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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颜安 实习生 廖雨寒

1月6日，农历小寒。
海拔千米的城口县岚天乡，寒风凛

冽，窗户只要露出一道缝，冷风就嗖嗖
地往屋里钻。

洗菜、生火、下锅……村民汪成均
在自家灶房里忙得满头大汗，干脆把外
套和毛衣都脱了下来，“干上了民宿接
待后，越来越忙了。以前是夏天来避暑
的游客多，现在冬天来看雪的游客也不
少！”

民宿经营，不仅仅改变了汪成均的
生活，还改变了整个岚天乡——曾经闲
置的一间间农房,如今变成了炙手可热
的民宿；曾经背井离乡到处打工的村
民，如今依靠农房租赁，每年都有了一
笔固定收入。

说起这些喜人的变化，不得不提到
一个人——岚天乡党委书记江奉武。在
他的带领下，岚天乡的乡村旅游搞得红
红火火，147户贫困户户均年增收4000
元以上，而江奉武也因此获得了2017-
2018年度富民兴渝贡献奖的荣誉。

力排众议
留住大山的“自然馈赠”

2015年5月,江奉武从城口县委宣
传部调到岚天乡任职。

江奉武整整花了两个月的时间，走
遍了全乡村组，遍访了所有贫困户。在
走访中,江奉武发现贫困群众急于改造
的土坯房，正是留住乡愁的重要元素，一
个大胆的想法在他脑海油然而生——土
坯房不拆,要保留下来,变废为宝！

但这个“保留土坯房搞民宿”的思
路,遭到不少干部群众反对。

三河村五社村民汪成均就是其中
之一，“当时，我正准备把住了几十年的
土坯房拆掉，建成楼房。正在掀瓦时，
就‘倒霉’地碰到了才来不久的江书

记。”
“这是宝贝，拆了你要后悔的！”江

奉武叫住他。
几番唇舌后，汪成均放下了手里的

铲子，心里却种下了一根刺。他逢人便
说：“这个城里来的毛头小子是瞎折腾。”

越来越多的村民感到不满。
江奉武首先在班子成员中进行解

释和劝说，并带领部分有疑虑的村民和
乡、村、社干部，到武隆犀牛寨实地“取
经”，看看别人是怎么把“土味”做足的。

跟着走了一圈回来，汪成均换了个
“脑筋”：“土房子未必就代表落后，有时
候越‘土’越挣钱！”

连同汪成均在内，15户农家开始试
点民宿，成为了岚天乡民宿接待第一批

“吃螃蟹”的人。

精心设计
土坯房变身网红民宿

江奉武赶紧对民宿进行包装和策
划。曾经学过美术的他，将土坯房、篱

笆等乡村元素设计了一番，又请来城里
的专家学者支招。

汪成均把掀掉的瓦又盖了回去，并
根据请来的中国乡建院、四川美院专家
出的图纸进行整修，土坯房、篱笆院、石
径路等乡愁元素都被放进了民宿的设
计中，一座别有风味的小院建成了。

从外表上看，汪家的土坯房还是
那个土坯房，但内部结构在加固的同
时，增加了卫生间、休息室等功能房
间，更适于旅游接待的需要。院子里，
则继续保留石板地坝、篱笆围墙，种植
上当地的花草，成了游客露天休憩的
乐园。

从2017年开始，汪成均家成为当
地人气最旺的民宿之一。去年，他家接
待游客的收入达到5万多元，一举摘掉
了贫困户“帽子”。

现在，全村的民宿中，有45%是由
原本准备拆除的土坯房、木瓦房改建而
成。每个民宿年均纯收入超过4万元，
最高达50万元以上，带动147户贫困
户户均年增收4000元以上。

长效脱贫
打造“一中心四集群”

各地的乡村旅游越来越多，潮退之
后，如何稳定住游客量？

江奉武提出了“依托山水林田，吸
引城里人，变山区劣势为生态优势，为
民宿发展引来源头活水”的创新发展思
路。

但是，做生态文章、搞山水林田项
目投资大、见效慢。从党政班子成员到
村组干部群众，再一次对江奉武质疑起
来。

江奉武一次次开会讨论，逐步统一
思想。1000多个日日夜夜,江奉武协
调着各方资源，终于构建起了“一中心
四集群”的乡村生态休闲旅游格局。“一
中心四集群”即以乡场镇为中心，努力
打造大巴山最美亲水风情小镇；以红岸
村、三河村、大洪溪、星月村为集群，打
造大巴山最美摄影谷、原生态集聚部
落、民俗文化走廊、原生态农特产品基
地。

短短3年时间，岚天乡便实施山水
林田项目120余个，赋予了“锅底凼”

“黑老扒”等景点神秘的探险之魂，开发
了落红溪慢时光主题园、夫妻树情感寄
托地水上乐园亲情体验场、三河村原始
部落群等乡村旅游目的地。一系列创
新举措，为乡村生态旅游夯实了绿色本
底，提供了生态休闲体验游玩场所，吸
引了八方游客，为民宿发展引来了“源
头活水”。

红岸村的彩叶观光带是大巴山旅
游线上的香饽饽，每年游人如织。“要
不是当初江书记选我的农家乐当示范
点,也不会有我现在的好生活。”在红
岸村开办“阡陌田园”民宿的村民冉光
才说。

如今，岚天乡的贫困发生率由
2014年末的18.4%下降至1.8%，农民
人均纯收入由 5480 元上升至 12600
元，每年10万余人次到岚天乡旅游，全
乡旅游收入超过1000万元，80%的村
民吃上了“旅游饭”。

城口县岚天乡有许多土坯房、泥巴院，看上去并不起眼，他却把
土坯房变民宿，带火了当地的乡村旅游——

江奉武 把乡愁变成了产业

江奉武（右）走访贫困群众。 （受访者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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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市探矿权公开出让公告
渝矿探出字[2020]1号

根据自然资源部《矿业权交易规则》、《重庆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重庆市整合建立统一的公共资源交易平台实施方案的通知》，现对以下探矿权予以公告，公告时间为2020年1月23日12:00-2020年2月26日12:00。公告日期内有2家以上（含
2家）申报的采取拍卖方式确定受让方，拍卖时间另行通知；公告时间内只有1家单位申报的将采取挂牌出让。本次公开出让的探矿权采用现场交易，出让详细资料和具体要求，竞买申请人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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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资料并进行报名。地址：重庆市渝北区青枫北路6号渝兴广场B9、B10栋，联系电话：023-63628117，联系人：王先生。

本次公告将在重庆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网站：http://ghzrzyj.cq.gov.cn、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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

备注：
一、序号TGC20001-TGC20002 探矿

权出让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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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
系人：王伟，联系电话：023-71678274。

二、保证金户名：重庆联合产权交易所集
团股份有限公司，开户行：中国民生银行重庆
分行营业部，帐号：697826566。

竞买保证金到账截止时间为：2020年2
月26日12:00。如成功竞得，已缴纳的保证
金可抵作探矿权出让收益，由竞得人委托重
庆联合产权交易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支付至
财政非税收入专户；如未竞得，可在成交日之

后1个工作日内办理退还手续，不计利息。
三、探矿权竞买人资格要求：
（一）竞买人须为依法登记的营利法人或

者非营利法人中的事业单位法人；
1.TGC20001 竞买申请人为营利法人

的，营业执照经营范围必须具有“水泥制造、
销售和具有熟料新型干法旋窑；

2.TGC20002 竞买申请人为营利法人
的，营业执照经营范围必须具有“生产、销售
电石”和经信委批准的符合国家产业政策的
证明材料。

（二）竞买申请人属于以下情形之一的不
得参与竞买：

1.在自然资源部矿业权人勘查开采信息
公示系统的“矿业权人异常名录”“矿业权人
严重违法名单”内；

2.通过“信用中国”查询，在自然资源部
联合惩戒备忘录或重庆市信用惩戒严重失信
主体“黑名单”内限制禁止参与采矿权出让
的；

3.被吊销采矿许可证之日起2年内。
四、风险提示：
（一）本探矿权区块范围内，可能存在有

基本农田及建设项目，竞得人进行的勘查、开
发活动不得占用基本农田和改变基本农田现
状，不能对已有建设项目造成不良影响。

（二）竞得人因地质勘查工作的实际需
要，有关该宗探矿权的用地、用水、用电、公
路、环保、基础设施等工作，由竞得人自行负
责并依法完善相关手续。

（三）竞得人须在取得了勘查许可证获得
后方可开展勘查工作，并且在勘查、经营活动
中应严格遵守相关的法律法规，如发生违反
法律法规的行为，自然资源主管部门将依法
给予包括吊销勘查许可证在内的行政处罚，
由此产生的法律后果由竞得人承担，出让人
不退还已收取的探矿权出让收益等相关费
用。

（四）非因出让人过失造成的探矿权损减

（包含但不限于勘查区块面积缩减、勘查许可
证废止、勘查许可证被吊销、出让合同终止
等），出让人已经收取的探矿权出让收益等费
用一律不予退还。

（五）矿产资源勘查有着不可预见的风
险，竞买人须慎重并自行承担风险。出现包
含但不限于下列的情形，出让人不退还已收
取的探矿权出让收益等相关费用。

1.在勘查许可证载明的区块范围和有效
期限内，不能找到可供开采的矿产资源；

2.法律法规修改或国家政策变化、矿产
资源规划调整对探矿权造成不利影响；

3.以往开展的地质工作及形成的地质勘

查资料存在瑕疵；
4.包括但不限于安全、环境保护等要求，

对特定探矿手段、选矿方法的限制或不能转
为采矿权的；

5.不可抗力的影响。
五、其他重要提示：
（一）竞得人在探矿权区块范围内开展勘

查工作中，应加强生态环境保护，因勘探工作
需要造成的破坏应及时进行修复。

（二）公开出让估算的资源储量范围外新
增的资源储量可能需要补缴矿业权出让收
益。

序号

TGC20001

TGC20002

探矿权名称

重庆市南川区龙骨溪背斜南段北西翼水
泥用灰岩矿

重庆市南川区南城双河村电石用制灰用
石灰岩矿

地理位置

南川区南平镇天马村

南川区南城街道办事处
双河村

勘查矿种

水泥用石灰岩

电石用灰岩、制灰用
灰岩

矿区范围拐点坐标

详见《竞买须知》

详见《竞买须知》

勘探面积
（平方公里）

0.2885

0.5086

勘查阶段

空白区

空白区

勘查水平

+890米至+660米

+940米至+780米

出让年限（年）

5

5

出让收益底价
（万元）

14705.96

27913.6

保证金金额
（万元）

2972

5613

重庆市采矿权公开出让公告
渝矿采出字〔2020〕1号

根据自然资源部《矿业权交易规则》、《重庆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重庆市整合建立统一的公共资源交易平台实施方案的通知》，现对以下采矿权予以公告，公告时间为2020年1月23日12:00-2020年2月26日12:00。公告日期内有2家以上（含
2家）申报的采取拍卖方式确定受让方，拍卖时间另行通知；公告时间内只有1家单位申报的将采取挂牌出让。本次公开出让的采矿权采用网上交易，出让详细资料和具体要求，竞买申请人可在公告期内登录重庆市公共资源交易网（网址：http://www.
cqggzy.com）进入重庆市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和矿业权网上交易系统查阅、下载。地址：重庆市渝北区青枫北路6号渝兴广场B9、B10栋，联系电话：023-63628117，联系人：王先生。

本次公告将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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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

备注：
一、序号GC20001采矿权出让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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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系人：陈志勇，联
系电话：023-57692117；

序号GC20002采矿权出让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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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系人：李永刚，联系电
话：023-79236520。

二、报名网址及CA办理：
（一）本次公开出让采矿权交易报名网址

为重庆市公共资源交易网（网址：http://
www.cqggzy.com）；

（二）竞买申请人应当办理CA数字证

书，凭CA数字证书登录网上交易系统申请
报名、缴纳保证金。

CA数字证书办理单位名称：东方中讯数
字证书认证有限公司，地址：重庆市南岸区复兴
街9号中讯时代6-1，联系电话：4000235888，
网上自助办理证书网址：http：//os.ezca.org：
8001/easyca/netpay/，或关注“东方中讯”微
信服务号获取更多帮助。

（三）竞买申请人在公告期内登录网上
交易系统并提交竞买申请后，交易系统自动
生成随机保证金帐号。竞买申请人应在公
告期内缴纳竞买保证金至随机保证金帐号，
交款人需与竞买申请人一致，保证金账户只
接受银行转账或电汇方式，不接受现金或现

金汇款，不接受代交款和个人名义交款。竞
买保证金到账截止时间为：2020年 2月26
日12：00。

为避免因竞买保证金到账时间延误，影
响您顺利获取竞买资格，建议您在保证金到
账截止时间的1至2天之前缴纳竞买保证金。

如成功竞得，已缴纳的保证金可抵作采
矿权出让收益，由竞得人委托重庆联合产权
交易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支付至财政非税收
入专户；如未竞得，可在成交日之后1个工作
日内办理退还手续，不计利息。

三、采矿权竞买人资格要求：
（一）竞买人须为营利法人；
（二）竞买申请人属于以下情形之一的不

得参与竞买：
1.在自然资源部矿业权人勘查开采信息

公示系统的“矿业权人异常名录”“矿业权人
严重违法名单”内；

2.通过“信用中国”查询，在自然资源部
联合惩戒备忘录或重庆市信用惩戒严重失信
主体“黑名单”内限制禁止参与采矿权出让
的；

3.被吊销采矿许可证之日起2年内。
四、风险提示：
（一）采矿权投资存在有不可预计的风

险，包括竞买须知所表述的有关矿产资源情
况（矿层厚度、矿石质量、储量等）与实际开
采有差距的风险，包括但不限于安全、地质

灾害防治、环境保护等要求、对特定采矿方
法、选矿方法限制以及国家产业政策或者矿
产资源规划调整的影响、不可抗力的影响等
风险。

（二）竞买申请人须认真详读竞买须知，
现场踏勘并详细了解出让范围及周边土地、
山权、林权、道路、地下管线、水电供给、废渣
占地堆放、地表附着物、社群关系等影响资源
开采的外部条件以及资产评估和其他权益补
偿情况。提交竞买申请即视为竞买人对采矿
权现状、公告须知、采矿权出让合同内容、资
产评估及其他权益补偿额已完全认可并自愿
承担所有风险。

（三）有关该宗采矿权的用地、用水、用

电、公路、环保、基础设施等工作，由竞得人自
行负责解决并依法完善相关手续.

（四）若竞得人竞得该宗采矿权后，在办
理采矿登记所需要件时进行安全、环境评价
等认定为不适宜开采的，该宗采矿权按不成
交处理。

五、提出异议的方式与途径：
对本次出让的采矿权存有异议的，应在

公示期截止前以书面方式向出让方提出；对
出让交易程序存有异议的，应在公示期截止
前以书面方式向重庆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提
出。根据所提异议的具体情况，按照《矿业权
交易规则》等相关规定进行妥善处置。

序号

GC20001

GC20002

采矿权名称
（暂定名）

巫山县庙宇镇庆上村采石场

重庆市黔江区蓬东乡河坝坡水
泥用灰岩矿

地理位置

巫山县庙宇镇庆上村

黔江区蓬东乡尖山村

矿种

建筑石料用灰岩

水泥用石灰岩

矿区范围
拐点坐标

详见《竞买须知》

详见《竞买须知》

资源储量
（万吨）

2961

6270.55

矿区面积
(平方公里)

0.2294

0.4053

开采
标高

+1220米至+1050米

+933米至+740米

生产规模
（万吨/年）

60

200

出让年限(年)

20

28.81

出让收益起始价
（万元）

6850.26

11995.95

保证金金额
(万元)

1401

2430

本报讯 （记者 汤艳娟）重庆日
报记者1月21日从全市油菜苔开发
利用现场会上了解到，目前我市已在
60余万亩油菜地推广油蔬两用技术，
并发布全国首个省级油菜油蔬两用生
产技术规程。

重庆地处长江上游甘蓝型油菜
优势产区，推广油菜油蔬两用，亩产
油菜籽平均可达到 130 公斤、亩产
油菜苔 200 公斤以上，与常规油菜
种植相比，亩增效400元以上，比单
收菜籽增加 65%效益，开发油菜的
多功能是我市打造农业新增长点的
重要举措。全市“油蔬两用”技术已
推广10余年，累计推广60余万亩，

分布在永川、大足、丰都、荣昌、潼
南、梁平、秀山等区县。目前，我市
已发布全国首个省级油菜油蔬两用
生产技术规程，并已开发出脱水油
菜苔、冷冻油菜苔、油菜苔酱腌菜等
加工品。

除了开发加工产品外，我市生产
的甘蓝型双低油菜苔已进入市内部分
大型超市和蔬菜市场，作为蔬菜的油
菜苔受到了市民的喜爱。下一步，我
市在积极推广油菜苔鲜食开发的同
时，还将引进加工企业，围绕生产脱水
油菜苔、冷冻油菜苔、油菜苔酱腌菜
等，开展油菜苔深加工，延伸产业链，
增加菜农收入。

我市已在60余万亩油菜地
推广油蔬两用技术

本报讯 （记者 李珩）1月 17
日，重庆日报记者从全市卫生健康工
作会议上获悉，今年，重庆将在健康扶
贫、健康中国重庆行动、深化医药卫生
体制改革等10个方面下功夫。其中，
贫困区县至少要有一家二甲以上医
院，让基层群众能就近就医。

2019年，我市细化“基本医疗有
保障”标准，落实“先诊疗后付费”“一
站式”结算，开展“户户清”行动，大病
专项救治病种扩大到30种，贫困人口
住院自付比例为9.24%，慢病、重特大
疾病门诊自付比例12.24%。

市卫生健康委有关负责人说，今
年将注重精准救治，强化“一人一
策”。为提升县乡村三级医疗服务能
力，贫困区县至少要有一家二甲以上
医院；乡镇卫生院将配齐设施设备，力
争每万人有全科医生2.8名。

在就医流程上，去年，重庆“互联
网+医疗健康”有序推进，建成15家

“智慧医院”，电子健康档案建档率
84.8%，90%的区县开展了远程诊
疗。今年我市将推动三级以上医院开
展互联网医疗服务，普及居民电子健
康卡，电子健康卡将逐步归集个人健
康信息，实现个人健康数据全集成和
个人医疗健康数据的全周期、全流程
查询服务。这就意味着一个人从出生
到离世的医疗健康信息，都将记录在

电子健康卡上。
在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上，我

市将推进“三通”（人通、财通、医通）建
设，推进日间手术、高血压、糖尿病门
诊用药等纳入医保支付。

今年还有一件大事是推动西部医
学中心的建设。我市将坚持以学科人
才建设为主线，以信息化建设为保障，
力争通过8-10年努力，打造“西部领
先、国内一流、具有一定国际影响力”
的高水平医院、高水平学科、高水平医
生。

为改善群众就医环境，重庆已启
动“美丽医院”建设，通过“环境美、服
务美、人文美”，推进医院环境改造、服
务提升、文化凝练。目前，我市已评选
出15家“美丽医院”，今年将力争每个
区县都有1所“组织认同、群众认可”
的“美丽医院”。

针对重点人群，我市将开展全
生命周期关爱服务，以儿童青少年
为例，将强化近视综合防控，使0-6
岁儿童眼保健和视力检查覆盖率达
90%以上；在关爱老年人上，将开展
老年心理关爱、安宁疗护试点，创建
老年友善医院。同时，将加强老年
医学科建设，二级以上综合医院设
置老年医学科的比例不低于45%；
三级中医医院设置康复科的比例不
低于75%。

今年重庆将继续推进“互联网+医疗健康”

一张电子卡可记录市民一生健康信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