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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 龙丹梅）重庆日
报记者4月16日从市水利局了解到，近
日，重庆市水利局、重庆市发展和改革
委员会联合印发《重庆市节水行动实施
方案》（以下简称《方案》），我市将通过
实施5大重点节水行动，推进34项重点
任务，实现2035年全市用水总量将控
制在105.58亿立方米以内的目标。

《方案》提出，将把节水作为解决全
市“新老水问题”的重要举措，实施加强
总量强度双控、农业节水增效、工业节
水减排、城镇节水降损、科技创新引领
等5大重点行动，把节水贯穿到经济社
会发展全过程和各领域，为重庆实现高
质量发展提供有力支撑和基础保障。

《方案》实施后，我市将对市、区县
两级行政区域用水总量、用水强度实行
严格控制。同时，我市将对整个用水过
程进行全过程管理，将水资源节约和保
护的主要指标纳入经济社会发展综合
评价体系，实行最严格水资源管理制度
考核，以达到用水总量强度双控的目
的。同时，还将实施农业节水增效、工
业节水减排、城镇节水降损以及科技创
新引领，来提升水资源利用效率，大力
推动全社会节水。其中，在农业节水增
效行动中，《方案》提出要通过推广喷
灌、微灌、滴灌、水肥一体化等技术来实
现农业用水精细化管理，并通过优化种
植结构，推广耐旱农作物新品种、发展

稻田冬季蓄水等方式来实现农业节
水。在城镇节水中，则要通过降低供水
管网漏损、开展公共领域节水、严控高
耗水服务业用水以及加强缺水区域非
常规水利用等方式来实现。其中，《方
案》明确提出，将从严控制洗浴、洗车、
高尔夫球场、人工滑雪场、洗涤、宾馆等
行业用水定额。在新建小区、城市道路
和公共绿地必须因地制宜配套建设雨
水集蓄利用设施，以及在缺水地区禁止
盲目扩大景观、娱乐水域面积，生态用
水优先使用非常规水等。

通过一系列节水措施的实施，今年
我市将建立覆盖主要农作物、工业产品
和生活服务业的先进用水定额体系，主

城区将全部达到城市节水Ⅱ级标准。
2022年前，全市30%以上区县（自治
县）达到节水型社会标准，全部市级机
关及50%以上的市属公共机构将建成
节水型单位。

《方案》还提出了我市实施节水行
动的目标。到2020年底，我市节水政
策法规、市场机制、标准体系逐步完善；
到2022年，我市节水型生产和生活方
式将初步建立，全市用水总量控制在
98.82亿立方米以内；到2035年，我市
将形成健全的节水政策法规体系和标
准体系、完善的市场调节机制、先进的
技术支撑体系，全市用水总量控制在
105.58亿立方米以内。

重庆节水行动实施方案出台
2022年全部市级机关将建成节水型单位

□本报记者 张国勇
特约通讯员 吴长飞

这几天，綦江区横山镇堰坝村的梯
田上，村民或驾着农机平整土地，或弯
着腰查看秧苗长势，一派热闹景象。

“沉睡的横山大米终于‘苏醒’了。”
堰坝村党总支书记袁洪明说，以往的初
春时节，大部分村民背起行囊外出务
工，闲置地一度达到2100多亩。今年，
不仅堰坝村忙着开垦播种，周边的新寨
村、回龙村、大坪村等5个村也全都参
与进来。

横山大米一时成了田间地头的“主
角”，镇村干部、村民都围着它转了起
来。

找回发展自信心
做强横山大米产业

堰坝村是横山镇面积最大、人口最
多的村，耕地面积4877亩，曾是横山大
米的主产区。

“横山大米名气不小，以前却没能
让老百姓的钱包鼓起来。”袁洪明颇感
惋惜地说，当地的土壤构造、气候条件
和地理环境较为独特，所产大米历史悠
久，早在清朝时期就是贡米。

上个世纪80年代，横山大米的商
标被綦江城区一家公司注册，但其销售
的大米并非横山所产，久而久之，横山
大米在市场上失去了美誉度。

几经周折，横山镇拿回了“横山大
米”的商标权，但没有做成大产业。直
到2015年，重粮集团采取“公司+农
户”的方式，既流转土地由公司自行种
植，也由公司直接收购农户种植的大
米，横山大米产业才逐渐回暖。

目前，横山大米通过了国家标准和
欧盟标准的双认证，其最优等级产品

“横山贡米”市场价格是本地大米价格
的若干倍。

但由于城镇化等诸多因素，横山很
多户籍居民都搬迁到城区居住，大片肥
沃的土地成了闲置地。“看着那些良田
成闲置地感到心很疼。真的是守着金
饭碗还没饭吃。”袁洪明十分感慨。

“乡村如何振兴？横山镇按照‘一
抓两促’（即抓党建促乡村振兴、抓党建
促脱贫攻坚）总体要求，遵循‘把支部建
到产业上’的思路，成立‘横山大米’产
业党支部，以农村‘三变’改革助推全镇
横山大米产业发展。”横山镇党委书记

李钱松介绍道。
“对于农村‘三变’改革，不少村干

部感到陌生。”李钱松坦言，许多村干部
说起发展产业往往自嘲“三无”，即无经
验、无经费、无精力。但乡村振兴时不
我待，困难再大也要上！

2019年，横山镇把集体流转闲置
地种植横山大米作为消除集体经济空
壳村、薄弱村的突破口。第一个吃螃蟹
的村，便是堰坝村。

抢抓农时
挽起裤腿加油干

“袁书记，这些闲置地重新种上庄
稼真不错，不仅风景好了，挣钱也多
了！”在堰坝村集体流转的水田里，正在
搭田坎的村民袁应强碰见袁洪明时一
脸笑意。

谁曾想，去年这个时候，当村里提
出搞“三变”改革，号召大家把土地入股
到村集体公司时，袁应强是第一个反对
的人。他说：“种谷子能挣几个钱我清
楚，自己种还能填饱肚子，拿给你们种，
能有什么利润？”

袁应强的不解之处，也正是袁洪明
最初的担忧。

横山镇镇长代洪才曾给村干部们
算过一笔账：横山大米亩产稻谷800余
斤，按最低 2元一斤出售，收入能达
1600元。除去各项成本，每亩纯收入

能有600元。按确定的利益分配机制，
60%作为村集体收入，村集体每亩能收
入360元；40%给村民分红，入股村民
每亩至少可收入240元。此外，村民还
能在村集体公司打工，一天工资 80
元。如果加工成大米出售，那利润空间
更会成倍增加。

万事开头难。堰坝村2019年尝试
着流转了253亩土地，其中50%以上都
是闲置地。彼时，已是3月，要想在硬
邦邦的闲置地上种下秧苗，更需抢抓农
时。

“最大的问题是缺水。”堰坝村村委
会副主任严群说，许多闲置地的渠堰已
经荒废，需要现修现挖。

严群充满干劲挽起裤腿在田里忙
碌的样子，被不少持观望态度的村民看
在眼里，大家开始转向理解支持。
2019年，堰坝村村集体发展横山大米
产业共收入15余万元。

今年，堰坝村在横山大米产业党支
部的引领下，又流转了408亩土地，让
村集体经济的产业用地达到 660 多
亩。有了去年的实践摸索和经验积累，
袁洪明今年底气更足了。

发展大米产业
给村民带来实实在在的收入

走到横山镇新寨村黎家沟组，村党
总支书记蒋明珍正忙着机耕道的修

建。和堰坝村一样，新寨村今年准备盘
活闲置的土地资源，将横山大米发展成
全村的主导产业。

“发展大米产业，能壮大村集体经
济，还能给村民带来实实在在的收入。”
蒋明珍介绍，以前，新寨村是远近闻名
的空壳村，并于2019年5月被确定为
软弱涣散基层党组织。

“不是我们没动脑筋，村里啥都没
有，想发展产业太难了。”蒋明珍说，她
先后引进过几个业主发展种植，不是实
地考察完就放弃，就是干了一阵就跑
了。

地处偏远，基础设施条件落后，村
“两委”班子战斗力不强，都成了新寨村
发展滞后的因素。为帮扶新寨村驶上
发展快车道，横山镇在软弱涣散基层党
组织集中整顿中，及时调整充实新寨村
班子成员，并从经费、技术和销售渠道
等方面给予新寨村全力支持，鼓励该村
发展横山大米种植。

前不久，蒋明珍和村委会主任全斗
刚挨家挨户宣传政策，动员大家将土地
流转到村集体公司。

今年70岁的袁宗云，曾把土地流
转给一家业主种水果，几个月后业主不
知去向，说好的流转金分文未得，打工
的工资也打了水漂。面对这次村里的
邀请，他担心又是一场空。

怎么办？蒋明珍决定干部带头干
给村民看。其他村干部也没闲着，都整
天忙碌在田地里。今年61岁的贫困户
赵纯良见了，也来义务帮村里育秧苗，

“村干部这么上心，肯定能发展起来
的。”

村干部的实际行动感动了袁宗
云。才过几天，袁宗云就主动将自家的
2亩地交到了蒋明珍手里。蒋明珍笑
着说：“老袁，莫担心不给你分红，大不
了到时你来村办公室称谷子，村办公室
总不会搬家吧？”

目前，新寨村已流转了600余亩闲
置地。村集体和重粮集团合作，种子由
重粮集团免费提供，所产稻谷则按每斤
2元的保底价由重粮集团收购。

“今年，我们村集体单是发展横山
大米毛收入应该有近100万元。除去
成本，纯收入应该入账36万元；再用
40%分红给村民，余下的村集体收入还
有不少呢！”蒋明珍望着刚蓄上水的田
地，脸上满是自信和憧憬。

“横山大米成了撬动全镇乡村振兴
的助推器。”代洪才介绍，截至目前，全
镇各村集体流转共计3000多亩闲置
地，预计可产出稻谷240万斤，实现集
体经济收入180余万元，可增加当地村
民务工收入80万元。与此同时，按照
利益联接机制，利润分红将覆盖全镇所
有建卡贫困户。

横 山 大 米“ 苏 醒 ”记
綦江横山镇盘活3000多亩闲置地种水稻

堰坝村村民正在查看育苗情况。 通讯员 罗辑 摄

4月14日，南川区大观镇铁桥村美如图画。近年来，南川区按照乡村生态文
明振兴要求，通过清垃圾、清污水、清庭院、清残垣断壁，改水、改厕、改路、改圈、
改厨，规范垃圾分类、规范群众卫生行为习惯等行动，农村人居环境越来越美。

特约摄影 瞿明斌
乡村美如画

本报讯 （记者 杨永芹）随着复
工复产全面推进，为维护重庆北站运行
秩序，保障旅客安全出行，4月 16日
起，市交通运输综合行政执法总队龙头
寺大队联合当地公安、交巡警等相关部
门在重庆北站周边开展交通秩序专项
整治，严查“羊儿客”、非法营运车辆和
车辆乱停乱放等各种交通乱象。

此次专项整治区域包括重庆北站
南、北广场及周边区域，重点整治重庆
北站南广场地铁站6号出口、北广场
负三层出站口、长途汽车站周边等区
域。

交通执法部门称，在疫情期间，仍
有一些“黑车”出入重庆北站，以及

“羊儿客”非法揽客，以及部分少量出租
车违规拉客等。统计显示，2月3日至

4月16日，执法人员在重庆北站共查
处非法营运车辆68台次，处罚或教育
学习“羊儿客”554人次。

对于查处的非法营运行为，执法
人员将给予最高10万元罚款。对于
查处的“羊儿客”私自揽客行为，将由
公安机关等治安管理部门查处，并进
行法制训诫、罚款乃至拘留。根据相关
规定，对扰乱车站、港口、码头、机场等
公共场所秩序的“羊儿客”，处警告或
者200元以下罚款；情节较重的，将处
以5日以上10日以下拘留，可处500
元以下罚款。

龙头寺大队提醒广大乘客，请选择
正规车辆出行，特别是疫情期间，非法
营运车辆不仅没有安全保障，且防疫措
施不到位，安全隐患极大。

我市专项整治重庆北站交通秩序
严查“羊儿客”、非法营运等交通乱象

本报讯 （记者 黄光红）重庆日
报记者4月 16日从市金融监管局获
悉，重庆近日获批成为继北京、上海后
全国第二批开展动产融资担保统一登
记工作的试点地区。

据悉，这是市政府与市场监管总
局等国家部委协调，市金融监管局会
同市市场监管局、人民银行重庆营业
管理部落实技术方案，多方共同努力
优化营商环境推动“获得信贷”工作的
结果。目前，市金融监管局、市市场监
管局和人民银行重庆营业管理部已联
合印发《关于开展动产担保统一登记
试点工作的通知》，将重庆市市场监管
部门对生产设备、原材料、半成品、产
品的抵押登记职能委托给人民银行征
信中心履行。

从本月底起，住所地为重庆地区的

抵押人在新办上述四类动产抵押登记
业务时，应在人民银行征信中心动产融
资统一登记公示系统统一办理。

该系统的基本作用是接收、保存和
发布信息。信息由填表人通过互联网
在线录入，登记系统保存录入信息，记
录录入时间，然后通过互联网向社会公
众提供查询服务。

市金融监管局相关负责人介绍，开
展动产担保统一登记试点，是重庆市优
化营商环境推动“获得信贷”工作的一
项重要举措。通过为市场主体提供统
一、便捷、高效的动产抵押登记、变更、
查询、注销等服务，有助于解决各项动
产担保权益登记系统分散、登记规则不
统一的问题，进一步优化“获得信贷”、
提升金融信贷服务水平，有效提升金融
信贷服务便利性和可获得性。

重庆获批开展
动产融资担保统一登记试点

本报讯 （记者 黄乔）4 月 16
日，重庆日报记者从市人力社保局获
悉，为有效推动企业复工复产和劳动争
议预防处理，进一步促进劳动关系和谐
稳定，我市将首次采取“网络直播”的方
式，开展首届“以案释法——仲裁员侃
劳动法”线上普法宣讲活动，为全市企
业和劳动者们带来10堂普法“网课”。

此次活动由市人力社保局、市商务
委、市工商联联合主办，市劳动人事争
议仲裁院等承办。活动以“德法同行，
共担共赢”为主题，将在今年4至10月
每月举办，共举办10期。

市劳动人事争议仲裁院院长张橙
华说，对于仲裁院来说，通过网络直播
进行普法尚属首次，因此挑选出的10
名“主播”都是全市劳动仲裁系统的骨

干精英，拥有丰富的办案经验。
本次线上普法宣讲活动将通过直

播平台，采取“典型案例详解+视频直
播+互动答疑”方式，系统化宣讲劳动
法律法规，每期一个主题，分别从涉疫
情劳动关系处理相关政策；劳动合同订
立、履行、解除、终止；劳动关系认定；劳
动保护；休息休假；社会保险尤其是工
伤保险；劳动报酬；新业态用工等方面，
讲解劳动法律法规，引导劳资双方重德
守信、知法守法，鼓励企业和劳动者共
担责任、共渡难关、共同发展，从源头上
预防和减少劳动争议。

据了解，首期直播将在4月28日
下午开播，由市劳动人事争议仲裁院资
深仲裁员刘涛出任“主播”，讲解涉疫情
劳动关系相关政策。

10堂劳动法“网课”请查收
我市首次开展仲裁员网络直播普法宣讲活动

本报讯 （记者 杨永芹 通讯
员 陈学良）4月10日，重庆日报记者
从中铁隧道局集团郑万高铁重庆段
土建三标项目部获悉，全线控制性项
目——小三峡隧道正洞掘进突破18公
里，今年6月全隧有望贯通。

郑万高铁小三峡隧道位于巫山与
奉节交界处，全长18.954公里，为郑万
高铁全线最长的隧道，也是亚洲目前在
建的时速350公里的最长单洞双线高
铁隧道。

“作为郑万高铁全线关键控制性工
程，它的进度，直接决定整个郑万高铁
的通车时间。”中铁隧道局集团郑万高
铁重庆段土建三标项目相关负责人表
示。

2016年11月底，小三峡隧道进场
施工。因为隧道围岩地质条件差，项目

部改进工艺工法，大大加快了掘进速
度。目前，小三峡隧道已经顺利贯通高
风险地质地带，剩余长度已不足1公
里。

“小三峡隧道掘进长度已超过总长
度的95%，现在四个作业面同时掘进，
每天进度在15米左右，按照目前这个
进度，预计在今年6月份就能实现全隧
贯通，从而为郑万高铁全线通车奠定坚
实基础。”现场负责人表示。

据介绍，郑万高铁全长 818 公
里，是西南到中原地区及北京的快
速通道。2019 年底，郑万高铁湖北
襄阳至河南郑州段正式开通运行。
郑万高铁全线通车后，从重庆主城
坐高铁到郑州，将由目前的8小时缩
短到4小时，到北京也只需要6小时
左右。

郑万高铁小三峡隧道有望6月前贯通

本报讯 （记者 杨永芹 通讯
员 许岗）4月14日，来自中铁二十局
市政公司的消息称，经过建设者900多
个昼夜奋战，重庆铁路枢纽东环线隧
道——山洞岩隧道全面贯通，为全线
早日开通奠定坚实基础。

山洞岩隧道位于巴南区，为单洞双
线隧道，全长3618米，最大埋深330
米，地质条件复杂，施工难度大。为此，
项目部成立了科研攻关小组，确定了

“管超前、严注浆、短进尺、强支护、快封
闭、勤量测”施工原则，并创新采用了

“分仓入模、带模注浆”新工艺，不仅可
以避免隧道混凝土浇筑不均匀，还可以
提升混凝土浇筑质量，将施工进度提高
40%。

项目部还创新采用了新配备的自
行式液压栈桥、混凝土自动喷淋养护台
架等行业领先的新技术、新设备，完成
科研成果、创新工法近10项。

“这一系列创新技术和设备使用，

隧道掘进速度从每月60米提速至120
米，既破解了V级围岩等地质难题，又
保证了工程质量。”中铁二十局市政公
司项目经理宋小兵说。同时，在疫情期
间，项目部严格实施防控措施、确保安
全施工，为项目复工达产、抢回工期提
供了有利保障。

据了解，重庆铁路枢纽东环线起于
江津珞璜南，经络璜、南彭、茶园、东港、
龙盛、统景、木耳、水土，终点接轨于襄
渝铁路磨心坡站，正线全长150多公
里，设计时速每小时160公里。

重庆铁路枢纽东环线全线建成后，
将串起沿线团结村中心站铁路物流基
地、重庆江北机场航空物流基地、南彭
贸易物流基地等物流节点，将为重庆市
9大工业园区的货物进出提供便利的
运输条件。同时，还将有效串联起重庆
东、重庆西、重庆北、江北国际机场等综
合交通枢纽，沿线市民可乘坐东环线出
行。

重庆铁路枢纽东环线山洞岩隧道贯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