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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21日，綦江区永城镇中华村蜿蜒
曲折的村道上，一台渝A牌照中巴车徐徐
地开进了村民钟友平家的农家乐。

“公路两边红花盛开，农家小院干净整
洁，周边菜园郁郁葱葱，这个村子果真美成
了一幅画。”张福林等游客下车后，纷纷点
赞眼前的乡村美景。

中华村曾经是典型的农业山村，蜕
变源自 2010 年永城镇开始的一场整治
行动——依托实施农村人居环境整治，号
召各村打造田园风光和乡土文化，鼓励发
展休闲农业与乡村旅游，让农业价值实现
最大化。

重庆日报记者深入永城镇中华村采访
时，了解到该村“整”出农业好“钱”景的背
后故事。

让人居环境成为生产力

被游客们纷纷点赞的农家乐，名为“友
平农家乐”。这栋农家小楼共三层，设35个
标准间，可一次性容纳90人住宿、400人就
餐。今年国庆期间，农家乐接待了2000余
名客人，创纯收入6万多元。

昔日的中华村是一个典型的农业山
村，村中到处都是乱糟糟的烂溪沟、粪水横
流的牛栏猪栏、鸡鸭乱飞的村户院落，村民
卫生意识淡薄，村容环境脏、乱、差。

那么，既没位于风景名胜旅游区，又非
城郊特色小镇，地处中华村的农家乐为何
能吸引众多游客？

“变则通！我们要让优美的人居环境
变成生产力！”村支书李杰说，为了彻底改

善村容村貌，从2010年起，该村就响应镇
里号召，大力开展新农人居环境整治行动，
先后争取到了500万元的整治资金改善环
境，要求村民在“搞好各家各户庭院整治，
实现绿化美化无害化”和“共同治理打造公
共区域”上下功夫。同时，村里通过“卫生
星评比”“晒晒我家院落”“小手牵大手”等
措施，大力引导村民逐渐改变生活习惯。

刚开始，对于村里倡导的人居环境整
治行动，有着根深蒂固传统思想的村民们
并不支持。村干部们并不气馁，租车带着
这些村民外出“旅游”，看外地村落是如何
变成了美丽乡村，了解外地村民是如何过
上了健康、富裕的美好生活。

“村干部说得再多，不如让村民眼见为
实。”李杰说，整治人居环境的思想统一之
后，村里到处都是平沟渠、清污水、修花台
的场景。每月的家庭卫生评比更是激起一
股比学赶超的清洁氛围。

村容村貌变美了，中华村还请人来发
掘农耕文化，将綦江版画点缀在民房上，把
村规民约挂上了公共地带。

借优美乡村景致生财

如今的中华村，到处干净整洁、绿意盎
然、清新怡人，一派花园景象；宽阔的公路
两旁栽下了茂盛的三角梅，连接着村里的
每一户人家；微波凌凌的百亩鱼塘边坐着
几位悠然自得的垂钓者，一条彩色骑行路
正沿着永丰河紧张施工……

李杰告诉记者，2009年起，村里就号
召村民开办农家乐来带动乡村旅游发展。
其中，钟友平刚开始还有些犹豫，担心自己
投资数十万元整农房弄住宿，万一城里人
不来家里耍怎么办？没想到，钟友平第一
年就尝到了甜头。

“村里帮我们策划了一场宣传活动，邀
请城里人下乡吃‘刨猪汤’！”那年冬天，钟
友平家里来了数百拨客人，他家办了56场

“刨猪汤”宴席。后来，钟友平的农家乐生
意越来越红火。2018年，钟友平的年纯收
入突破40万元。

村民王世维家的农家乐同样生意火
爆。他说，村民的卫生习惯改了，村里的环

境变好了，来这里购买农产品的城里人也
多了。每年，他家除了有接待游客的餐饮
住宿收入外，每年还卖出了数万元的时令
蔬果等土特产品。

“三产融合”壮大乡村休闲游

中华村尝到了借景生财的甜头后，又
将目光投向了更大的生财之道——把农业
产业培育成特色风景，通过“三产融合”壮
大乡村休闲旅游。

“村里有3000亩柑橘，120亩精品蔬
菜，150亩生态鱼塘等，这些产业都能变成
美丽风景。”李杰在村民大会上说。

开办华懿家庭农场的王茂雨第一个响
应。十多年前，他就在中华村流转了120
亩荒山，发展起了品种出众的晚熟杂柑。
为了美化果园风景，他决定投入300万元
打造果园硬件设施。

两年来，他在杂柑园下开辟了林下石
板路，并在节点位置种下了桂花树、三角
梅、格桑花；他将新培育的柑橘苗装进花
盆，再在里面套种了葱蒜苗……焕然一新
的果园在去年的采摘游中，卖价30元一公
斤的杂柑卖了5万多公斤，创纯收入60万
元。

重庆顺尧农业发展有限公司的业主汤
勇也在池塘边种下垂柳、三角梅、桂花树，
新建了锦鲤观赏池、荷花池、生态鱼展示池
等，原本经营单一的百亩鱼塘变成了项目
繁多的休闲生态鱼观光地。一年四季，汤
勇都要接待一批批游客，仅去年就接待了3
万余人次。

“我家住在‘王良将军广场’附近，房前
又是汤勇老板的鱼塘风光。”村民谢燕也嗅
到了商机。去年，她和丈夫决定返乡创业，
投入100多万元修建了一栋时尚的农家
乐，并在房前屋后修建了大花坛。去年10
月份开业仅3个月，其纯收入就有6万元。

“如今，村里的产业环境美了，农户的
院落美了，村民也都富了。”李杰介绍，2018
年，中华村接待游客达20万人次，创综合
收入400余万元。

依托农村人居环境整治，打造田园风光和乡土文化，发展休闲农业与
乡村旅游。綦江区永城镇中华村让农业价值最大化——

“整”出农业好“钱”景
本报记者 汤艳娟 实习生 吴志杰

10月22日，渝北区双龙湖街道绿茂社区园丁新村，7
栋居民陈弟桂又来到自家楼下“跟踪”电梯加装进度。“快了
快了，最多下个月就能用上电梯了。”她说，真的很感谢社区
工作人员，在他们多方协调下，才让老旧住宅居民实现了

“电梯梦”。这，得益于双龙湖街道推出的“135”社区工作
机制。

双龙湖街道负责人告诉记者，为去社区机关化、行政
化，充分调动社区干部联系服务群众的主动性，“不忘初心、
牢记使命”主题教育启动后，街道在18个社区推行了“135”
社区工作机制，提升社区工作的灵活性和时效性。“1”即各
社区安排社区干部每周固定1个半天集中在服务大厅办
事，其他时间入户走访，变“群众找我办事”为“我为群众主
动办事”；“3”即按照职能相近、工作相融原则分为3个综合
服务岗，常态安排3名工作人员轮流“坐班”值守，综合服务
办理群众事务，其他工作人员不再坐班，全部进入辖区；

“5”即到街区、网格、楼栋重点开展党群活动、城市管理、安
全巡防、矛盾纠纷调解、走访服务群众等5项工作。

在“135”社区工作机制的推动下，双龙湖街道老旧住
宅增设电梯这一民生实事就跑出了“加速度”。

原来，双龙湖街道拥有渝北区最多的老旧住宅单体楼，
很多上世纪90年代至本世纪初修建的楼房没有安装电
梯。越是老旧小区，居住的老年人越多，加装电梯成为越来
越多群众由衷的企盼。

“电梯加装是居民自治行为，一户业主不同意，后续的
勘测、施工都很难进行。”绿茂社区党委书记汪学群说，园丁
新村有13栋单体楼，都申报了增设电梯，然而在推进过程
中，居民意见很难统一，如果处理不好，将严重影响邻里关
系。

“135”社区工作机制实行以来，汪学群将老旧住宅增
设电梯作为“重点跑腿事件”，带领社区干部每天到园丁新
村了解民情、纾解民意。

一位住在一楼的居民担心电梯安装后带来的通风、采光
等影响，始终不愿意签字同意。社区多次主动上门与其沟
通，耐心地做思想工作。考虑到居民的诉求合理，汪学群又
通过街道与设计方协商，将砖混结构的电梯厢体改为夹胶玻
璃。这样一来，加装的电梯美观大气，那位居民很快点了头。

目前，园丁新村13栋单体楼已安装完毕5部电梯，另有
5部正在施工、3部协调中。而双龙湖街道已申报增设老旧
电梯404台，占渝北区一半以上，其中获得规划许可136台、
正在施工90台、建成40台，已惠及600余户、2000多居民。

记者了解到，在“135”社区工作机制保障下，还有更多
久拖未决的民生事在双龙湖得到解决。“不忘初心、牢记使
命”主题教育启动以来，双龙湖18个社区的200余名社区
干部入户走访3万余户次，解决群众实际困难500余件，发
现并督促修复整改破损设施近60处，提升了老旧小区居民
的幸福指数。

渝北区委组织部透露，“135”社区工作机制将在全区
试点推广。

老旧住宅居民实现“电梯梦”
本报记者 张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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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场琴童选拔赛，看金科怎样实力宠粉！

这是一次关于金科质感生
活的优雅隐喻：

2019 年 10 月，重庆金科开
展了“挑战马克西姆·共创吉尼
斯新纪录”2019 美好金科杯·琴
童选拔赛，选拔出来的琴童们，
将有机会和马克西姆同台，挑战
新记录。

据悉，马克西姆将亮相2020
年 2 月 14 日在深圳春茧体育馆
举行的“丝路新琴音”深圳钢琴
盛典，届时，他将与千余名钢琴
使者共同演绎《新丝绸之路》，挑
战世界吉尼斯同时演奏钢琴人
数最多新纪录。

这千余名钢琴使者中，有多
少“金科小业主”会和马克西姆
一起，挑战新记录？

解读房企的每一个举措背
后，其实都意味深长。

金科为什么要选择马克西
姆？

因为二者精神相通。
通过这次“实力宠粉”，金科

要向业主传递一个理念“住在金
科，获得的是一种优质的生活方
式。”

金科&马克西姆，会带来什么？

金科是谁？
国内主板上市的千亿级房企，产品

力卓越，“美好你的生活”slgon深入人
心。

马克西姆是谁？
克罗地亚国宝级钢琴家、音乐天

才。他是世界上弹奏钢琴最快的音乐
家，一秒能弹出16个音符，屡次刷新人
类极限记录。

金科&马克西姆，会给琴棋书画精
通的金科小业主们，带来一次艺术圆梦
的机会，以及证明自己的机会。

参赛选手不仅能在专业的舞台上
展示自我风采，有机会获得由重庆市音
协钢琴专业委员会颁发的获奖证书，马
克西姆钢琴演奏会门票、马克西姆签名
黑胶唱片等好礼，更有机会获得2020
年2月14日在深圳春茧体育馆举行的

“丝路新琴音”深圳钢琴盛典活动名额。
届时，马克西姆将在这次音乐盛典

中，与千余名钢琴使者共同演绎《新丝
绸之路》，挑战世界吉尼斯同时演奏钢
琴人数最多新纪录。

比赛报名已于10月13日开启，其
中主城赛区至10月24日截止，永川、
涪陵、开州区县赛区至10月 17日截
止。

金科为何选择马克西姆？

因为这是对音乐和建筑的跨行业
认可，是对美好正能量的传播。金科&
马克西姆，二者的精神品质一样，你喜
欢马克西姆，你也喜欢金科。

金科很聪明，让音乐与地产有机结
合，通过音乐现场感所形成的受众深度
沟通，来创造房地产的场景营销和项目
社群的互动粘性，会为地产项目烙上文
化符号，提升品牌文化附加值。

技艺相通，二者皆有精湛的技艺。
马克西姆是钢琴天才。
每秒钟演奏16个音符，能用指尖

弹破极限的钢琴达人，以古典与流行的
完美结合，颠覆人们对钢琴演奏的认
知。

金科是产品力天才。
从最早的金科洋房，到金科中式的

中华坊，都领先中国房地产的时代进程
一个身位，先发制人。

例如金科九曲河，开启了“项目口
碑榜”时代，一个项目能让所有竞争对
手心服口服，主动捆绑，并提出对重庆
人居，以及东方人居的新思考。

8月7日，由亿翰智库主办的2019
中国房企百强峰会在上海发布，金科凭
借强大的匠心实力、专业的运营能力以
及优异的产品力，荣登2019中国房地
产企业产品力10强。同时，金科博翠
系荣登2019中国房地产企业产品品牌
15强，得到行业权威的一致认可。

二者还有“对特定群体的感染力。”
马克西姆的演奏，具有张力十足的

演奏气势，能瞬间点燃现场观众的心
情。

而金科的建筑，在领先时代的同
时，往往也是一件绝佳的艺术品，可鉴
赏，可传颂，这是2017年网红一词大热
之前，重庆建筑的初代网红，全国房地
产界打卡重庆建筑，必看产品之一。

当音乐与建筑相遇，音乐也不再只
是声音的艺术，它变成了看不见的画
幅，唤醒了建筑里涌动的情愫和美好的
意境。

品质相通，都讲究执着、超越。
为了追求美，马克西姆风格多变，

不断的颠覆着古典与流行，他的钢琴演
奏具有难以捉摸且令人瞬间入迷的特
质，既有古典的庄重感，又有新世纪乐
风的人情味，时而细雨润物，时而又万
马齐喑。

金科，对于东方建筑美的执着由来
已久。

建筑的艺术性与技术性密不可分，
建筑的艺术性依靠技术得以实现，建筑
物的形式也反映着工艺之美。营造奢
华有格调生活氛围的琼华系，创造现代
东方美学体验的博翠系，集生活之美、
集成长之美、集邻里之美的集美系，金
科每一个系列的产品，都与艺术相伴而
生。

二是讲究超越。
马克西姆会不断地刷新有关他的

世界纪录。例如明年2月，小金粉们会
参加的那场马克西姆演奏会，大概就会
刷新新的世界纪录。

而金科在千亿之后，一直在做的事
情就是“金科超越金科”，无论是营收数
据，还是给金科们的美好生活方式，都
一点点的超越自己。

金科实力宠粉

在中国，金科的粉丝叫“金粉”，金
粉世家，气度俨然，而与马克西姆共奏
一曲，只是金科实力宠粉的一件事而
已。

这么多年，金科一直都在“实力宠
粉”，尤其是在“小金粉”上，更是不遗余
力。金科的实力宠粉，体现在给大家丰
富多彩的文化活动平台和资源，而其背
后的逻辑，是金科带给市民们，住在金
科的质感生活方式。

住金科，被“实力宠粉”。
作为中国优质生活方式创领者，金

科近年来已经举办过多个文化艺术活
动，不断引进各类高端艺术资源进入社
区，为业主们提供更加丰富的文化生活
服务，让艺术精粹更好地融入当代中国
家族。

来自全国34个城市、近10万组家
庭，参与了一场名为“博翠东方 美好
童行”——金科首届少儿东方文化节的
活动，孩子们着汉服、习礼仪、拜师礼、
敬长辈、诵经典、诗咏志、学书法、绘国
画，在轻松有趣的氛围中体验国学。

比如2018年 10月 19日，金科举
办博翠东方国乐音乐会。为了这场盛
会，金科基本上把全国知名的国乐团队
都预定完了，“国乐天团”里，包括中央
民族乐团，也包括当代杰出青年古筝演
奏家、中国音乐最高奖“金钟奖”金奖得
主刘乐。

例如2019年的美好金科杯·琴童
选拔赛，为金科业主子女提供了展示才
华的平台，也将送出深圳钢琴盛典活动
名额、马克西姆钢琴演奏会门票等福利，
提供一个与马克西姆同台演出的机会，
与世界钢琴名家一起传播美好能量。

住金科，有美好。
住在金科，获得的是一种优质的生

活方式。因为他们在金科所获得的不

仅仅是一套房子那么简单，而是一种优
质生活方式，一种美好的幸福感觉。

20多年来，如何从精神层面、小区
文化建设层面给予业主美好生活，让他
们有一种归属感，有一种幸福感和品质
感，这才是金科所要思考的。

例如2019年8月，重庆金科联动
宜家开启了美好狂欢购物节活动，全场
9折以及折上折等优惠活动，不仅满足
了业主对美好居家的追求，还替业主省
了不少费用，活动受到了来自大重庆范
围内金科业主的积极参与和广泛好评。

9月22日，金科举办了金科博翠
杯·25000里万人跑步赛，南昌、长沙、
重庆、遵义、天津、广州、南宁、苏州8座
城市、近万名跑者，同一时间，冲出起跑
线，向终点进发。

10月，重庆金科联合玛莎拉蒂开
展“美好特权，中你的意”JINKE &
Maserati中意艺术体验季暨金科业主
嗨购节。

这些活动，有全国金科的，有重庆
金科的，但内核都一围绕金科给你美
好。

2016年，金科集团提出要做中国
一流的“美好生活服务商”，实现三个层
面的战略转变。着重提出在产品层面
将实现从关注房子的居住到关注社区
服务的转型。

2018年，金科20周年提出了5大
美好主张——成长更好、便利更好、健
康更好、居家更好、邻里更好。

金科认为，美好生活已经到来，建
立在美好生活之上的“居住”更加体现
为一种生活方式。而通过一场场的文
化活动，金科证明了这样的转变。

房地产行业的发展，对于所有有判
断力的开发商来说，已经不仅仅是盖房
子、卖房子那么简单，如何在房子之外
提供更多的附加服务，这已经成为很多
房企的发展方向所在。

从一定意义上讲，从“开发商”向
“生活服务商”的转型，也是所有房企的
必然选择。

琴瑟调和情切切，高山流水知音在。
这一切跟卖房无关，也有关。

文乙 图片由金科地产提供金科九曲河

美好金科杯·琴童选拔赛扫码报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