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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苗一到，我们就着手栽植，明
年这时就能看到一片果林，林下还有
成群的鸡。”7日，望着眼前刚刚平整
出来的田园，万州区长岭镇东桥村村
支书熊保眼里放着光，憧憬着这片

“众创田园”的未来。
“众创田园”是东桥村壮大集体

经济，消除集体经济空壳化的一次有
益探索。利用中央财政资金、党员及
村组干部自筹资金、农户土地折资等
作为发展资金，村里在六组集约土地
6万多平方米建设标准化果园，同步
发展林下畜禽养殖，并将股权量化到
集体到户，打破了东桥村集体经济

“零”的现状。
东桥村位于长岭镇西南部，属于

城郊村，平均海拔在450米左右，辖区
土壤肥沃，特有的库区气候非常适合
柑橘产业发展。

近年来，经过脱贫攻坚，东桥村
拥有了玫瑰香橙153万平方米，青脆
李 180 万平方米，产业有了一定基
础。“但村集体经济仍然空壳化，每年
集体经济收入不过2万元。”今年年
初，东桥村召开支委会谋划未来时，
发展壮大村集体经济，促进群众稳定
增收致富就成为了重要议题。经过
干群合议研究，大家讨论形成了一个
共识：由党员干部牵头、村民参与，通
过土地集约的方式，大家共同发展优
质高效高产现代农业产业，形成干群
抱团发展，全村共同增收致富的发展
局面。

“我支持共同发展产业，我这里
有5000元，我要入股。”“我们村地处
城郊，有资源、有基础，发展产业有奔
头。”在随后召开的党员代表、村民代

表会上，大家无不拍手支持，甚至有
村民当场拿出积蓄准备以现金方式
入股。

7月，“众创田园”正式启动，建卡
贫困户、土地占地户、村集体以及以
其他形式入股的村民成为了“股
东”。一个以果树种植+蔬菜种植+林
下养殖+游客参与实作的现代化田
园，也开启了变身之旅。

“除了果园，还要在这里修4口
水池，建 1.5 公里便道，养 1000 只
鸡。”熊保谋划着，标准化果园将栽
种沃柑、大雅、春见等高品质柑橘，
并发展林下有机蔬菜和畜禽，走采
果观光、休闲垂钓、亲子体验、手工
制作DIY、自主餐饮体验等一体的
农旅融合路，以卖产品、卖环境、卖
服务吸引游客，从而获得集体经济
收入。

“项目建成后，第一年林下养鸡
预计收益1万元，第二、三年鸡、水产
养殖收入将进一步提升，果园丰产后
预计收益20万元/年。”熊保算了笔
账，“众创田园”除了以上经济收益，
还将带动15—25人在园区务工，流
转土地农民每年获得土地入股分红，
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也能获得收益
分红。而以“种植+林下养殖+休闲
垂钓”运行模式实施的“众创田园”，
与土院子人居环境整治相互呼应，既
展示了农业产业之美，又体现了生态
环境之美，让周边群众分享美丽宜居
乡村环境。

“最重要的是，村集体经济强大
了，全体村民每年才有分红，大家才
能稳定脱贫奔小康。”熊保说。

万州区融媒体中心 尧华燕

万州 东桥村“众创田园”发展集体经济

“能卖钱的蓝桶桶、易腐烂的绿
桶桶、有毒有害红桶桶、没人要的灰
桶桶……”8日，綦江永新镇石坪村，
石缸坪组村民陈左祥一边念着这段
顺口溜，一边将手中的垃圾进行分类
处理。

今年63岁的陈左祥，子女都外出
打工，平时一个人居住。“他以前可不
这样，现在完全变了个人。”村委会主
任幸定华说。

不想分

海拔600多米的石坪村，有528
户 1286人，几乎家家户户都种黄花
梨，是国家AAA级景区梨花山风景
区的核心地带，每年春季有近40万游
客前来观赏梨花。綦江区计划到
2020年，在302个行政村中确定30
个垃圾分类示范村，石坪村被确定率
先开展示范工作。

今年6月，村干部在院坝会上给
村民讲解垃圾分类知识时，不少村民
摆手说，“农村人扔个垃圾都这么讲
究，没得必要。”陈左祥自然也是置之
不理，垃圾照样是随处扔。

“话可不能这么说，垃圾处理好
了，村容村貌就更美了，大家都种了不
少梨树，来买梨子买土特产的游客就
更多，这不是件好事嘛。”幸定华组织
村里的干部入户走访积极开展垃圾分
类宣传活动。许多老年人不识字，村
干部就在建筑墙体、宣传栏、草坪等场
所涂上宣传画，让大家通过不同的颜
色来区别垃圾类型。

当听到环境变美有利于吸引游客
时，村民们有点心动了，

愿意分

新的问题随之而来：村里没多少
垃圾桶，要想把垃圾分得这么细，至

少得配足垃圾桶，这样才能方便村
民。

经过一番摸排调查和布置，长期
在家的村民如今门口都有一个二分类
垃圾桶，村民将垃圾分为可回收物和
其他垃圾投掷到垃圾桶中，垃圾分类
指导员将其转运到村里四分类垃圾
桶，进行有害垃圾、可回收垃圾、易腐
烂垃圾和其他垃圾的再分类。

目前，石坪村共配备二分类垃圾
桶182个，四分类垃圾桶6个，垃圾箱
4个，覆盖全村长期在家的186户村
民。以前，公路边、院坝口、草地里随
处可见的垃圾，现在几乎都不见了，村
民由垃圾分类“不想分”变成了“愿意
分”。

抢着分

“生活垃圾处理好了，生产垃圾也
不能落下。”石坪村第一书记熊星说。
村民种梨树的多，喂生猪的少，诸如南
瓜藤、包谷秆、烂菜叶等废弃物常常乱
扔在田间地头，为了变废为宝，村里在
菊花园（小地名）修建了一座70多平
方米的沤肥池。

村民陈友良家离沤肥池200多米
远，以前红薯藤烂在土里，现在每次都
收集起来投放在沤肥池里。“这可是天
然的有机肥，我有10多亩梨树，现在
多投垃圾，后面就有更多肥料啦。”陈
友良说。

前几天，20名村民将家中收集
的可回收垃圾带到村办公室，村干部
按照市场价进行垃圾兑换现金回
收。“像纸盒这样的可回收物值不了
多少钱，以前都是直接扔了，现在积
累 3个月后可以换现钱，何乐而不
为？大家都抢着分类哟。”村民麻长
云笑着说。

綦江区融媒体中心 吴长飞

綦江 石坪村的垃圾分类“变奏曲”

“截至目前，已有17家公司入驻微软
重庆人工智能加速器，其中有两家公司获
得了首轮融资。”近日，微软重庆人工智能
加速器运营总监彭新介绍，该公司计划
3年内面向全国筛选引进不少于50家人
工智能、大数据领域的企业，并吸纳海内
外高层次人才落户创业，着力打造西部
领先、国内知名的人工智能加速器。

去年9月，渝北区与微软中国就
“微软云暨移动技术孵化计划——重庆
人工智能加速器”项目签署了战略合作
备忘录，这意味着重庆首个“微软云暨
移动技术孵化计划——重庆人工智能

加速器”落户仙桃国际大数据谷。该人
工智能加速器立足渝北、面向西南共同
推动智能化产业在西部地区快速发展。

“我们计划今年引进不少于15家企
业，实际上7个月的时间就入驻了17家，
超出了我们的预期。”彭新说，今年1月
23日，主题为“AI赋能，智地有声”的微
软“云暨移动孵化计划”——重庆人工智
能加速器启动仪式举行，此后，创业公司
便纷至沓来。其中，重庆美漫数据科技
公司、重庆点点新媒公司入驻不到半年
即获得首轮融资。

“微软重庆人工智能加速器承办了

‘创享渝北’创业创新大赛，举办了创客
训练营等活动，极大地推动了我们公司
的成长。”重庆美漫数据科技公司创始
人李珺辞说。该公司于今年3月入驻
微软重庆人工智能加速器，是一家专注
于以人工智能、大数据技术为核心，区块
链技术为基础的高新科技公司，主要应
用在全球旅游领域，提供全球旅游3.0中
高端品质互联网综合智能化服务。

莱思兔财商数据研究院（重庆）公
司于今年6月入驻微软重庆人工智能
加速器，目前已与 30 多家幼儿园签
约。该公司主要从事教育科技、计算机

科技领域内的教育软件、教学仪器、教
学产品开发、销售等。

“微软重庆人工智能加速器是微软
公司与我区政企合力打造的加速器，也
是微软公司在重庆地区布局的首个且
唯一的人工智能领域加速器。微软提
供认知服务、机器学习、HDIn-sight等
技术支持，每季度安排专家进行深度学
习、神经网络等技术指导。”仙桃数据谷
公司相关负责人介绍，渝北区将集中资
源保障加速器的顺利运行，协助举办大
型的创新创业活动和技术论坛，引导各
类基金与入驻加速器的企业开展合作，
并为出孵企业提供全方位的政策和营
商环境支持，助推该加速器成为全国人
工智能领域的“独角兽”摇篮。

渝北区融媒体中心 兰卓

17家公司入驻微软加速器

公园、公厕、行道树、绿地、路灯、井
盖……这些城市部件数量众多，分布于
大街小巷，是市民生活中不可缺少的部
分，但如果它们出现了问题，如何才能
对它们进行快速精准的管理？近日，九
龙坡区城管局为全区150万个城市部
件编制了独一无二的“身份证”，根据这
个“身份证”，管护人员能及时对其进行
管护，实现数字化管理。

9日上午，在冶金村一带巡查的信
息采集员杨若浩发现了一处井盖破损，
立即将井盖的“身份证”号码通过城管
通系统进行上报，维修人员很快就找到

了该井盖所处的位置。
“以后再也不用担心维修人员找

不到地方了。”杨若浩说，以前发现破
损的城市部件，上报至城管通系统
后，只能在上面标明破损部件所处的
路段，但一条路有很多井盖，维修人
员不容易准确找到破损井盖，一些不
好找的地方还需要信息采集员前来
带路才行。

据了解，九龙坡区数字化中心曾对
城市部件地理信息进行过普查，但由于
城市建设发展迅速，前期采集的数据量
不足。去年10月，九龙坡区城管局再

次启动了市政地理信息普查，对全区
130平方公里内的城市部件进行了综
合普查更新。

此次普查采用科技与人工相结合
的方式进行数据采集，把九龙坡区分
成3000多个 250米×250米的网格，
将公园、公厕、绿地、路灯、行道树、井
盖、店招店牌等182项内容纳入普查
范围。

为使数据采集更精细准确，普查前
期基本靠人工测量，以此克服采集车无
法进入背街小巷、公园，被遮挡的市政
设施无法测量的弱点。经过反复勘察，

最终将一个网格的误差严控在个位数
以下。普查后的成果纳入重庆市地理
信息中心进行处理后备案入库，用于数
字化城市管理系统城市管理问题的采
集和城市部件定位，最终汇总形成新的
城市管理部件地图。

目前，九龙坡区新的城市管理部件
地图已完成，并于9月底对信息采集员
城管通手机系统地图进行了更新。

“经普查，全区共有近150万个城
市部件，我们对这些城市部件都编制了
一个独一无二的编码，这个编码就是它
的‘身份证’。”九龙坡区数字化中心技
术保障科丁一宸说，管护人员不仅可以
根据编码很快找到问题部件及时对其
维护，也能让管理人员更清楚了解到哪
类部件问题发生率较高，以便有针对性
制定出更好的管理措施。

九龙坡区融媒体中心 周芮

数字化管理实现全域覆盖

150万个城市部件有了“身份证”

初冬，雨后的天穹下，梁平明月山·
百里竹海景区腹心的竹山镇猎神村，一
栋栋竹元素包裹的房屋鳞次栉比。弯
弯溪流贯穿整个村落，溪水旁长满了各
类花草和树木，不远处，梯型稻田湿地
沿着沟谷向远处延伸，水面波光粼粼，
其间生长的各种经济水生蔬菜和水生
花卉生机盎然。

“半亩方塘一鉴开，天光云影共徘
徊。”小微湿地犹如点睛之笔，让整个村
落美丽如画。

构建乡村小微湿地有机体

“最开始时，我们村可不是这个样
子。”猎神村党总支书记陈宗寿说。

多年前，政府对村民进行了集中搬
迁，修建了农民新村。随着百里竹海旅
游业发展，又对农民新村进行了提档升
级，完善各类污水管网，并用竹元素对
农房进行改造。

2018 年初，梁平区提出“全域治
水·湿地润城”的理念，在乡村采用“湿
地+”模式，推动湿地与全域旅游、乡村
振兴、农村人居环境综合整治、脱贫攻
坚等深度融合，猎神村再次迎来蜕变。

陈宗寿介绍，猎神村这条仅有1米
多宽的小溪沟，过去是直立式陡岸的生
硬渠道，通过生态修复，栽种了悬垂型
植物蔷薇、月季和水生植物，形成柔化
水岸，如今已成为了生态秀美的乡村溪
流。除小溪外，紧邻村落的50亩沟谷
稻田也被保护起来，建成山地立体梯塘
小微稻田湿地，逐渐吸引了各类水生动
物栖息，民居与湿地相映成趣，成为猎
神村又一美景。

为推动全域湿地建设落地落实，梁
平区大力实施以“一河一湖一槽一田”

为纽带的乡村小微湿地生态修复建设，
让农村成为安居乐业的美丽家园。

实施过程中，梁平区以万石耕春稻
田湿地景观建设为依托，全面加强境内
80万亩稻田湿地生态系统修复与保护，
保持稻田湿地原始风貌，留住乡愁记忆，
实施“湿地+稻田”；结合龙溪河流域水环
境治理试点，统筹农村污水处理厂尾水
提升工程，建成一批污水治理小微湿地
公园，实施“湿地+尾水治理”；以“梦溪湉
园+梯塘小微湿地”建设猎神村乡村小
微湿地群示范项目，带动“湿地+民宿”建
设模式全面推行，同时配合生态渔产业
发展，建成一批塘、堰湿地，增添乡村小
微湿地元素，实施“湿地+特色产业”。

此外，还推进“湿地+环境治理”，注
重发挥浅丘地带中沟、塘、渠、堰、井、
泉、溪、田等小微湿地效应，强化乡村雨
洪管理、污染控制、水源涵养等湿地环
境保护，保护小微湿地生物多样性，有
序构建乡村小微湿地有机体。

织就城市有机小微湿地网

乡村小微湿地遍地开花的同时，梁

平区还着手打造城市湿地体系，利用有
限的城市水面资源，营造适应动植物栖
息的湿地环境，促进城区生物多样性，打
造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城市生活环境。

秋日的双桂湖国家湿地公园竹博
园小微湿地内，芳草依依，水草丰美，微
风轻拂而过，湖面泛起层层微波；绕城
而过的窝子溪滨河公园绿意盎然，溪水
潺潺，睡莲挺立，让这座城市充满更多的
灵动……绿树环抱中，市民沿着步道悠
然前行，听虫鸣鸟叫，看山水林田湖，拥
湿地润城。令人身心舒畅的湿地环境，
给人一份在城市喧嚣中难得的安逸。

梁平区聚力建设中国首个丘区城
市湿地连绵体，统筹山、水、湿地环境
综合保护和利用，高品质打造梁平双桂
湖国家湿地公园，先后建成桂湖夕照、
张桥烟雨、垂云北观、都梁飞雪、竹苑闻
莺、梁山草甸等一批湿地生物多样性提
升示范项目景观，积极营造生物乐栖、
百姓乐居、游客乐游的良好湿地生态
环境。

与此同时，充分利用城区现有“一湖
三库四水”环境优势，大力实施河湖连通

工程，建成窝子溪、小沙河等一批城市溪
流小微湿地公园，在都梁新区利用30至
50米宽带状道路绿地规划生物沟、溪
流、浅塘等带状小微湿地群，将涵养林、
溪流湿地、立体山坪塘与双桂湖湿地、城
区若干河流、道路带状小微湿地进行生
态连接，织就城市有机小微湿地群网络。

小微湿地持续释放生态红利

随着全域湿地建设的推进，梁平区
小微湿地保护与恢复取得初步成效，生
态功能和生态效益逐渐凸显，持续释放
出更多生态红利。

“过去，由于很多村民外出务工，家
里水田大多闲置起来，不少田块都没有
了水。”梦溪湉园业主陈宗明说，后来他
将这片50亩的沟谷稻田恢复其山地立
体小微湿地景观，种上莼菜、慈姑、菱
角、空心菜、水芹菜等10多种水生经济
作物。“稻田湿地蓄水后，有山有水有
景，吸引了很多游客前来游玩。”

陈宗明介绍，他的民宿于去年底开
业迎客，但那时小微湿地还没建成，来
的游客还不多。今年端午节后，民宿迎
来游客增长爆发期，大多数人都是冲着
小微湿地美景而来。“那几天，民宿17
间房，价格最低的为400元，但仍然挡
不住游客的热情，房间天天爆满，几乎
每天都收入上万元。”

更重要的是，小微湿地的建设还带
动了猎神村竹家乐的发展，让猎神村乡
村旅游火了起来。截至目前，猎神村已
建成的竹家乐多达20家，另有特色民
宿2个,络绎不绝的游客让乡村经济变
得更活跃。

小微湿地建设带来的生态和经济效
益双赢不只是猎神村，还有竹海小镇打
造的乡村小微湿地、川西渔村产业示范
基地建成的“生态鱼+塘堰湿地”集群、
安胜镇正在打造的稻田湿地公园……

随着一个个湿地“绿肾”的建成，小
微湿地成为梁平绿色发展、群众亲水而
居的生动诠释。

梁平区融媒体中心 陶开星

猎神村为何变得美丽如画
梁平推动全域湿地建设，小微湿地群释放绿色发展活力

渝北

九龙坡

11月9日，丰都县11万亩红心柚
喜获丰收。丰都红心柚消费扶贫暨电
商创业大赛在中国优质红心柚之乡三
元镇举办，活动现场数千县内外果商
与众多游客齐聚一堂，切实体会了一
把当地群众“因柚致富”“种柚脱贫”的
喜悦。活动期间，主办方还组织游客
们到柚园进行了现场采摘活动。多年
来，当地大力扶持红心柚产业，让贫困
户依靠种柚脱贫。

通讯员 陈勇 摄

红柚飘香助脱贫

10月28日，双桂湖国家湿地公园，梁平一中学生在写生。 记者 向成国 摄

近日，不少旅客发现，四公里枢
纽站内多了一处“文化墙”，扫码就可
以随时免费“听”书。原来，这是由南
岸区图书馆与喜马拉雅重庆站共同
推出的有声图书馆进车站项目，升级
了南岸区公共文化配套服务，为全区
创建国家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示范区
助力。

“等车的时候听听书，这个图书馆
为我们的旅途增添一份阅读时光。”
10月28日，记者在四公里枢纽站内
看到，不少过往旅客在这面文化墙前
驻足浏览，拿着手机正选择自己喜欢
的书籍。准备乘车回武隆老家的刘国
英说，自己的孩子刚满2岁，比较关注
育儿方面的信息，通过扫描二维码关
注公众号后，学习了亲子教育方面的
知识，便捷又实用。

作为国内知名的音频平台，喜马
拉雅拥有海量优质音频内容，四公里
枢纽站有声图书馆精选了喜马拉雅人
气最高的有声读物，打破传统模式，用
耳朵替代眼睛，让声音创造更多可
能。这里的书籍主要分为精品单本书
和分类专辑，单本书包括《吴晓波频
道》《朗读者》《收藏马未都》《秦朔朋友
圈》《遇见张小娴》等，分类专辑则覆盖

了各类人群，包括党章党规、历史人
文、国学、经典名著、健康养生、商业财
经、IT科技、相声小品、儿童故事、艺
术等。而分类专辑内的书籍会经常更
新，给广大旅客“每天扫一扫，每次都
不同”的收听体验。

南岸区图书馆负责人介绍，有
声图书馆计划建设17个，现已落地
7 个，分别位于为铜元局凤临洲社
区、峡口镇大石村社区服务中心、弹
子石24小时图书馆、花园路南湖社
区、涂山镇富民社区、长生桥镇综合
文化服务中心、四公里枢纽站。本
次开馆的四公里枢纽站有声图书
馆，让有声图书馆走出社区，走进大
型城市公共空间，为更大范围的群
众提供精彩的文化内容，使该项目
公共文化服务的效能最大化，切实
做到公共文化服务的社会化、均等
化、标准化。

另外，余下10个有声图书馆正在
逐步落地中，除了依旧做好社区服务
之外，余下有声图书馆的选点预计建
在南岸区行政审批大厅、公租房、大型
公立医院等人流密集的公共服务场
所，更好地为南岸居民服务。

南岸区融媒体中心 饶金兰

南岸 四公里枢纽站有声图书馆开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