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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亏了政府的及时帮助，基本生活不用愁！”5月
25日，低保户梁正云对来入户了解自己生活保障情况
的綦江区郭扶镇民政办干部朱癸谦说道。

50岁的梁正云家里3口人，父亲84岁高龄，女儿正
在读中专，收入微薄的他此前被纳入低保户，每月有
961元救助金。后来，梁正云被识别为建档立卡贫困
户，镇里为他安排了公益性岗位，负责清扫村级公路，每
个月多了1700多元的固定收入。

按照低保兜底政策，贫困户家庭人均月收入超过低
保标准2倍，可纳入渐退期管理，继续享受6个月低保后
再核查收入情况。今年1月，梁正云户低保渐退期满，
家庭有收入且超过低保标准。因此，郭扶镇当月申报停
发了他的低保。

不料4月的一天，梁正云上山砍柴，不小心摔伤致
多处骨折，卧病在床，公益性岗位劳动也不能参加，家庭
又陷入困境。

“我们担心他失去固定收入，有返贫风险。”綦江区
民政局副局长陈丽说，通过开展脱贫攻坚兜底保障挂牌
督战，区民政局立即安排工作人员上门收集申请资料，
当月就帮梁正云申请办理了低保，每月能领到1348元
救助金。

社会救助兜底保障作为打赢脱贫攻坚战的最后一
道防线，事关完全或部分丧失劳动能力的贫困人口能否
如期脱贫。綦江区民政局计划从4月开始，在11个街
镇16个村居（含7个贫困村）开展脱贫攻坚兜底保障挂
牌督战行动，以调研、访谈、入户、筛查发现的问题整改
为导向，确保兜底保障不落一人。

綦江区融媒体中心 吴长飞

建设海绵城市让城区更有“弹性”

5月的北碚绿意葱茏，位于城区内的龙滩子水库更
是鸟语花香、碧波荡漾，引得不少市民来此打卡游玩。

2013年至今，北碚区对多个湖库实施了水环境综
合整治，让湖库成为一道亮丽的风景线和居民休闲娱乐
的好去处。

几年前，因城市管网基础设施建设不完善、截污不
彻底等原因，龙滩子水库一直是饱受诟病的臭水凼。
2013年起，北碚区总投资4000余万元，对龙滩子水库
的水环境进行了综合整治，并实施了水质提升工程和水
库上游来水生态修复工程。

过去，由于山王溪沿岸一些餐饮企业、工业企业污
水及当地居民的生活污水直排入溪，让溪边的翡翠湖成
为臭水湖。北碚区通过外源截污、内源清淤、生态治理
等举措，让山王溪流域基本实现水清、岸绿、河畅、景美。

除了这两个湖库外，北碚区还对高坪水库、回龙桥
水库、梅花山山坪塘等多个湖库进行了水环境综合整
治。经过整治，这些水库水质明显好转，生态系统基本
恢复，自我调节和自我净化能力提升，形成了水生生态
环境与人文资源均衡发展的新型滨水空间格局。

北碚融媒体中心 霍吕

綦江 兜底保障不落一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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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夏时节，在璧山区秀湖汽车露
营公园内，“海绵停车场”和“海绵停车
位”正发挥着渗水净化和适量保水的
功能。

公园的每个停车位中间设计有一
个凹槽，凹槽内铺设有鹅卵石。这个凹
槽可收集雨水，并通过鹅卵石对雨水中
的泥沙等渣滓进行过滤，而后被过滤的
雨水进入地下。同时，车位旁的沥青道
路还设计有线性排水沟，其地面部分宽
约1厘米，地下部分则有30厘米宽，雨
水流入排水沟，可为车位周边植物根系

提供充足水分。
“海绵停车场”的修建只是璧山区

海绵城市建设的一个缩影。
自2016年实施“海绵城市”建设试

点工作以来，璧山区已建成“海绵城市”
项目51个，已完成建设面积8.4平方公
里，均通过国家或市级考核验收，建立
起了较为完善的海绵城市建设工作机
制和技术体系，为下阶段全面推进海绵
城市建设打下了坚实基础。

这些已建成项目包含很多基础设
施建设和污水治理、自然生态系统绿色

净化、亲水环境打造等，不仅能为城市
居民带来显著的环境效益和社会效益，
还能通过绿色基础设施和灰色基础设
施共存，降低系统运行成本，带来显著
的经济社会效益。

“海绵城市建设是一项非常系统的
工程，不可能一蹴而就。”璧山区住房城
乡建委负责人介绍，今年计划实施的14
个项目已全部启动，将在年底完工，届
时璧山将再增海绵城市建设面积4.1平
方公里。

璧山区融媒体中心 连宏宇 熊浩

涪陵区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进展顺利，清产核资、
集体经济组织成员界定等工作正在稳步推进。区政府要
求各乡镇街道要在今年8月底前全面完成农村集体产权
制度改革，并在9月底前组织第三方区级验收、总结等工
作。

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是为了赋予农民更多财产
权利。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首先要摸清家底，进行清
产核资，确认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身份，并赋予这些农民对
集体资产股份占有、收益、有偿退出及抵押、担保、继承的
权利。

为深入推进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工作，涪陵区相
关职能部门密切配合，各乡镇（街道）积极落实，农村集体
产权制度改革工作进展顺利。截至目前，全区2899个涉
农集体经济组织（村级369个、组级2530个）有1928个
完成清产核资工作，占66.51%；有549个完成集体经济
组织成员界定，占18.94%；有239个完成股权配置，占
8.24%；有199个全面完成农村产权制度改革工作，占
6.9%；量化资产总额24531.87万元，确认集体经济组织
成员身份112211人。 涪陵区融媒体中心 杨莉菊

涪陵 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8月完成

渝北
三个村子“合伙”做大集体经济

东河畔生产互助农业股份合作
社投资1500万元、占地约190亩的新
科技农业（鱼菜共生产业）示范基地，
近日在渝北区统景镇江口村动工开
建。“1年后建成投产，2年后将获得产
业收益分红，3个村一起来唱好集体
经济这台戏。”统景镇负责人充满信
心。

远景、江口、长堰 3 个村依托
5500亩柑橘产业，合力建起集体经济
组织东河畔生产互助农业股份合作
社。成立一年多来，经过不断探索好
机制，培育好人才，引进好项目，发展
势头可喜。

探索好机制

2019年8月，渝北区实施“双十
万工程”，在全区新建10万亩经果林
和10万亩生态林，统景镇远景、江口、
长堰3个村也因此种植了5500亩柑
橘。

“统景是典型的丘陵山地，多为
馒头山、巴掌田、鸡窝地，农业效益
低。每个村产业规模都不大，人手不
够，人才更缺。”统景镇相关负责人
说，远景、江口、长堰3个村都地处东
河畔统大（统景到大盛镇）路沿线，地
形地貌、产业结构、劳动力资源相
近。走访调查后发现，3个村分别成
立生产互助合作社，既加大了管理成
本，又造成人员紧张。

最后，镇里决定，结合“三变”改
革探索“三社融合”，将农民专业合作
社、供销合作社和信用社有机融合
后，3个村联合成立跨区域集体经济
组织东河畔生产互助农业股份合作
社，下设生产部、供销部、财务部，组
织产业的生产、加工、销售和融资等，

园区实行统一管理。
为调动群众出土地、出劳力、出

资金，积极参与集体经济组织建设，
统景镇在江口村6社设立了辐射3个
村的“民情茶室”。镇领导、驻村领
导、驻村干部、村干部在这里轮流听
取群众意见、建议，以面对面喝茶的
方式拉家常、宣传政策，解决集体经
济发展中存在的问题。

截至目前，东河畔生产互助农业
股份合作社已完成土地宜机化整治
4000亩，栽植优质柑橘3000余亩13
万株，曾经的荒土、坡地现已地块整
齐、柑橘成林。

培育好人才

35岁的邓敖大学学的是机械设
计专业，被聘用在统景镇平安办上
班。去年12月，邓敖被选派到江口村
任村主任助理，并兼任东河畔生产互
助农业股份合作社生产部部长。

“想搞好集体经济，关键还得有
人才。”统景镇相关负责人介绍，村支
两委干部与过去相比，从文化、年龄、
专业等方面有所改善，但要担起集体
经济发展的重任，既缺产业生产方面
的技术人才，又缺运营方面的管理人
才。

为打破人才制约，统景镇一是从
基层站所里选派有专业技能、懂产业
管理的干部到互助合作社任职；二是
把年富力强、敢闯敢干的村干部调整
到后进村任职；三是发现、选用农村
致富带头人，带出去学，通过看、学、
仿、研，培养成适合本村产业发展需
要的人才；四是面向社会招录乡村振
兴需要的各类专业人才，储备一批村
专职干部后备。

“专业对口，感觉有了用武之地。”
邓敖担任互助合作社生产部部长后，不
但发挥自己的专业特长，完善、优化了
园区水肥一体化灌溉系统，节约了人
力、肥水成本，还掌握了柑橘定植、修
枝、病虫害管理技术。

引进好项目

5月初，互助合作社投资580万
元的集体经济项目肉兔健康养殖示
范场在长堰村开工建设。该项目建
成后，可年存栏母兔1500只，年供优
质断奶仔兔6万只、基础母兔1500
只、商品兔6万只，预计每年能实现纯
利润101.25万元。

互助合作社还在完成园区土地
整治和苗木栽植后，套种南瓜、西瓜、
茄子、辣椒等蔬菜，增加农民的增收
渠道、解决农民就业问题。同时配套
建设鱼苗基地、醋厂、彩色稻田、水果
分选中心、农产品交易市场、有机肥
厂等，加速形成东河畔园区产业链
条。

江口村3社是东河畔园区的核
心景观示范点。互助合作社引进黄
花园酱油厂，投入1676万元打造黄
花园古酱坊，新建黄花园产学研体
验中心1个，配备古法生产体验区、
产学研基地、接待中心、停车场、观
光道路、水体景观等。

在江口村新开建的鱼菜共生基
地则规划有100亩的现代农业种植，
约 90 亩的鱼菜共生产业及配套基
地。

远景人、江口人和长堰人都坚
信，三村合力，定能在5500亩土地上
做足文农旅融合的大文章。
渝北区融媒体中心 郑和顺 马胜辉

江津 快递小哥助力禁毒宣传

从5月25日起，江津市民从快递员、外卖骑手手中
取到的不仅只有快递与外卖餐品，还有一份禁毒宣传
单。

江津区禁毒办联合区公安局、团区委和市邮政管理
局六分局，组织德邦物流、顺丰快递、圆通快递等10家
邮政快递物流公司开展江津禁毒助跑志愿主题活动，让
禁毒宣传走进千家万户。江津区融媒体中心 郑同燕

北碚 湖库水环境整治显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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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情缓解，急于增产，可还缺
300名员工，重庆创宇后天信息技
术有限公司总经理李云云焦虑万
分。紧要关头，永川区机关干部进
企业“四帮一体验”活动第一批驻企
的张晓东、邝昌军，通过各个网络渠
道发布招聘信息，同时联系人力资
源公司和在永高校到企业实地考察
对接，成功为企业招聘员工100余
名，解了企业燃眉之急。

为进一步促进机关干部观念再
转变、认识再提高、服务再优化，更
好地帮助企业战疫情、渡难关、早达
产，永川区组织千名机关干部进企
业开展“四帮一体验”活动，即帮助
企业做好疫情防控、解决困难问题、
落实优惠政策、完善发展思路，体验
企业发展艰辛，查找自身服务差距。

活动分10期进行，每期两周时
间，100名干部进驻50个企业。为
保证活动有效开展、不走过场，进驻
干部均与派出单位脱钩，潜心在企
业“上班”，永川区民营经济促进中
心通过每天钉钉打卡上下班、随机
实地暗访、电话询问企业等方式核
实。

第一批进驻企业的 100名干
部，主动融入企业，理政策、查问题、
找需求，并根据实际展开工作，帮助
跑部门，跑银行，跑中介；深入一线
搞防疫、学操作、量地块；开展业务
培训、茶话座谈、交流活动。重庆弘
立电子有限公司负责人何旭梅说：

“进驻干部严格遵守公司纪律，和员
工相处融洽，积极参与公司工作，协
调解决公司生产发展中存在的问
题，我们很欢迎。”

100名干部还化为一个协调团
队，发现问题后第一时间通过微信
群交流群反映，其它进驻干部主动
协调对接各自所在单位，打破部门
间壁垒，形成工作合力。

4月26日至5月9日，“四帮一
体验”第一期活动顺利完成，取得良
好成效。短短14天内，帮助企业落
实政策73个，办理解决反映问题94
个。 永川区融媒体中心 王其深

大足
有条会呼吸的
“海绵步行街”

像海绵一样具有“弹性”、能“呼吸”的
步行街，你见过吗？作为大足区推进海绵
城市建设的一个样本，龙岗路商业步行街
受到市民广泛认可。

龙岗路步行街位于大足老城区腹地，
濑溪河以北，全长约845米，沿线商铺门
市密布，是老城区核心休闲购物中心。步
行街地下管网探测报告显示，步行街原排
水通道多为雨污合流沟渠，于2018年5
月15日开始实行半封闭施工改造。

改造工程中，透水铺装、环保型雨水
口、下沉式绿地、生态树池、多孔纤维棉
……一系列特殊设计的应用，提升了步
行街对雨水的存蓄、净化能力，缓解城市
排水系统压力。下雨时吸水、蓄水、渗
水、净水，需要时将存蓄的水“释放”出来
并加以利用，通过这些设施调节，步行街
就像海绵一样具有“弹性”，会“呼吸”了。

“以前一下大雨，这条路路面就容易
积水。现在好了，即便下雨，路面还是干
爽的，走起安逸多了。”市民唐萍说。

大足区海绵城市建设项目多，涵盖房
屋、道路、公园等各种建设类型。今年投
用的大足区龙岗一小南山校区，是大足区
第一所按照海绵城市建设的学校。校园
内，仅大大小小的“雨水花园”就有10多
个，每个花园内栽种有鸢尾、芦苇等植
物。据设计方介绍，遇到降雨天气时，地
面和屋顶雨水流入“雨水花园”后，经过花
园的储存——净化——吸收，能够有效提
升水质。

位于海棠新城的财信海棠国际小区，
规划建设时也将海绵城市生态理念融入
其中。大小不等的“雨水花园”分布在楼
栋之间，起到收集屋顶及路面雨水的作
用。同时，小区还将“雨水花园”的雨水进
行储存回收，用于绿化灌溉和清洗，利用
率达到95%以上，既节约了水资源，也实
现了生态环保。

充分运用海绵城市“渗、滞、蓄、净、
用、排”的建设理念，大足区全力打造天
蓝、地绿、水碧、城美的生态宜居城市。截
至2020年5月，大足区共有海绵城市建
设项目81个，已建成海绵城市1.244平方
公里，在建3.118平方公里。

大足区融媒体中心 毛双

5月25日，清晨6时，雨后放晴的梁
平双桂湖国家湿地公园便迎来了众多
爱好晨跑的市民。大家环湖慢跑，望远
处若隐若现的桥梁、观湖面不时掠过的
飞鸟，一呼一吸间尽享清风流水、芳草
萋萋之美。

引得市民们纷沓而至的双桂湖，曾
是梁平城区内一处水库，立足其独特的
水资源优势，按照“城市之肾、市民花
园”功能定位，梁平于2016年开始了湿
地公园的生态修复与治理。

经过持续开展湖岸带环湖湿地恢
复、水污染治理、外来物种治理等18项
生态保护修复工程，如今，双桂湖国家

湿地公园已成为国家湿地公园创先联
盟观察员单位和国家重要湿地。

“我们力争将双桂湖国家湿地公园打
造成为‘三峡风景眼、重庆生态湖’，它也
是我们城市湿地连绵体建设中的重要一
环。今年以来，梁平加速推进国际湿地城
市创建工作，这是海绵城市的升级版、放
大版。”梁平区林业局局长陈世康介绍。

梁平城市湿地连绵体的构建充分
利用了城区“一湖四库六水”优质水生
态资源，通过实施河湖连通工程，构建
了以双桂城区、梁山城区水系有机连通
并相互融合的湿地生态连绵带。

双桂城区湿地生态连绵带以双桂

湖为核心，安宁河、响水河、千明河、赤
牛溪、张星桥河、窝子溪为主脉，实施河
湖连通的生态连接，织就了“六水蜿蜒、
湿地绕城”的城市湿地有机网络；梁山
城区湿地生态连绵带以白沙水库为核
心，采取管网形式串联团结水库、备战
水库、白沙水库、沙坝水库，通过白沙
河、小沙河等主脉，利用水位差使水流
穿越城市而流动。

雨季不涝，旱季不枯，城市水文实
现良性循环。梁平以生态为笔、山水为
墨，一手写意湿地之美，一手创造品质
生活。

梁平区融媒体中心 吴平 余先怀

梁平 双桂湖边建起城市湿地连绵体

虽然下了一夜的雨，但家住滨江公
园附近的钟女士像往常一样，早上6时
就来到滨河西路开始晨跑。“以前下雨
后哪敢出来跑步哦，连走路都小心翼
翼，生怕一不小心踩到松动的砖，溅一
裤腿的污水。如今来到滨江公园，不仅
走路不会湿脚，就连雨后来跑步也没有
积水。”钟女士说。

这些变化与秀山县的海绵城市建
设密不可分。

秀山县城三面临水，常因强降水发
生城市内涝。自2016年3月成功申报
为市级海绵城市试点建设城市以来，秀
山县将“海绵”理念融入到工程建设当
中，充分发挥道路、植被等生态系统对

雨水的吸纳、蓄渗和缓释作用，为当地
市民提供了舒适、美丽的宜居环境。

花团锦簇、绿意盎然，备受秀山市
民喜爱的体育公园进行海绵化改造
后，展现出靓丽新姿。步道铺设用的
是当地自主研发生产的全硅石无粘胶
透水砖和透水沥青。“我们本地有丰富
硅石资源，全硅石无粘胶透水砖是利
用硅石开采工程中废弃硅石作为原材
料生产的，既解决了废弃矿石堆放破
坏生态的问题，也达到了培育产业、满
足工程材料所需。”秀山县城乡建委相
关负责人介绍。

公园内还修建了硅砂净化蓄水池，
并在绿化区域增设雨水花园、生物滞留

带、下沉式绿地、植草沟渠、人工湿地等
“海绵”设施，充分利用植被对雨水的吸
纳、缓释和阻滞，使大范围雨水径流得
到有效控制。

旧城着重解决城市内涝、雨污合
流、污水管网缺失等主要问题，新城在
坚持解决主要问题基础上，以增设“海
绵”元素、自然景观和提升城市品质为
主要目标，达到小雨不积水、大雨不内
涝、水体不黑臭、热岛有缓解的需求。

如今，秀山县城逢雨“看海”现象不
再发生，大街小巷的人行道“里子”、“面
子”焕然一新，公园、广场自然景观凸
显。

秀山县融媒体中心 彭璐

秀山 县城不再内涝 雨后不再“看海”

璧山 年底“海绵城市”项目建成65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