缺脱贫攻坚主导
产业，他想到了刺黑竹

2015年7月，还在外地开会的南
川区林业局笋竹办干部吴茂接到了单
位的电话：“脱贫攻坚一线需要第一书
记去充实力量，组织上决定派你去石
墙镇楼岭村，你准备一下吧。”

接到任务后，吴茂的兴奋之情溢
于言表，这让同事们不太理解：“农村
环境艰苦、工作千头万绪，扶贫既是政
治任务，又承载着民生期盼，压力很
大，他怎么还这么兴奋？”

吴茂微微一笑：“能有这么一个机
会去农村这个大舞台干点事，多难得
啊。”

两天后，吴茂便拿着一份地图，驾
车来到了楼岭村。“路好烂，坡好陡，一
路上开车像在骑马。”这是楼岭村给他
的第一印象。

然而，真正进入田间看到成片的
青翠松林和漫山的李树后，吴茂这个
林业人很快找到了归属感。

可现实很快又让他心都凉了半
截——这个村的地形是两山夹一沟
一坪坝，是一个典型的空心村，尽管户
籍人口有527户、1724人，但留守的
不足700人，还大多是老人、孩子，劳
动力严重不足。

“有山山不秀、有水水不清，有绿
不出彩、有人老弱多，粮田百余亩，产
品销路愁——吴书记，情况就是这么
个情况，村里没什么产业，你看我们怎
么整？”村党总支书记张先镜向吴茂

“交底”。
吴茂没有立刻答复，而是进行了

一番深入调研。
笋竹是南川区的重点产业之一，

楼岭村却没发展这一产业。吴茂根据
村里的自然条件，想到了刺黑竹。“刺
黑竹是小径竹，以产竹笋为主，如果到
了丰产期，每亩产量约600-800斤，
亩产值3000元以上，而且，笋竹的管
理比较粗放，不需要投入太多的人力，
这适合村里的情况。”

他把自己的想法给村干部们一

说，大家都觉得不错，于是定下了发展
刺黑竹的计划。

两大产业让村民脱贫
增收不再难

说归说，做起来并不容易，尤其是
在这种老人扎堆的村子里，大伙儿对
发展产业都有些疑虑。

吴茂让张先镜和村主任聂明凯先
分别种8—10亩，起个带头作用。在
他们的带动下，不少农户行动了起
来。村民种笋竹，种苗由吴茂负责从
大有镇统一调，免费提供，区林业局技
术人员现场指导技术，保证成活率。

当时，楼岭村村集体经济收入基
本为零。在吴茂的强烈建议下，村集
体组建了笋竹专业合作社，流转土地
50亩，进行示范种植，并与南川特珍食
品有限公司签订鲜笋收购协议，对楼
岭村所有鲜笋包收购，价格随行就市。

刺黑竹要几年后才能丰产，短期
增收怎么办？吴茂将目光放在了晚熟
李上。

“楼岭村的李子种了多年，可过去
是政府免费发放李子苗，这不掏钱得
来的苗子，村民栽种不上心，种植这关
就脱了节，品质不高，自然卖不起价。”
吴茂看准了楼岭村李子产业困境背后
的原因，配合政府采取保证金和以奖
代补的方式，鼓励村民多种李、种好
李。同时通过成立李子专业合作社，
从源头上把控品质，让村里76户李子
种植户抱团发展，共同抵御市场风险。

“过去，楼岭村的李子多数是村民
自家食用，很少拉出去卖，可去年通过
品牌打造和网上营销，销售很好，歪嘴
李更是一抢而空。去年单靠李子收入
过万元的，全村就有5户，今年大家对
收成更有信心。”吴茂说。

继续为楼岭村播下绿色的种子

去年，刺黑竹开始试产，一些村民
迫不及待地想采笋，都被吴茂拒绝了，

“没到丰产期，一律不准采。”
可刺黑竹的竹笋味道鲜美，个别

村民抵挡不住丰收的诱惑，便偷偷去
采，这让吴茂哭笑不得，只得多个心
眼，加倍注意“盯梢”。

尽管产业只是刚刚有了雏形，但
村民们已经开始受益。今年72岁的
刘能友原是一名贫困户，主要依靠种
植水稻、玉米等传统农作物为生，自从
将土地流转给村集体发展刺黑竹产业
后，他有幸成为“股东”之一，每年可获
得保底分红、务工收入、退耕还林补贴
和土地流转费等四份收入，生活渐渐
摆脱了困境。

他掰起手指头给记者算了一笔
账：第一份收入，他家流转田地3.14
亩给基地，每亩租金400元，每年可获
得1256元土地流转金；第二份收入，
村里以扶贫资金入股，2016 年和
2017年他各分得124元，今年分红估
计在130元以上；第三份收入，他和儿
媳到基地栽竹、除草、施肥等，每年务
工收入1000元左右；第四份收入，退
耕还林补助每年每亩平均获得200
元，3.14亩每年可获得补助628元。
四份收入加起来每年就有3008元。

不知不觉，吴茂到楼岭村已有4
年。去年，南川区林业局曾提议让他
回林业局上班，但吴茂觉得刺黑竹产
业刚刚发展了一半，不能就这样撒手
不管，索性决定继续留下来，待到
2020年再说。

吴茂说，刺黑竹除了能为村民们
带来经济效益，还能带来生态效
益——笋竹是滚动式产业，1株竹一年
后可繁殖到1平方米，3年后增加到6平
方米，这样滚雪球似地发展，用不了几
年，楼岭村将变成绿色村庄，结合全镇
的蔬菜、晚熟李等产业，还可发展森林
旅游，实现绿水青山与金山银山兼得。

南川区石墙镇楼岭村第一书记吴茂：

“村里产业才发展到一半，我不能走！”
本报记者 颜安

9月6日，江津滨江新城垃圾二次
转运站正式投用，这是除主城区外重
庆区县范围内规模最大的垃圾二次转
运站。该站的建成对我市城乡垃圾收
运体系提档升级，实现垃圾清洁运输，
保障重庆第三垃圾焚烧厂垃圾供应具
有重大意义。

上午10点，江津滨江新城垃圾二
次转运站正处于高峰作业时段。记者
在现场看到，一辆垃圾转运车正在向
压缩机坑槽内卸载，垃圾被压缩成块
体后集中放置在密闭的箱体里。

垃圾转运过程中，没有臭味，没有
造成二次污染，也没有产生刺耳的噪
音，这家转运站究竟是如何做到的？

密闭作业全程“零污染”

据介绍，该转运站位于江津区滨
江新城双龙路西侧，占地约34亩，总
投资6800余万元，设计日转运能力
600吨。该转运站的垃圾容器与重庆
主城垃圾车辆配套通用，生活垃圾在
站内压缩后，全部转运至市第三垃圾
焚烧发电厂进行无害化处置。

“转运站内安装有全自动抽风送
风系统、消杀除臭系统，实现了垃圾
处理过程实时空气净化和全自动生
物除臭。作业全程均在密闭的室内
进行，保证臭气不会外泄。”江津滨江
新城垃圾二次转运站负责人、重庆市
环卫集团江津益江公司董事长王洪
亮告诉记者，转运站有多套措施防止
二次污染。

在卸料工位处，转运站设置了自
动门，只有在车辆处于卸料状态下才
能打开。在卸料工位上方，设有负压

抽风装置，保证卸料产生的臭气被收
集、净化、达标处理后排放。车间里还
配置了喷雾除臭系统，可自动喷洒植
物萃取液除臭，有效控制了异味。

在车辆方面，转运站配备了专门
的全密闭集装箱式垃圾转运车。该车
采用垂直卸料、液压压实器垂直压缩
方式进料、卸料及锁扣，同时箱体采用
标准集装箱密闭方式，做到垃圾无害
化中转运输。

智能系统提升转运效率

“站里有一个智能化的系统，能实
现垃圾转运的信息化与自动化，提升
转运效率。”王洪亮表示。

当装满垃圾的运输车进入中转站
卸料时，具有智能化管理能力的称重
计量系统，会自动进行垃圾吨位测重，
存储数据并打印记录。该称重系统与

全站计算机监控管理系统联网，可分
别按每车、每天、每月、每季度、每年统
计垃圾量，对垃圾减量目标的完成提
供准确的数据。

而垃圾运输车开进地面卸料大厅
后，有信号灯指挥，进入指定的卸车位
卸料。卸料槽作为一个大容量的缓冲
储存装置，有多个卸车位，允许运输车
随时倾倒垃圾。

“这个过程不需要人在现场。”王
洪亮介绍说，工作人员只需在中控室，
就能指挥运输车辆完成垃圾称重、指
定工位卸料、通风除臭等工作。同时，
所有的垃圾运输车辆都安装有GPS
监控系统，工作人员也能实时掌握车
辆情况。

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叠加

“滨江新城垃圾二次转运站投用

后，节省了运力，降低了运输成本。”王
洪亮算了一笔账，该转运站配套的运
输车辆运力为每辆15吨，相当于3辆
普通垃圾转运车的运力之和。按日转
运600吨生活垃圾计算，一年能节约
运行成本320万元。

另一方面，相比直接从一次转
运站运往焚烧厂，生活垃圾由二次
转运站运往焚烧厂缩短了距离，由
65公里减少到28公里。“路途少了，
有利于控制运输过程中的风险，减
少转运过程中出现‘抛、冒、滴、漏’
问题。”

投用后，垃圾二次转运站带来的
社会效益也不容忽视。“建一座区域性
的大型垃圾转运站，等于建12座中小
型垃圾转运站。”王洪亮称，此举节省
了大量的土地资源，减小了政府建站
选址的难度。

本报讯 （记者 陈波）8月30
日，重庆日报记者从市民政局获悉，
1- 6 月我市支出城乡低保资金
217143.53万元，惠及87万余人。

据市民政局统计，截至6月底，
全市共有城乡低保对象499423户、
870312 人 ，占 全 市 总 人 口 数
2.56%。1-6月全市支出城乡低保
资金217143.53万元。

其中，城市低保保障了188199
户、295607人的基本生活，占全市城
镇人口的1.83%。1-6月份全市共
支出城市低保资金90137.77万元，
城市低保人均补差477元，占城市低
保标准的87.36%；农村低保保障了
311224户、574705人的基本生活，
占全市农村人口的3.23%。1-6月
份 全 市 共 支 出 农 村 低 保 资 金

127005.76万元，农村低保人均补差
351元，占农村低保标准的85.61%。

与此同时，我市强力推进农村低
保专项治理行动，1-8月，我市累计
清退不符合农村低保条件的31836
户54775人，将未脱贫的建档立卡贫
困户中的重病、重残对象 5880 户
9148人纳入低保兜底。

此外，我市坚持低保对象动态
管理核对机制，加强申请救助家庭
经济状况核对，通过信息化手段，并
结合线下入户调查、邻里走访、信函
索证等传统方法，线上线下双管齐
下，切实做到“不应保坚决不保”。
1-6月，全市通过核查比对系统开
展新申请低保核查9.91万户，25.66
万 人 ，核 查 在 册 数 56.07 万 户 ，
112.15万人。

重庆1-6月支出城乡低保资金21亿余元
惠及87万余人

本报讯 （首席记者 陈钧 实
习生 孙天然）9月8日，重庆日报记
者从两江新区了解到，该区已确定选
址打造具有标志性的城市中心，日前
还请来国内外顶尖规划师提建议。

在9月5日举行的两江新区城
市中心选址专家研讨会上，两江新区
管委会常务副主任王志杰说，两江新
区打造城市中心是顺应市委、市政府
对两江新区“在重庆推进西部大开发
形成新格局中打头阵、作先锋”，努力
成为重庆“扩大开放排头兵”和“发挥

‘三个作用’、全面体现新发展理念的
先行区示范区”的要求。他表示，这
个城市中心一定要能助力两江新区
吸引聚集各类高端产业要素、充分展
示现代化城市发展理念。

原重庆建筑大学副校长李先逵
认为，中国城市现代化发展很快，要
突出城市中心的核心价值、精神力
量，就要把天人合一的理念贯穿到城
乡规划当中去。两江新区集中了重
庆的高科技产业，要在城市中心的规
划中充分吸纳智慧、生态的元素。

中国国务院外专局美籍规划专
家、前纽约规划局局长饶及人认为，
大城市应该是多中心的。他表示，城
市中心通常具备高贸易流通、高密度
人口、高收入人群、高楼密集等特点，
要充分考虑人流、物流、车流能否支
撑；同时考虑未来的城市将随着5G、

AI等智能科技的发展，城市的功能
将拓展，空间结构将改变，建议两江
新区考虑为城市中心预留更多空间。

中国综合开发研究院副院长、国
家商务部聘任专家曲建认为，两江新
区城市中心的建设是整个重庆市发展
变化的一个缩影，两江新区的崛起跟
第四轮产业转移密不可分，可以参考
沿海地区已经走过的路径。两江新区
从起步时开发建设到新阶段旧区功
能提升，是下一步城市工作的重点。

同济大学建筑与城规学院景观
学系主任、教授刘滨谊表示，重庆是
最具中国山水代表性的城市之一，山
水空间是重庆城市的特质，这也是两
江新区城市规划建设的基础。要以
生态为本底，以共享为推动，强调历
史文化，注重聚集创新的人才、人气。

AREP中国区总经理吕克·鲁斯
认为，中国城市多，城市中心也很多，
大部分是分散的。希望两江新区城
市中心相对来说有一定的集中性。
建议借助于现有的环境，建设城市中
心，打造城市中心群。

据悉，目前两江新区正在编制新
一轮国土空间总体规划（2019-
2035），将聚焦大开放、大保护、高质
量发展、高品质生活等重点内容，对
标对表先进的理念和方法，为新区成
为全面体现新发展理念的先行示范
区提供空间规划保障。

请来国内外顶尖规划师“把脉”

两江新区拟打造城市中心

本报讯 （首席记者 彭瑜）9
月7日，忠县与上海信泽文创置业有
限公司（简称信泽文创）举行签约仪
式，在忠县三峡橘乡田园综合体携手
打造核心IP产业暨示范民宿集群项
目。

忠县三峡橘乡田园综合体项目
是国家层面在我市实施的首个示范
田园综合体项目，项目面积55平方
公里。忠县三峡橘乡田园综合体核
心IP产业暨示范民宿集群项目，由
信泽文创与忠县畅达建设投资有限
公司共同投资成立公司建设。

该项目选址在忠县新立镇、双桂
镇，五年内项目投资约4亿元，建设
内容主要包括新立镇双柏村邹家院
子、双桂镇石桥村冉家湾、新立镇桂

花村三斗丘3个示范民宿集群的打
造，以及合作规划设计等。

信泽文创一直致力于开展文
化产业发展规划、推进文化创意产
业园区、文化创意产业功能区建设
与运营。该公司负责人表示，将通
过5年努力，引入国际大IP项目1-
2个，带动小 IP业态10个以上，不
断完善动漫民宿，从而培训、指导、
带动三峡橘乡田园综合体项目区
村民发展民宿、农家乐、特色商店
100家。

据介绍，项目建成后，民宿组团
预计入住率达到70%，年运营收入
达到1000万元，实现年引入旅客量
200万人次，年实现收入10亿元，将
带动就业1500人。

投资4亿元

三峡橘乡田园综合体打造民宿集群

每天转运600吨生活垃圾 没有噪音臭味二次污染

这家垃圾转运站有啥秘诀
本报记者 崔曜

9月7日，万盛经开区黑山镇北门村河沟果园，果农在采摘猕猴桃。近年
来，当地大力发展特色产业,助农增收致富，其黑山猕猴桃种植面积达1.5万
亩，成为农户增收致富的支柱产业。今年，由于气候条件好，猕猴桃长势喜人，
预计产量可达1000吨，实现产值1亿元。 特约摄影 曹永龙

万盛：猕猴桃产业助农增收

◀9月6日，江津
滨江新城垃圾二次转
运站，驾驶员驾驶全
密闭集装箱式垃圾转
运车正在作业。

▼9月6日，江津
滨江新城垃圾二次转
运站，工作人员正在
作业。

本组图片由记者
龙帆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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笋竹是南川区的重
点产业之一，楼岭村却没
发展这一产业。吴茂根
据村里的自然条件，想到
了刺黑竹。“刺黑竹是小
径竹，以产竹笋为主，如
果到了丰产期，每亩产量
约 600-800 斤，亩产值
3000元以上，而且，笋竹
的管理比较粗放，不需
要投入太多的人力，这
适合村里的情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