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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区越变越好，我们的心情也越
来越好！”7月30日，大渡口茄子溪街
道永丰社区成铁家属区院坝里传来一
阵阵欢声笑语。

成铁家属区建于上世纪七八十
年代，基础设施差，缺乏管护，小区环
境每况愈下。近年来，九龙坡区将老
旧小区改造作为提升城市形象和改
善人居环境的重要抓手，进行全面改
造提升。经过多次走访调研、上门收
集意见建议，去年10月，成铁家属区
迎来综合改造。

修缮破损屋面约2300平方米，
道路平整约2500平方米，规整楼体
外线缆约1500米，翻新楼梯护栏约

380米，更换10栋房屋的消防设施，
改造雨污管网约 180 米，地面绿化
铺装约100平方米……经过数月努
力，目前成铁家属区综合改造项目
已全部完工，惠及 10 栋、123 户居
民。

2019年九龙坡区共有7个综合
改造和管理提升项目，其中成铁茄子
溪家属区、长征重工伏牛溪家属区作
为综合改造项目，目前均已完工；东
正社区、堰兴社区、沪汉社区、大堰社
区、革新社区作为管理提升项目，已
确定自治管理模式，逐步探索引导居
民自治管理。

大渡口区融媒体中心 李润梅

大渡口 老旧小区变了模样

从家顺着硬化的村道公路走约摸
5分钟，就到了上班的中药材扶贫车
间，“挣钱顾家两不误，安逸！”新搬到
润溪乡樱桃井村易地扶贫搬迁集中安
置点的周素碧乐呵呵地说。

彭水将易地扶贫搬迁作为打赢打
好脱贫攻坚战的头号工程，建成三义
乡莲花村等12个集中安置点，实现贫
困群众搬得出、稳得住、能致富。

三义乡位于彭水县城北部，曾是
重庆18个深度贫困乡镇之一。看到
屋，走到哭，水苦涩，土贫瘠。建卡贫
困户罗必法曾住在海拔1000多米的
高山上，从山上到山下要走1个半小
时，吃的是玉米、红苕、洋芋“三大坨”。

如何让贫困群众搬得出？彭水县
探索建立“三三机制”，实现“三合两不
两有”。

三个公示。分别对拟搬迁对象名
单、拟搬迁对象的旧房复垦面积、新建
安置点被占地面积进行公开公示，充

分保障群众知情权，调动拟搬农户积
极性。

三个协议。分别签订搬迁协议、
农房整宗地收储或旧房宅基地复垦协
议、安置点被占地农户土地承包经营
权集体收回及补偿协议。

三个方案。完成安置点修建性详
细规划、勘界、民房及附属设施布点
后，分别编制搬迁农户房屋拆旧建新
方案、基础设施和公益设施农用地转
用及报批方案、安置点建设总体方案。

实现用地合规、规划合理、程序合
法、面积不超标、负债不超标、房屋有
产权、后续有保障。

去年8月，罗必法一家从山上搬到
山下，住进莲花村易地扶贫搬迁集中
安置点，家里新添置了冰柜、洗衣机，

木板床换成了席梦思。罗必法兴高采
烈地说：“老母亲住在这里都不想回老
家了。”

2018年以来，彭水建成三义乡莲
花村、大垭乡冬瓜村等12个集中安置
点，目前已安置贫困群众268户1002
人。如何让搬迁群众稳得住？彭水坚
持“两条腿”走路。

合理科学规划选址，引导搬迁群
众向“城镇、景区、工业园区、农业基
地、农民新村”5个区域搬迁。目前建
设的12个集中安置点，位于场镇5个、
景区2个、农业基地以及农民新村5
个。

合理完善配套实施，加快安置区
水、电、路、气、网等基础设施和教育、
卫生、文化等公共服务设施建设。目

前全县累计投入67158.6万元，配套完
善基础设施、公共服务设施，为后续稳
定脱贫致富创造良好环境。

周素碧家所在的润溪乡，根据樱
桃井村易地扶贫搬迁集中安置点辐射
半径，发展了3000多亩中药材、经果
林，壮大村级集体经济。

“有了产业保障，才能稳住搬迁群
众的心。”彭水县发展改革委主任王传
军介绍，12个集中安置点结合资源禀
赋和区位优势，按“一点一品”全面配
套了农产品加工、旅游接待、中药材种
植、淡水养殖等12个产业设施项目，
目前已带动搬迁户就业务工300人，实
现户均增收12000元以上。

彭水县融媒体中心 杨元忠

彭水 搬出穷山宜居宜业

办理一张结婚证要多久？如果是
在城里，提前预约后，不到1个小时就
能办完。但綦江打通镇的一些新人单
是路上奔波的时间就需要至少1天。

如何让群众少花时间少跑路？打
通镇被纳入重庆市经济发达镇行政管
理体制改革试点，通过推进权责统一、
大部门制、简化审批等工作方法，开启
了探索深化行政管理体制改革之路。

191个事项就近办
“开心事反而变成了糟心事。”打通

镇公共服务中心主任陈光学说，以前不
少群众抱怨，领个结婚证要先包车从村
里到镇里，再从镇里坐大巴车到70多
公里远的綦江城区。有的村往返路程
长达220公里，一天跑个来回时间都紧
张得很，还不要说得花四五百元路费。

作为重庆经济百强镇，打通镇常
住人口8万余人，与贵州毗邻乡镇商
贸往来频繁。但与其经济规模相比，
打通镇拥有的行政权限显得“捉襟见

肘”。“就像脚大鞋子小，在公共服务、
经济社会管理等方面面临不少制约。”
打通镇党委书记张智说。

变化出现在打通镇被纳入行政管
理体制改革试点镇后。自2018年起，
綦江区政府分批下放打通镇191项区
级经济社会管理权限，主要涉及社会保
障、城市管理、文化卫生等方面。目前，
仅社会保障类就已办理86612件，让群
众和企业的问题实现了“就近办”。

联动执法解决老大难
如何接好、用好权限，是摆在打通

镇面前的新问题。
对此，镇里采取“请下来、走上去”

的方式，派干部上挂区级相关部门业务
学习，区级部门采取定期调研、下派业
务骨干挂职指导等形式开展“传帮带”，
确保接权精准、管权规范、用权高效。
在张智看来：“无论人员还是业务层面，
镇里对下放的权限都接住了。”

位于场镇凤台路的一个三叉路

口，曾是烧烤摊主与城管执法人员的
“必争之地”。每天晚上8点到次日凌
晨3点，近10家烧烤摊蜂拥而至，占道
经营。“以前管起来，力量薄弱，治标不
治本。”打通镇综合行政执法大队负责
人娄小军坦言，作为城管执法人员，他
的权限只能让摊主搬离公路，而涉及
到噪音扰民、营业资格等，则需要派出
所、市场监管所等部门联动执法。

“现在这一情况有了很大改观。”
打通镇人大主席张兴恒介绍，该镇统
筹综合行政执法办公室和大队合署办
公，完成专职巡防队和消防队融合编
组，构建起“大执法”格局。“力量整合
后，我们打出了一套组合拳。”张兴恒
说，截至目前已依法纠治占道违停机
动车400余辆，强制拆除彩钢棚200
余处，彻底根除三轮车非法运营顽疾。

签字盖章结束“长征”
走进打通镇公共服务中心大厅，

迎面是显眼的咨询台，工作人员随时

提供业务办理引导，大门两侧屏幕则
滚动显示着审批服务事项清单。这个
面积超过1000平方米的大厅，已入驻
社保、建管、民政等7个部门。

“一个窗口就能办完所有事，贴心。”
不久前，大罗村村民赵福全想在自家宅
基地上建房子，没有遇到要跑多个部门
签字盖章的麻烦。“以前村民建房手续
繁、关卡多、时间长，需要往返镇村5次
以上。”张兴恒说，打通镇推行审批服务
改革以来，群众最多跑一次已成为常态。

最近几天，正邦集团重庆景祥生
态农业开发有限公司10万头生猪养
殖项目正在抓紧开工，将建设包括生
猪养殖、物流冷链、肉制品深加工等在
内的现代农业科技循环产业园。“一个
字，快。”项目负责人谭杰说，简化审批
环节后，省了不少时间和经济成本。

随着打通的行政管理体制改革不
断深入推进，这个渝黔边界的小镇正
逐渐将改革活力转化为发展动力。

綦江区融媒体中心 吴长飞

綦江

8月2日，万州港江南集装
箱码头，龙门吊正在转运进口
的粮食。

万州港发挥铁水联运优
势，与四川地区的城市广泛合
作，推进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
建设。今年上半年，该作业区
通过铁水联运已向四川转运
38万吨粮食。
万州区融媒体中心 冉孟军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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沙坪坝 数字经济带动工业逆势增长
上半年，沙坪坝区规模工业总产

值同比增长12.3%，其中数字经济实
现产值947亿元，同比增长13.6%。

大学城工投大厦12楼的易法通
法律咨询服务公司，员工仅有170余
人，上半年在停工两个月的情况下，
营业收入实现了3500万元，环比增
长40%。秘诀是什么？总经理张天
金的回答是：“充分运用互联网思维，
抓住数字经济带来的红利。”

易法通运用互联网和电商平台，
让中小企业的法律服务成本降低了
70%左右；自主开发法律人工智能，
包括专业的法律咨询搜索引擎、法律
服务机器人等，可以对法律实务进行
大数据分析，提前为企业“避坑”。加
上疫情让越来越多的中小企业选择
线上法律咨询，上半年易法通的客户
需求增加了86%，服务的会员企业超
过1万家。

在一个“空旷”的房间里，戴上一
副专业的眼镜，眼前就浮现出了三室

一厅的样板间。房间内的家具家电可
随意挑选样式、调整摆放位置，直到对
房间的装修装饰风格满意为止。

这是重庆建筑科技职业学院虚
拟现实技术实训基地的一个应用场
景。像这样的实训基地，学院共有31
间，包括虚拟步行、VR图形工作站、
3D扫描与无人机、多人互动与全息、
洞穴、虚拟驾驶等。

打造虚拟现实技术研发与产业
聚集基地也是沙坪坝区发展数字经
济重点项目之一。沙坪坝区共梳理
出数字经济重点项目112个，估算总
投资约504.7亿元，涉及新型基础设
施、数字产业化、产业数字化、城市智
慧管理等领域。目前，沙坪坝区已有
建成项目14个、在建项目75个、新开
工项目16个。

沙坪坝区融媒体中心 杜开舟

巫山 迁厂回乡为济困

8月3日，巫山县官渡镇的一家服
装厂里，女工们正忙着加工制作服
装。

官渡镇是劳务输出大镇，每年外
出务工人数超过1万人。今年受疫情
影响，中年妇女外出就业难度增加，在

县城办了10多年服装厂的白莉、姚华
夫妇决定把厂搬回官渡老家，帮助乡
邻就业。6月28日，新厂正式运行，解
决了附近100多名妇女就业，其中贫困
户40人、残疾人10人。

巫山县融媒体中心 卢先庆摄

璧山 美化坡坎崖 处处现新景
最近，位于璧山区铁山路与银山

路之间的紫陌公园引来不少市民游
玩：“以前这里到处是建筑垃圾和野
草，不到1年时间就变成了这么漂亮
的公园！”

紫陌公园占地50余亩，充分利用
高压廊道下的城市边角地修建而成，
园内植物品种达60余种，以水生植
物、果树和农作物为主要特色，还充
分融入了田园文化，让市民在城区就
能观赏到乡村美景。

今年，璧山区深度推进坡坎崖绿

化美化，对城中重要山脊线上已有建
筑、城市坡地、堡坎、挡墙、高切坡和
自然山体崖璧等绿化“秃斑”进行景
观化治理，打造老百姓家门口的立体
公园，让城区处处现新景。

“我们将以城带乡，在 15 个镇
街完成360处以上坡坎崖绿化美化
建设，建成15条以上立体绿化示范
街区，逐步实现城市园林全域化发
展。”璧山区城市管理局局长谭良宽
介绍。

璧山区融媒体中心 熊浩 曾清龙

传统商贸、线下服务普遍受到冲
击的大背景下，江津区扎实做好“六
稳”“六保”，上半年批发零售业销售
额突破300亿元，实现较快增长。

“首先得益于支持‘大块头’们的
激励政策出了实效。”江津区商务委
相关负责人介绍。近年来，随着和润
国际汽摩城、双福国际农贸城、攀宝
钢材市场等一批专业市场发展壮大，
其产业集聚效应显著增强。江津区
通过对专业市场等“大块头”进行政
策扶持，有力推动了批发零售等商贸
服务行业迅速回暖。以双福国际农
贸城为例，今年上半年，该市场日均
交易量达1.3万吨，日均交易额近1亿

元。
其次是积极举办线上线下活动，

提振消费信心。全区共发放电子消费
券800万元，领券20万人次，直接带动
消费近1亿元。餐饮外卖商户增加到
2500余家，餐饮企业线上营业额达
3000万元。

大力发展新业态新模式，努力培
育新增长点。江津区大力实施电商
直播带货“2111”工程，构建电子商务
新业态、新模式，初步形成业态丰富、
服务范围广泛、线上线下深度融合的
消费环境。上半年全区网络零售额
达14亿元，同比增长203％。
江津区融媒体中心 黄柏添 陆海银

脱贫摘帽后，如何有效巩固脱贫
成效？曾经的市级贫困村——巴南区
双河口镇塘湾村紧紧抓住产业发展这
个“牛鼻子”，通过延伸产业链条、推动
品牌化、完善销售渠道等方式，不断推
动脱贫产业提档升级，发挥出了重庆
市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有机衔接示范
村的示范作用。

高山梨名气渐响
塘湾村曾是巴南区5个市级贫困

村之一，为破解“空壳村”发展难题，开
拓出脱贫致富新路，当地在羊鹿山上
发展起968亩黄翠梨，作为扶贫主导
产业。

为了让农户尤其是贫困户稳定
增收，当地构建了利益联结机制，将
财政投入的扶贫帮扶资金作为股金，
集体“三资”为股本，创办红股农业公

司，引导当地350户农户以土地入股
参与，其中建卡贫困户19户。随着黄
翠梨的逐渐投产，农户收益也开始增
加。

“我家的 12.25 亩土地入股到公
司后，每年拿到流转租金 6000 多
元。2019年，梨产业分红1万余元。
我还在水果基地打工，一年收入7000
多元。”建卡贫困户李宗港乐滋滋地
说。

虽然贫困户脱贫了，但离致富还
有很长一段路。为此，巴南区将脱贫
攻坚三年行动计划与乡村振兴规划进
行了有机衔接，在产业发展上，结合当
地的地理、资源等实际，明确了塘湾村
的后续发展规划，那就是进一步做大
做强黄翠梨这一主导产业。

为此，塘湾村的黄翠梨产业开始
谋划提档升级。今年7月17日，首届
双河口镇羊鹿山采梨节盛大开幕，成
为塘湾村完善产业链条、提升产业发
展质量的一次尝试。

“我们的黄翠梨是真正的高山生
态梨，品质没得说，通过举办节会，名
气大了，今后肯定卖得更好。”巴南区
相关负责人说道。

“微产业”持续发展
前些年，为了加快脱贫步伐，巴南

区在塘湾村大力推动产业到户，凡是
有意愿、有能力保证周边人居环境卫
生的贫困户，都鼓励其发展鸡鸭猪羊
等“微产业”。

“我们对参与养殖产业发展的贫
困户都给予一定的补助，鸡鸭等每只
补助 20 元，猪牛羊等每头补助 800
元。”双河口镇相关负责人说，在帮扶
干部、社会消费扶贫、电商平台等各
方面推动下，不少贫困户收入大幅增
加。

塘湾村贫困户耿品煜身患疾病，
无劳动能力，生活拮据，一度非常悲
观。在当地政府帮助下，他的妻子申
请了小额贷款，饲养土鸡200余只，每
年增收上万元，实现了稳定脱贫。

假设没有干部帮扶，自己参与市
场竞争，这些“微产业”怎么办？为了
解决这个问题，当地开始在品牌建设
上下功夫，首先尝试打造了“羊鹿山高
山土鸡”品牌，着力实现塘湾村“微产
业”的可持续发展。

通过最近两年的发展，“羊鹿山高山

土鸡”品牌逐步得到市场认可。2019年，
塘湾村参与养殖的28户贫困户共累计养
殖（或出栏）牛7头、猪50头、羊15只、鸡
鸭鹅700余只、蜜蜂5桶，产值达50余万
元。

常态化直播解决销路
产业发展得好不好，销售很重

要。一直以来，塘湾村农产品的销售
方式都在不断更新。从最开始的自己
卖，到进超市进企业，再到网上销售，
如今，在直播带货成效显著的前提下，
塘湾村的常态化直播也开始上线。

“我们第一场直播是在今年3月3
日。”双河口镇扶贫办负责人翟帅说，
短短1小时就卖出了血橙3100公斤、
鸡鸭10余只、花菜50公斤。尝到甜头
的塘湾村开始将直播带货作为一种日
常销售手段。

目前，红股农业作为村集体企业，
已经确定了专门的人员从事直播带货
工作，实现了常态化直播。“这次采梨
节期间，直播间1个小时就卖出了约
2000斤黄翠梨。”翟帅说。

巴南区融媒体中心 李雪飞

巴南

江津 上半年批零销售额破300亿元

推动数字经济高质量发展推动数字经济高质量发展

万州万州
铁水联运忙铁水联运忙

开州 推进核心商圈发展建设
“电影院重新营业了，赶紧来感

受一下。”8月2日傍晚，市民吴女士
和闺蜜相约来到开州未来时代影城
重温经典影片。

未来时代影城位于开州金街商
圈中心区域，这里人流密集，商业繁
华，影城旁边还有一条火锅美食街，
每天食客众多。数据显示，目前开州
城区商业面积达240万平方米，已创
建市级社区便民商圈7个、市级商业

特色街区3个（条）。去年，开州城区
商圈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和商品销
售总额分别达到90亿元和207亿元。

开州区商务委副主任王继平介
绍，开州将以建设三峡库区城镇群消费
中心城市为抓手，着力构建服务周边的
大商贸、大物流、大市场格局，计划在今
年内新增线上商贸、规模以上服务企业
50户，力争核心商圈零售额突破100
亿元。 开州区融媒体中心 冉绢

渝黔边界小镇的行政管理之变

塘湾村三招巩固脱贫成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