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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居环境改旧貌
美丽乡村展新颜

沿着3公里的休闲步道依山而
上，一片湖光山色美丽乡村田园景
象跃然眼前——440亩水库平如明
镜，一幢幢崭新的白墙小洋房掩映
在青山绿水间。“绿树村边合，青山
郭外斜”，走进南岸区广阳镇银湖
村，仿佛走进了孟浩然的诗中之境。

很难相信，如此诗意的地方曾
经却是房屋破败、垃圾乱堆、污水
遍地、杂草丛生。“仅靠政府治理，
难以保持长效的环境整洁。”银湖
村党总支书记涂强说。

引导村民形成良好的生活的
习惯，才是治本之策。

去年，银湖村充分发挥基层党
支部战斗堡垒作用和党员先锋模
范作用，通过党员干部“组队”带
头、志愿者配合的方式，以身作则
动员全体村民积极参与“清洁村
庄”行动，进一步引导村民养成保
护环境、讲究卫生的良好习惯。

同时，镇村两级党员干部把清
理生活垃圾、清理沟渠堰塘、清理
禽畜粪污作为“清洁村庄”行动的
重点工作，全面检查道路两侧、农
家院落、房前屋后、沟渠堰塘环境
卫生等情况，并对排查出的问题逐
一登记造册，明确整改标准及整改
时限，落实责任人，形成问题清单
台账，督促整改。

脏有人管，乱有人治，头有人
带，“破窗效应”被打破，良好的卫
生习惯逐渐养成。“现在走到哪里
都感觉清清爽爽、干干净净、漂漂
亮亮，城头人都羡慕起我们的生活
了。”村民们高兴地说。得益于农
村人居环境整治，群众的幸福感、
获得感不断增强。

银湖村是南岸区以党建引领
人居环境整治，助力乡村振兴的缩
影。近年来，南岸区把农村人居环
境整治作为乡村振兴战略的“先手
棋”，对标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改善
乡村人居环境系列重要指示要求，
对表党中央、国务院顶层设计，对
接市委、市政府工作部署，理思路、
明要求，制定《南岸区农村人居环
境整治三年行动实施方案》《南岸
区“五沿”区域改善农村人居环境
实施方案》《南岸区2019年农村人
居环境整治工作要点》等一批操作

性强的工作方案。
为加快推进农村人居环境整

治，南岸区持续开展“农村污水治
理”“厕所革命”“村庄清洁行动”等
活动，先后创建农村人居环境示范
片1个、绿色示范村庄5个、美丽宜
居示范村庄9个、美丽庭院600户，
各项指标位居全市前列，受到国务
院通报表彰。

环境嬗变产业兴
旅游引领百姓富

人居环境的嬗变不仅让乡村
环境更美，同时也带来了现代农
业、乡村旅游等产业的发展，让村
民们在产业发展中切身体会到了

“农家乐”。
南山街道放牛村位于南山森

林公园及南山—南泉风景名胜区
内，村里建立以党支部、党小组的
党员志愿者为主的工作队伍，积极
推进农村人居环境整治，近年来先
后获得重庆市美丽乡村、重庆市

“绿色示范村庄”等荣誉。
放牛村大竹林组，一座屋顶覆

满多肉植物的建筑总会吸引过往
游客的关注。这座名为“自然小
院”的建筑由普通农舍改造而成，
干净整洁的院子中种满了各色花
卉，水缸、磨盘、草席、猪槽、木船
……众多农家旧物经过改造利用

“重新上岗”，让整座院落充满田园
生活情调。

“这里环境优美空气清新，交
通也方便，我准备在这里养老！”九
龙坡居民何丽（化名）是“自然小
院”的主人。去年，她以每年2万余
元的租金，一次性买断了这栋约70
平方米的农舍20年的使用权，并斥
资10余万元，对农舍及院落进行了
全方位的改造提升，如今这里已成
为何丽和亲朋聚会的首选之地。

与何丽不同，50岁的周吉龙一
直住在大竹林。“原来就是个破破
烂烂的山村，但近几年变化越来越
大。路越修越好，环境越来越整
洁，水、电、通讯都和城市一样方
便，天然气马上也要开通了……”

谈起家园的变化，周吉龙喜不自
胜。去年，眼见游客越来越多，他
便利用自家的院坝开起了农家乐，
生意日渐红火。

在放牛村，和周吉龙一样依托
环境的嬗变开办农家乐、民宿的居
民，如今已有50余家。近年来，南
岸区将农村人居环境整治与促进
农村增收致富相结合，紧紧围绕林
果、花卉、盆景三大特色效益农业，
大力发展林下经济，全区现有耕地
80%以上种植了花木、水果等生态
经济作物，引导产业化龙头企业与
合作社、家庭农场、小农户开展生
产经营合作，培育农业龙头企业17
家、家庭农场17家、专业种植大户
67户。

依托特色产业，南岸区大力发
展全域乡村旅游，做精桃花园、石
斛园、杜鹃园、铜锣花谷等园区，建
成一批休闲观光、乡村民宿、健康
养生、农业研学等园区，实现了“园
区”变“景区”，创建全国“一村一
品”示范村1个、市级“一村一品”示
范村4个、市级休闲农业与乡村旅
游示范村3个，南山被授予“中国南
山杜鹃盆景之乡”称号。

2019年全区共接待游客865.4
万人次，实现旅游收入25.5亿元，
同比分别增长9.1%和31.9%。

干群同心齐参与
乡风文明气象新

乡风文明建设是农村人居环
境整治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实现
乡村振兴的重要保障。

“环境整治，人人有责。”“垃圾
不落地，乡村更美丽。”……在南岸
区广阳镇，倡导文明新风的标语随
处可见。

“没有了垃圾堆积、污水横流
臭气熏天的景象，到处都整洁漂
亮。”眼前的景象让村民颇为感慨。

“生活垃圾严格分类，由专人
清运，实施卫生检查评比制度、‘门
前三包’制度等长效管理机制，生
态环保的绿色生活方式正逐渐深
入人心。爱护环境，老百姓正在从

‘要我做’到‘我要做’转变。”广阳
镇相关负责人介绍，镇里先后开展
了环境卫生评比和星级院落评选，
形成比学赶超的良好氛围，群众爱
护生态环境的意识进一步提升。

广阳镇村民生活方式的转
变，正是南岸区坚持党建引领，加
强文明乡风文明建设引导村民讲
文明、树新风取得显著成效的重
要体现。

南岸区坚持党建引领，积极推
广“三事分流”“三级联动”“131院落
小区自治”等乡村社会治理创新经
验，将垃圾处置、庭院美化等内容纳
入村规民约，并定期开展环境卫生
评比和星级院落评比，以此激发村
民内生动力，将“要我做”变为“我要
做”。为进一步提升群众思想意识，
南岸区还在“一报一网一台”开设乡
村生态振兴专栏，定期开展专题宣
传。在南山植物园、迎龙湖湿地公
园以及示范村庄开展实景展示，请

“两代表一委员”、媒体记者以及群
众代表前去体验，激发群众主动参
与农村人居环境整治的意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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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年，南岸区农村人
居环境整治取得阶段性
成效。农村基础设施日
益完善，生态环境质量持
续好转，农民收入稳步增
加，初步呈现乡村美、产
业兴、百姓富的有机统
一。

生态引领靓底色

广阳岛建设长江生
态文明创新实验区，打造

“长江风景眼、重庆生态
岛”；南山建设城市山地
公园，打造国家中心城市
的生态“绿芯”；建成主城
最大的国家级湿地公园
——迎龙湖湿地公园，湿
地保护面积364公顷。

全 区 森 林 覆 盖 率
43%，人均公园绿地面积
18.47平方米，形成“半城
山水半城绿”空间布局。
2019年全区空气质量优
良天数310天、列主城区
第二名，地表水质量排名
全市前列。

农旅融合兴产业

大力培育南山“赏花”旅游品牌，打
造春游樱花、夏憩民宿、秋赏盆景、冬采
腊梅全域全季乡村旅游精品线路。

通过利用“旅游＋”“生态＋”等模式
拓展观光采摘和休闲体验功能，发展以
明月山脉为核心的沿线“广回枇杷”“吴
小平葡萄”“正国果园”等乡村观光采摘
园、四季垄耕农事文化体验园、环迎龙湖
湿地休闲运动园。

成功打造农民丰收节、南山樱花节、
南山腊梅节、江南枇杷节等农业旅游节
会品牌。成功创建全国“一村一品”示范
村1个、市级乡村振兴重点村1个、市级

“一村一品”示范村4个、市级休闲农业
与乡村旅游示范村3个。南山被授予“中
国南山杜鹃盆景之乡”称号。

2019年全区休闲农业经营主体达
到288个，接待游客865.4万人、同比增
长9.1%，实现旅游收入25.5亿元、同比
增长31.9%。

改革创新富百姓

探索生态移民机制，开展农村“三
变”改革试点和农村土地“三权分置”改
革，全面推进农村产权制度改革。

探索“龙头企业+专业合作社+农
户+村集体经济组织”建立联合体模式，
沿迎龙湖至银湖村靠明月山侧布局融生
产、生活、生态于一体的乡村产业群。

建设集花海、书院、公园于一体的广
福花果山“江南新城农旅后花园”。打造
南山盆景品牌展示、研发、体验中心、专
家大院等项目，传播盆景欣赏文化。

远期谋划大南山片区农民携“承包
地、宅基地”权证下山进城，依托“承包
地、宅基地”实体入股村集体组织，以

“腾笼换鸟”、耕林占补平衡方式，依托
“村集体组织+专业合作社+行业联盟”
联合体形式整体发展旅游观光、休闲赏
花、森林康养、会议培训、运动美食农旅
综合体。

2019年，全区农村居民人居可支配
收入达到23059元，同比增长9.6%，连续
19年列全市第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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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阳镇 摄/李显彦

吴小平葡萄

游客在放牛村杜鹃园赏花游客在放牛村杜鹃园赏花

银湖村乡村风貌 摄/李显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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