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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柱、横梁、顺檩……对对，最值钱的就是
榫头，都给我留着。”最近，酉阳土家族苗族自治
县黑水镇平地坝村计划拆掉老宅盖新房的村
民，都会接到村党总支书记胡青松的电话。电
话里，胡青松反复叮嘱村民，拆房时要尽量保
持房屋构件的完整性，村里要收购这些构件。

平地坝村村民以土家族为主，村里的老
房子也以土家族传统木结构建筑为主。村民
要拆掉的老宅，少说也有几十年历史，收购这
些老构件有何用？

“走，我带你去看个地方。”面对重庆日报
记者的疑问，胡青松有些神秘。

围绕乡村旅游 打造农旅融合产业

山路兜兜转转，约十分钟的车程后，胡青
松将记者带到了平地坝村八组红岩坝上。一
条小溪，将红岩坝一分为二，溪流的右半边是
一片被挖成两米左右深坑的田地，左半边则
分布着大小十几口鱼塘。

“现在村里已经发展了120亩冷水鱼养
殖，主要有银鳕鱼、草鱼等，大的有七、八斤了。”
鱼塘边，胡青松介绍着，“仅仅冷水鱼养殖，今
年就能给村里带来40万元左右的收入。”

这40万元，40%归全体村民进行分红，
40%归村集体经济组织用于扩大再生产，10%
用于民生实事及基础设施改善，10%归村集体
经济组织。

2018年，在胡青松牵头组织下，平地坝
村以村集体名义成立了重庆市大白岩农业开
发有限公司，计划在村里流转林地13000亩、
闲置地5000亩，养殖黑毛种猪2000头，养殖
黑土鸡20000只，冷水养殖水产品120亩，养
殖肥牛1000头，种植茶叶600亩，激活村级
经济发展活力，带动更多农户实现产业增
收。在此过程中，积极推行农户以资金、土地
方式入股，公司均按照上述4:4:1:1的比例
进行分红，辐射农户300余户。

可是，胡青松介绍的这些产业和收购房
屋老构件还是沾不上边啊？

“下一步，我们将围绕乡村旅游，在平地
坝村打造集休闲纳凉、观光体验为一体的农
旅融合产业。”胡青松介绍，平地坝村平均海
拔近900米，位于黔江濯水古镇和酉阳桃花
源两个景区中间，是避暑纳凉的好去处。国
道319线和G65包茂高速贯穿其中，具有发
展乡村旅游的独特优势。

目前，平地坝村的特色产业发展已初具
规模。胡青松说：“村里有一些闲置房屋，我
们计划向村民租用这些房屋，改造成具有土
家族民族特色的民宿。”

原来，收购那些老房子的老构件，是为了

在改造民房为民宿时，替换已经损毁的构件。
“一般来说，收购一座老房子的大部分构

件花费在一至两万元，但如果重新制作这些
构件，花费将超过10万元。”胡青松介绍，仅
在红岩坝的鱼塘周边，可供租用和改造的民
房就有将近20栋，“现在生活好了，但凡事还
是要精打细算。用老构件替换损毁的构件，
能为村里节约一大笔钱。”

“芝麻官”能做大事 让村民安心

精打细算的胡青松，是村民眼里的“芝麻
官”，却也是村民的贴心人。

“说到胡书记，哪个不翘大拇指哦。”红岩
坝的鱼塘边，年近七旬的田应达正将一背篓
青草倒进鱼塘，“要不是胡书记，我屋里饭都
吃不起。”

原来，田应达和老伴年事已高，无法从事
重体力活，儿子因病丧失劳动力，一家三口几
乎没有收入来源。

为了帮扶田应达，在村里发展冷水鱼养
殖后，胡青松提议由田应达负责照看鱼塘，由
村集体经济组织为其支付工资每月800元。

1998年，胡青松当选为平地坝村团支部
书记兼五组组长时，平地坝村是一个“高盖田
大丘，三年两不收”，不通公路、不通电、不通
自来水，普通农作物亩产量很低。

生于斯长于斯，胡青松对平地坝村的苦
日子深有体会。从担任村干部的第一天起，

他就立志要改变平地坝村的面貌。
刚刚上任，胡青松就做了一件赢得群众

认可的事情。“当时村里没有硬化路，许多村
民出行极为不便。”特别是五组，连通往外界
的机耕道都没有。

于是，胡青松组织动员五组村民自行修
建平地坝村原酒厂至五组的公路。没有挖
机，没有空压机，短短500米的公路，全靠一
锄一锹挖出来。几个月的时间，胡青松始终
坚守在修路第一线，风雨无阻。

修这500米公路，胡青松脚磨破了皮，手
起了十几个血泡，脸被晒得像黑炭。

“小胡这娃娃不错，不怕苦，‘芝麻官’能
做大事。”村民如此评价。

要想村民跟着干 就要让村民看到希望

“老话说，当官不为民做主，不如回家卖
红薯。我虽然是个‘芝麻官’，但也要带大家
致富奔小康。”2010年，胡青松当选为平地坝
村党总支书记，“就是觉得压力更大了，头发
都掉了好多。”

“一个是村里适合发展什么产业，另一个是
如何动员村民发展产业。”胡青松介绍，对于习
惯了脸朝黄土背朝天在地里种植苞谷、红苕、
洋芋的村民来说，要改变他们的生产、生活方
式，发展具有较高经济价值的产业，十分困难。

“弹花匠的女儿——会谈不会纺，那是瞎
扯！”胡青松意识到，要想村民跟着干，自己必
须要做给村民看，让村民看到希望。

于是，胡青松开始自己尝试发展产业，养
鸡、养羊，种烤烟、苗木、中药材……尽管大多
以赔钱告终，但也让他积累了足够的经验。

2015年，通过考察学习，胡青松开始发展
香猪养殖。目前，胡青松已建成养殖点2000
多平方米，存栏种猪600余头，每年带动村民
务工1000余人次。如今，在胡青松的带领下，
平地坝村已发展种植、养殖大户30余户。

为带动全村群众一起发展，胡青松通过
专业合作社与农户建立利益联结机制，农户
可以入股分红，也可以借养，由合作社按照市
场保护价格统一收购，再从中扣除幼仔费
用。合作社还统一提供技术指导、购买保险，
解决了农户的后顾之忧，确保了农户利益。

目前，合作社已初步实现了种植、养殖、
管理、销售一体化，效益辐射到全村200余
户，涉及贫困户30多户。

“芝麻官”也是致富“领头雁”
本报首席记者 陈维灯

本报讯 （记者 黄光红 实习生 王天
翊）10月10日，“2019智能终端产业转型升级
与合作共赢沙龙”在渝中区举行。本次活动由
市经信委主办，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西部分院、
重庆市通信智能终端产业协会承办。当日，由
市经信委指导、重庆市通信智能终端产业协会
承办的“重庆市智能终端”官方微信公众号正式
上线。该微信公众号致力于搭建重庆智能终端
产业服务窗口，助推全市智能终端产业高质量
发展。

据统计，2018年，全市智能产业销售收入
达4600多亿元，增长率超过10%。其中，在作
为智能产业重要组成部分的智能终端产业领
域，重庆紧追市场需求，打造了集品牌整机、方
案设计、核心零部件、代工生产及物流为一体的
智能终端产业体系，年产各类智能终端3.5亿
台左右。

市经信委相关负责人表示，按照计划，未
来，重庆将通过“补链成群、强链升级、建链育
新”，建设完善的智能终端生态链。并将推动大
数据、人工智能与生产企业的深度融合，努力构
建多品种、规模化、全产业链的发展格局，打造
全球最大的智能终端生产基地之一。

在此背景下，“重庆市智能终端”微信公众
号应运而生。据悉，该微信公众号将以促进智
能终端产业企业对接合作，优化在渝投资兴业
营商环境，推动重庆智能产业健康、可持续、高
质量发展为目的，搭建笔电、手机、平板、智能可
穿戴等智能终端产业服务窗口。

据了解，该微信公众号主要包括技术前沿、
产业洞察、终端图谱、供需对接、政策咨询、创新
服务和产值统计等行业内容。其中在创新服务
板块，以图表的形式简洁明了地展示了重庆市
通信智能终端产业协会为企业推出的科技政策
咨询、标准研究制定、企业合作资源对接、专家
进企业、检测认证咨询和人才引进等13项服务。

当天的沙龙活动中，近百名重庆智能终端
及配套企业代表进行了对接交流，寻找合作商
机；来自英业达（重庆）有限公司、华数机器人有
限公司、天实精工科技有限公司等多家企业的
代表，围绕着如何推动重庆智能产业发展进行
了主题演讲和项目推荐。

政府部门携手行业协会打造产业服务窗口

“重庆市智能终端”
微信公众号上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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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育强国建设纲要》（下称《纲
要》）从政治、经济、文化、对外交流等
方面对体育发展进行了总体规划，我
们要深入学习，抓住机遇，努力建设
西部体育强市。”西南大学体育学院
副院长、博士生导师黄晓灵近日接受
专访，对《纲要》进行了深入浅出的解
读。

黄晓灵说，党的十九大报告指
出：“广泛开展全民健身活动，加快推
进体育强国建设。”国家体育总局迅
速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大报告精神，启
动《纲要》撰写，先后进行了多次调
研、座谈，广泛征求意见，反复修改。
今年8月，国务院办公厅正式印发实
施。《纲要》提出五大战略任务，其中，
对落实全民健身国家战略，提升竞技
体育综合实力，以人民为中心，从政
治层面进行了规划；加快发展体育产
业，培育经济发展新动能属于经济层
面；促进体育文化繁荣发展，弘扬中
华体育精神属于文化层面；加强对外
和对港澳台体育交往，服务中国特色
大国外交和“一国两制”，从体育对外
交流进行了总体规划。

从战略目标看，《纲要》提出了三
个发展阶段。到2020年，全面建成
小康社会，体育发展要建立相适应的
新机制。2035年，国家基本实现社
会主义现代化，体育发展提出了一系
列具体目标，经常参加体育锻炼人数
比例达到45%以上，人均体育场地
面积达到2.5平方米，城乡居民达到

《国民体质测定标准》合格以上的人
数比例超过92%。到2050年，实现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全面建成社会主
义现代化体育强国。

《纲要》发布以来，重庆找差距、
抓落实，贯彻落实工作扎实有效。黄
晓灵认为，重庆要以《纲要》为蓝图，
深刻把握历史机遇，大力实施体育

“1+5+1”行动计划，立足重庆、面向
全国、走向世界，努力建设西部体育
强市。

黄晓灵建议，重庆要努力承办一
次综合性大型运动会，比如世界大学

生运动会、军人运动会等。通过承办
这些赛事，进一步提升体育管理、体育
公共服务水平，协调解决体育发展不
平衡不充分的问题。此外，体育产业
的发展包含11个大类，比如体育管理
活动、体育竞赛表演活动、体育健身休
闲活动、体育场地和设施管理等，应该
认真梳理哪些类别有基础、有优势，集
中力量先发展起来。要进一步打破部
门与部门之间、产业与产业之间的壁
垒和障碍，融合发展。黄晓灵说，近年
来，重庆的体育和旅游深度融合，连续
几年召开体育旅游产业发展大会，今
年还率先评选命名“三个一批”，取得
了良好效果。

体育源于人类生产劳动，历经千
百年的发展，已渗透到国家的经济、
政治、文化等诸多方面。黄晓灵说，
体育不仅仅是一种身体运动，还是一
种生活方式、一种教育手段、一种精
神载体。面临难得的发展机遇，一定
要奋发有为，争时间，提速度。作为
一名教育工作者，他一直关心、热爱
我市的体育事业，愿意积极参与到体
育强市创建工作当中，为重庆的体育
事业作出应有的贡献。

刘邦云 万波娅
图片由重庆市体育局提供

努力建设西部体育强市
——访西南大学体育学院副院长黄晓灵

深入学习贯彻《体育强国建设纲要》

冰雪运动在重庆普及推广，蓬勃开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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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招标拍卖挂牌出让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规定》，现对以下拟供应宗地按出让年限商业40年、办公40年、住宅50年、
工业50年予以公告，公告时间为2019年10月11日12：00－2019年10月31日12：00。公告时间内有2家以上（含2家）申
报的，将择日采取招标拍卖方式确定受让方；公告时间内有1家申报的，将挂牌出让。招标拍卖日期另行通知。请有意受让
者在公告截止前到重庆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重庆联合产权交易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土地和资源交易分中心索取出让具体
要求和相关资料并进行报名，联系电话：023-63628117，地址：重庆市渝北区青枫北路6号渝兴广场B9、B10栋，联系人：王先
生。出让人：重庆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地址：重庆市渝北区龙山街道龙山大道339号。

详情请登录重庆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重庆联合产权交易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网站：www.cqggzy.com。

重庆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
重庆联合产权交易所集团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公开出让公告

一、商业、住宅类

序号

19138

二、工业类

序号

G19047

G19048

土地位置

南岸区茶园组团F
分区F06-1/03(部

分)号宗地

土地位置

巴南区界石组团S分
区S12/03号宗地

巴南区界石组团S分
区S14/03号宗地

用途

二类居住用地

用途

二类工业用地

二类工业用地
（标准厂房）

土地面积
（㎡）

10582.8

产业类别

专用设备
制造业（矿
山机械制

造）

/

总计容建筑
面积
（㎡）

≤19049

土地面积
（㎡）

33151

66718

最大建筑密度

≤35%

可建面积(㎡）
或容积率

0.7≤容积率
≤1.5

≤2.0

绿地率

≥30%

投资强度
（万元/公顷）

≥6990

/

出让价款起始价
（万元）

12541

产出要求
（万元/公顷）

≥12000

/

出让价款起
始价

（万元）

1525

3270

备注

备注

环保要求详见
重庆市巴南区
生 态 环 境 局
《关于界石组
团S标准分区
S12/03( 部 分
一）宗地公示
出让环保要求
的复函》。

环保要求详见
重庆市巴南区
生 态 环 境 局
《关于界石组
团S标准分区
S14/03 宗 地
公示出让环保
要求的复函》。

备注：1、土地面积以实测为准；2、序号G19047-G19048两宗地以网上交易方式出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