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连日来，位于江津区中山古镇滨
河路上的樱花竞相开放，2公里长的
樱花大道，花团锦簇，宛如画卷，引来
不少游人赏花游玩。

前不久，在住建部公布的“国家园
林城镇”名单中，中山镇榜上有名。至
此，中山镇继获得中国历史文化名镇
等诸多荣誉后，又新添一张“国字号”
名片。

近年来，中山镇深学笃用习近平
生态文明思想，按照“城中有绿，城在
绿中，数量足，结构佳，分布均，功能
强”的基本思路和“山水园林、生态宜
居”的工作目标，大力实施“绿化、彩
化、美化、亮化”四大工程，精心打造

“一心、五园、七带”于一体的现代化园
林城镇。

截至目前，该镇建成区各类绿
地面积达到11.18公顷，绿地率达到
37.47%，绿化覆盖率达到 40.72%，
人均公园绿地面积达到 15.56 平方
米，全镇古树名木保护及古树名木
后备资源保护率达到100%，镇区生
活垃圾无害化处理率达到 100%。
基本形成山水掩映、城林互融的园
林城镇风貌。

创 建 为 民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近年
来，中山镇紧紧围绕“生态立镇、园林
靓镇、旅游强镇”的创建思路，开展国
家园林城镇创建工作。

该镇成立了以镇党委书记为组长
的创建工作领导小组，健全机构，明确
责任；坚持规划先行，高标准编制了

《城镇绿地系统规划》，明确提出按照
“一心、五园、七带”的现代化园林城镇
布局，形成点、线、面相结合，垂直绿化
与平面绿化相结合的城镇绿化系统的
建设目标，并纳入城镇总体规划当中
一并推进实施；坚持制度引导，《中山
镇园林绿化养护管理办法》等一批园
林绿化规章制度的颁布实施，保证了
园林绿化建设的高效落实。

园林城镇创建是一个系统工程。

因此，中山镇引导个人、家庭、社会和
学校、企业、机关等各方面力量积极参
与、密切配合，形成创建国家园林城镇
工作的强大合力。

全民参与，共享宜居。全镇园林
式单位小区建设活动不断推进，居民
爱绿、护绿、兴绿意识不断增强，通过
垂直挂绿、破硬植绿、花卉衬绿等方
式，有效提升了单位社区的绿化品位，
居民推窗见绿、出门入园，对城镇园林
绿化满意度不断攀升。

“在创建过程中，我们牢牢树立‘以
人为本、为民利民’的理念，把创建工作
当作一项民生工程来抓，当作民生实事
来做，让老百姓享受创建国家园林城镇
的成果，享受有品位、有品质的生活。”
中山镇党委书记唐晓敏如是说。

截至目前，中山镇累计投入资金
1.2亿元用于城镇园林绿化建设及管
护，这座“小而精、小而特、小而美”的旅
游名镇在一枝一叶中焕发出勃勃生机。

生 态 立 镇

创建过程中，中山镇充分依托大
自然赐予的“山水”禀赋做文章，坚持

新建和改造并举，增量与提质并重，实
施以城镇公园、漫步系统、滨水景观、
道路绿化为重点的城镇园林绿化工程
建设，以增加绿地面积和增加绿量为
手段，最大限度增大绿化覆盖面积，形
成绿地布局合理、季相变化明显、层次
结构分明、景观效果突出、色彩丰富、
特色鲜明的城镇园林景观，构建了科
学合理的城镇森林体系。

取自古镇千米长宴习俗而来的长
宴公园，占地广、绿量足，公园沿笋溪
河修建而成，园内植物品种丰富，亭台
楼阁呼应，远远望去，绿树与河景、园
林与游人，构成了一幅迷人的生态园
林画卷。

以展示中山传统文化而修建的竹
径公园，与古镇隔河相望。公园以传
统园林造景为主，漫游步道将题刻碑
林、中山十八景、孔雀园等景点相连
接，处处展现着园林与文化的融合之
美。

遵循“林荫化、园林化、景观化”建
设思路，中山镇道路绿化建设大量采
用各类本地乡土植物，同时辅以樱花
等观花植物，形成了常绿树种与色叶
植物的合理搭配。目前，已建成林荫
路3条，道路绿化普及率88%，道路绿
地达标率80%。

管 理 提 质

秉承以人为本理念，中山镇按照
“完善功能、提升品质”要求，大规模开
展常态化巡查和执法，开展市容环境
综合整治，促进城镇和景区的深度融
合。

如今的中山，城镇环境干净整
洁，门牌店招风格统一，市容市貌明
显改观；绿色建材和装配式建筑推广
率大幅提升；实施厕所革命，已建成
公厕10座；城镇污水处理设施及配
套管网建设不断完善，逐步形成了

“厂网并进，建管并举，质效并重，再
生利用”的城镇污水处理格局，镇区
生活污水处理率85%；城镇卫生清扫
实现专业化、机械化，镇区生活垃圾
无害化处理率达100%；强化水源地
保护与自来水供给管控，城镇公共供
水普及率95%，城镇供水水质检测项

目合格率100%。
中山镇还全力推进“蓝天、碧水、宁

静、绿地、田园”五大行动向深入开展，
山、水、林、田、湖、草生命共同体建设效
果显著。聚焦水污染治理，全面推行

“河长制”；加大辖区湿地资源保护管
理，保护面积逐年扩大；生产绿地、防护
绿地建设不断加强，城周山体保护良
好，辖区水体自然畅通，河道、水体绿化
普及率90%，地表水Ⅳ类及以上水体比
率100%。加强古树名木保护力度，辖
区47株古树名木全部建档挂牌、专人
保护，古树名木保护率100%。

文化是中山的底蕴。中山镇始终
把历史古迹和人文遗存作为全镇发展
的重中之重，坚持保护与开发并重，明
清古街吊脚楼和“清溪龙洞题名”“禁
卖发水米碑”等题刻和老茶馆、老药
房、老油坊等传统作坊得到有效保护。

“创建成功只是一个新的起
点。提高城镇管理水平，改善人居
生态环境，我们永远在路上。”唐晓
敏表示。下一步，中山镇将继续深
入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
念，努力推动城镇管理工作取得新
成效，让千年古镇实现“生态美、产
业兴、百姓富”。

张锋 盛志信
图片由江津区中山镇提供

中山镇地处江津区，距重
庆主城 96 公里。先后荣获中
国历史文化名镇、中国最美小
镇、中国最具特色名镇、国家卫
生镇、中国森林文化小镇、全国
十佳美丽宜居小镇等诸多荣
誉。

这里是渝、川、黔三省市生
态旅游“金三角”核心区域的旅
游名镇；这里是集商德、爱情、
红色、禅宗、庄园文化为一体交
相辉映的文化重镇；这里是“一
花一木皆故事，一枝一叶总关
情”的千年古镇。

山水掩映 城林互融

江津中山 园林古镇入画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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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全：企业复工复产的“贴心保姆”
叶全是江津区支坪镇经济发展办

公室主任，是一名普通的基层党员干
部。新冠肺炎疫情发生以来，叶全想
企业之所想，急企业之所急，“点对点”
贴心服务，为当地企业主们解决了一
个又一个的心头大事，被企业亲切地
称为“贴心保姆”。

想尽办法为企业解决烦心事

江津区穰穰满家有限公司是一
家粮油批发企业，主要向区内140余
家超市和副食店供货。在疫情发生
后，由于交通管制，公司仓库内商户
预定的米、面、油等生活物资不能及
时转运出去，企业负责人戴伦正为此
事犯愁。叶全得知后，立即与区交通
局衔接，跑腿为企业代办到了通行
证，并亲自送到戴伦手中，企业很快
就将这批积压的紧急生活物资转运

了出去，顺利投入到市场中。
“我们对全镇大大小小的企业进

行走访摸排情况，企业主反映最突出
的问题就是厂房租金压力大。”叶全在
了解到企业面临的普遍困难后，主动
与全镇15家房东沟通对接，多次上门
拜访，帮助27家企业解决近7万平方
米的厂房租赁费问题，共为企业减免
租金近60万元。

蹲点企业提供保姆式服务

看着企业受疫情影响不能顺利
复工复产，叶全心里跟企业负责人一
样着急，为了让全镇企业能够尽早的
复工复产，在他的倡议下组建了一支
蹲点企业志愿服务队，为企业全方位
提供“跑、帮、办”服务，让企业“零跑
腿”就能解决复工复产中的难题，被
大家亲切地称为“支小坪”志愿服务

队。
志愿服务队还专门开通了服务

微信群，24小时在线解读上级政策、
解答企业疑虑，在线收集掌握企业
生产订单、用工需求、原料供应等情
况，逐一协调解决困难，帮助企业有
序复工复产。有个别企业复工复产
后上岗工人少，防控、生产两头都顾
不好，叶全干脆当起了他们的“临时
工”，上下班信息登记、监测体温、工
厂消毒……哪里有需要哪里就有他
忙碌的身影。

“疫情防控我们帮，困难障碍我
们扫，你们只管抓生产。”这已成为叶
全的口头禅。镇内企业陆续开工，厂
内机械轰鸣，工人戴着口罩和手套，
有条不紊地分工作业，产品在生产线
上源源不断地下线……

潘锋 何菊

丁荣：保障供水稳定的护航人
丁荣是两江水务公司维修中心负

责人，在抗疫情、保供水工作中，他以
全面的维修技能和吃苦耐劳、勇挑重
担的精神，积极为全司供水稳定保驾
护航。

2月12日下午，正在值班的丁荣
接到石垭取水一级车间电缆故障需要
紧急维修的电话，他与值班的同事立
即带上维修工具赶赴故障点。电缆故
障导致车间停摆的话会影响该区域居
民正常用水，在这个特殊时期他深知
事情的严重性，在缺少同型号电缆的
情况下，他凭借自身的维修经验和技
术优势，带领同行的维修人员对故障
电缆进行临时处理，经过6小时的奋
战终于抢通了电缆，而此时已是深夜
了。

临时措施只能管一时，为保证安
全稳定生产运行必须尽快更换电缆。
他第二天一早便赶往公司各片区寻找
同型号电缆备件，直到13时，他更换
完线缆看着取水设备运行正常后才欣
慰地离开，又忙着其它的维修去了。

类似的事情在疫情发生以来还有
很多，但为了保障两江水务公司服务
区域内居民用户的供水正常，即使再
累，丁荣也没减少对各居民小区二供
泵房、二供设备的巡检和维护，经常是

发现问题就要立即解决。
“不能等到用户没水了才去补救，

我们能早发现问题早解决，就不给大家
添麻烦了。”丁荣一直这样说。多年来，
丁荣雷厉风行的工作习惯早已让家人
习惯，一次次“说走就走”的紧急维修处
理任务，早已成为他日常生活的一部
分。人们常说“军令如山”，对他来说，
只要机器设备出现故障，心中的这道

“军令”就会骤然出现，更不要说疫情期

间100%保证供水设备正常运行，俨然
成为他心中巍然不动的那一座“山”。

“丁师傅确实在工作中是我们的
榜样。懂机械、电气维修，技术好不
说，而且一听说哪里机器设备坏了不
管白天晚上随喊随到，随时维修处理，
没得怨言。”谈起丁荣的工作，身边的
同事都由衷地赞许。

潘锋 袁霞
图片由两江水务公司工会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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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荣正在维修故障设备丁荣正在维修故障设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