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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发展成就巡礼·万盛

党建引领乡村治理

今年8月，46岁的蔡志华担任丛林镇绿
水村党支部书记。蔡志华原是一名农场主，
此前从未担任过村干部。他为何能担此重
任？

丛林镇党委负责人介绍，早在10多年
前，蔡志华就加入了党组织，并有20多年的
创业经历，虽历经挫折但仍负重前行，既有
很强的党性原则，又有丰富的产业发展经
验，具有很强的致富带头能力，他达到了政
治过关、能力过关、作风过关的要求。

组织振兴是乡村振兴的根本保证。在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中，万盛经开区深入实施
雁阵领航、德润善治、破茧除壳、同心圆梦、
输血供氧“五大计划”，以党建为引领，实现
村党组织、群团组织、产业组织、帮扶组织、
自治组织等“五大组织”同向发力、同频共
振，健全“三治”相结合的乡村治理体系，推
进乡村组织全面振兴。

据介绍，“五大计划”除了开展党组织带
头人整体优化提升行动，建立新任村级党组
织书记区级部门备案联审机制外，万盛经开
区还制定村级集体经济一年“清零”、两年

“消薄”、三年“巩固”、四年“提升”的总体目
标，明确八条扶持壮大村级集体经济政策，
制定村集体经济组织向区属国有企业优先
购买服务实施方案，推动全区13个“空壳
村”全部消除；开展机关干部进企业送政策、
进农村送知识、进社区送服务“三进三送”活
动，发动老干部、老教师、老专家、老知青等

“新乡贤”乡村帮扶队伍到村挂职任职，发挥
余热、贡献智慧。

金桥镇金堰村着力推行“党建+”系列机
制，优化“党建+服务”，建好管好用好便民服
务中心，方便群众办事；构建“党建+产业”，
将支部与村域优势产业紧密结合，成立3个
产业党支部；培育“党建+基地”，指导成立8
个农业合作社，推进“党建+文旅”，依托金堰
十二景走好文旅融合发展之路；融合“党建+
乡风”，以评选最美庭院、最美产业、最美村
民的“金堰三最”为载体，弘扬金堰孝文化，
打造长寿乡村品牌，以抓党建促乡村振兴为
总抓手，走出了一条法治、德治、自治“三治”
结合的乡村善治之路。2019年，金堰村预
计集体经济收入将达100余万元。

“坚持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群众的
事情群众决定。”万盛经开区大力推进“三事
分流”“三会议事”，实施社会治理“网格化+
智慧化+信息化”模式，在全市率先启动“智
慧政法”进农村建设，提升社会治理智能化
水平。万盛经开区相关负责人称，全区村居
法律顾问全覆盖，基层平安组织建成覆盖率
达100%，群众安全感指数连续3年排名全
市前2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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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10日，2019中国体育彩
票钓鱼大赛在万盛经开区关坝镇
凉风村举行，来自全国的近200
名钓鱼爱好者参加了比赛。据介
绍，这样的全国钓鱼大赛，凉风村
已举办3次。自2017年以来，全
村累计接待游客132万人次，旅
游综合收入达到9600余万元，每
户农家乐平均每月收入2万-3万
元左右。

“5年前还是国家级贫困村。”
凉风村党委书记李明会说，凉风
村是典型的“因煤而兴、依煤而
盛、煤枯而衰”的行政村，2014年
全村贫困发生率高达 13.7%。
2016年7月，凉风村启动“生态凉
风·梦乡渔村”建设，打造出生态
鱼塘、滨水梯田、童心鱼趣等26
个景点及体验项目，同时布局“一
河三区四梦”特色产业链，大力发
展凉风鱼、凉风果等主导产业，建
成生态鱼池600亩，种植伏淡季

水果2000亩。
现在，凉风村成功创建为全

国绿色村庄、全国运动休闲（垂
钓）特色小镇、中国乡村旅游创客
示范基地、全国科普惠农兴村先
进单位、中国散文之乡重庆万盛
创作基地、重庆市乡村垂钓基地
和重庆市精准扶贫微企梦乡村，
入选重庆市乡村振兴典型范例，
实现了整村脱贫。

“四方面着手，推进创建全国
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先导
区。”万盛经开区农林局负责人介
绍。一是着力构筑农业产业支
撑，坚持龙头带动、科技创新、品
牌培育，发展茶叶、猕猴桃、方竹
笋、食用菌、蜜柚五大特色产业10
万亩。二是夯实产业融合发展基
础，着力打造黑山、青年、青山湖、
丛林现代农业园区，完善休闲农
业和乡村旅游道路、供电、供水、
供气、停车场、观景台等配套设

施，健全农村淘宝配送中心等农
村物流网络体系。三是完善“基
地+农户+合作社+龙头企业”等
融合模式，不断完善利益联结机
制，建立农业产业项目和贫困户
脱贫捆绑机制，构建起龙头企业、
合作组织、家庭农场等经营主体
和贫困户合作共赢的产业体系。
四是把发展全域旅游作为推进乡
村振兴战略的重要载体，大力发
展生态旅游、乡村旅游，实现乡村
旅游“一镇多景、一村一景、移步
异景、处处是景”，深度推进农旅
融合让全域旅游成为群众增收致
富的重要途径。

截至目前，万盛全区培育农
业产业化龙头企业、涉农小微企
业800余家，培育观光农庄、乡村
酒店等市场主体604个。其中华
绿生物有限公司日产鲜菇 150
吨、年产5万吨，成为西部地区规
模最大、智能化、自动化程度最高

的食用菌工厂化项目。
与此同时，建成生态旅游、乡

村旅游景区景点22个，提档升级
以黑山谷、万盛石林等为核心的
大黑山旅游精品带，奥陶纪“世界
第一天空悬廊”；九锅箐森林公
园、青年汇巅峰乐园、黑山八角健
康绿道等新景点、新项目陆续建
成投用。以青山湖湿地公园、板
辽金沙滩、丛林菌谷蘑菇总动员、
青山湖·尚古村落、五和梨园、更
古苗湾等为代表的乡村旅游联动
发展带，有力助推7个贫困村实
现整村脱贫，全区年接待国内外
游客2200万人次。

绿色引领，万盛正大力发展
特色效益农业、休闲观光农业，推
动农业与旅游深度融合，成功创
建全国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
先导区、全国休闲农业与乡村旅
游示范区、全国农村创业创新典
型区。

万盛万东镇五和村有6000
余亩以黄花梨为主的观光农业开
发园区。早在2016年，五和村获
评“2016 重庆十佳赏花踏青胜
地”。

“然则五和之美，不唯梨花佳
景。”正如《五和赋》描述的那样，
五和村以梨园搭台文化唱戏，举
办梨花文化旅游节，创编五和赋、
五和歌、五和快板、五和舞，常态
开展“文化育民”“文化便民”“文
化惠民”“文化安民”四大专项活
动，成立志愿服务队，常态开展

“扶弱、扶业、扶善、扶志、扶智”
“五扶”文明实践志愿服务，实现
了“家庭和睦、邻里和乐、事业和
顺、生态和美、乡村和谐”的美丽

“五和”。万东镇负责人称，“现
在，五和村成为万盛乡村文化振
兴示范村。”

在实施乡村振兴战略中，万
盛围绕乡村“铸魂”行动，持续开
展“榜样面对面”等专题宣讲，设
立“和事堂”等新乡贤工作室，开
展“家风润万家”等活动，推动社
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农村落地生
根。同时加大文物古迹、名镇名
村保护力度，传承发扬国家非物
质文化遗产及戏曲、红苗文化等
传统文化，并建设一批乡情陈列
馆延续农耕文化。把培育运动健
康文化作为推动乡村文化振兴的
切入点，大力开展全民健身活动，
大力实施以“十抵制十提倡”为主

要内容的乡村移风易俗行动，建
立“一约四会”，教育引导群众破
除陈规陋习，提升农民精神风貌，
培育文明乡风、良好家风、淳朴民
风。

“文化‘软实力’成为乡村振兴
的‘硬支撑’，也改变了乡村‘软环
境’，引领着人才的集聚。”万盛经
开区相关负责人称，乡村振兴，人
才是关键。万盛经开区创新乡村
人才工作体制机制，制定八条良策
重金揽才，提供股权投资支持、创
业资助、生活补助等丰厚政策，积
极服务乡村人才振兴；搭建干事创
业服务平台，积极推进乡村人才振
兴“两村一镇”示范点建设，成功创
建青年板辽、万东五里、丛林绿水

等市级充分就业村；营造乡村人才
振兴氛围，开展“乡村民宿创办与
蝶变”创业论坛、“渝创渝新·创汇
万盛”创业大赛、乡村人才职业技
能大赛等活动，营造近悦远来的乡
村人才振兴氛围。

据介绍，万盛经开区每年安排
人才资金4000余万元，建立人才
引进工作考核机制，成功引进高层
次人才396名。今年，投入2000
万元人才经费，建成首批30套人
才公寓，首批23名引进人才已正
式入住；评选拔尖优秀骨干乡村人
才38名，享受区级特殊人才津贴；
培养新型职业农民、现代青年农场
主、农村实用人才共3067名，为乡
村振兴注入新动能。

在万盛丛林菌谷蘑菇主题乐
园内，有一座蘑菇造型的厕所。
这座厕所风貌上不仅与景区环境
浑然一体，其内部设施也相当齐
全，设置了第三卫生间、热水供
应、挂钩、洗手液、插座、无障碍通
道、感应式水龙头、厕位智能提示
系统等。

透明厕所、蘑菇厕所、茅草厕

所、生态厕所……近年来，万盛紧
紧围绕资源型城市转型发展全域
旅游的实际，掀起了“厕所革命三
年攻坚战”，坚持景城一体、城乡
一体，全域布局、分类实施，把厕
所建成了设施齐备、干净无味、实
用生态的靓丽风景线。

据统计，万盛经开区累计投
入资金近1亿元，完成农村改厕

2.6万户、覆盖率77%，22个景区
景点和万盛城区建成A级以上旅
游厕所202座、实现全覆盖，黑山
谷景区获得全国厕所革命推进工
作“人文关怀先进单位”称号。

“坚持以‘保洁、治污、改厕、
畅通、美化’为重点，加快美丽宜
居乡村建设，全面提升村容村
貌。”万盛经开区相关负责人称，
全区以生态为引领，围绕宜居宜
业宜游，深入开展农村人居环境
整治三年行动，建设山清水秀美
丽之地，着力展现乡村美。

据介绍，万盛对全区755个
居民聚集点实施网格化管理，建
立“户收集、村集中、镇转运、区处
理”收运处理机制，大力推进农村
垃圾治理，全区行政村生活垃圾
有效治理率达100%。万盛因此
被评为全国第一批农村生活垃圾
分类和资源化利用示范区。

同时以旅游环线、河湖沿岸、
居民聚居区为重点，梯次推进农
村生活污水治理，建成镇村级污
水处理站131个，畜禽粪污综合
利用率达70%以上。扎实开展河
（库）长制工作，将河流、饮用水源
地、湖泊纳入考核范围，集中式饮
用水源地水质达标率为100%。

万盛还是“四好农村路”全国
示范区。近年来，万盛大力推进
农村公路建设，累计建成农村公
路1049.8公里，行政村通达通畅
率达100%。万盛经开区相关负
责人表示，“我们实行全域公交1
元一票制，行政村通公交实现全
覆盖。”

过去，青年镇堡堂村土路泥
泞不堪、土坯房破旧零乱。在深
入开展农村人居环境整治三年行
动中，堡堂村建设了堡堂文化公
园、登山步道、休闲健身广场等，
鼓励和支持农户在房前屋后建微
果园、微花园、微菜园、微草地等，
开展“最美庭院”评比活动，农村
人居环境不断得以改善。堡堂村
先后荣获“全国巾帼文明示范村”

“全国文明村”“全市生态卫生示
范村”等称号。

“推进农村美化靓化，提升村
容村貌。”万盛经开区相关部门负
责人介绍，万盛经开区推进“一院
三村一片”试点示范创建和农村危
旧房改造，大力开展国土绿化行
动，全力推进46个关闭煤矿复绿
复垦治理，改造农村危房1.5万户，
美丽宜居、绿色示范村庄占比达
53%，森林覆盖率提高到55.1%。

绿色引领产业发展

文化引领人才集聚

生态引领环境整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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