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走在冬日的渝中街头，处处鲜花
烂漫，这得益于渝中区鲜花长效工作
的持续开展。

为助力文明城区建设，进一步渲
染“花园半岛”氛围，渝中区加大在商
圈、网红景点、主要干道花卉景观布
置力度，丰富鲜花品种，提升栽植艺
术效果，目前全区共计栽植鲜花约
159.68万盆。

11月以来，渝中区城管局在枣子
岚垭步道、中山一路、中山四路、文图大
厦、渝州路、解放碑商圈、朝天门广场、
接圣街等重要节点、路段新增鲜花点位
11处，增加面积约为8555平方米，栽

植比利时杜鹃、仙客来等10余种鲜花
约65.85万盆。在品种上选取花朵丰
满、花色亮丽的鲜花，在栽植方式上因
地制宜，合理运用模纹花带、花境造型、
立体摆花等多种布置方式进行鲜花景
观提升。无论是人行还是车行，都能欣
赏到鲜花盛开异彩纷呈之景。

同时，渝中区城管局加强鲜花栽
植后的调整、修剪、补栽、清除枯花等
常态化养护工作，不断加大鲜花巡查
力度，对效果不好的鲜花及时进行更
换、补栽，以保证鲜花景观的最佳观
赏效果，力争打造推窗见绿，出门见
景。 通讯员 田凯洁

渝中 159万盆鲜花扮靓半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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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月 26日一大早，西城大道双
山晋愉公园旁边的双山花市已经人
头攒动，十分热闹。摊位上摆放着各
色各样的蔬菜、水果，不仅新鲜水
灵，而且价格普遍比超市、门店便
宜，农副产品、日常生活用品也应有
尽有。

“大爷，您卖的大白菜、胡萝卜都
是自己种的吗？”大渡口区市场监管局
市场监管科执法人员龚宇正在执行任
务。“都是我种的，新鲜得很，绝对没有
打农药。”老大爷回答。

“你们管理方一定要加强市场管
理，虽然经营者没有申办营业执照，但
市场里面的秩序管理要正规，经营者
要备案，做到货物来源有迹可循。”龚
宇又转头找到双山花市管理负责人胡
晓宇再三叮嘱。

为改善城市民生，鼓励社会投资
创业，大渡口区根据《无证无照经营查
处办法》（国务院令第684号）的相关
规定，适当放宽市场管制，合理利用城
乡公共空间，对指定场所内便民经营
活动实行豁免制度，免于申办营业执

照。本月初，大渡口区指定双山花市
集贸市场为“利用自己的技能从事依
法无须取得许可的便民劳务”集贸市
场，成为全市首个无须取得营业执照
也可从事经营活动的集贸市场。

“现在还是试运行期，所有经营户
我们都没有收取摊位费，周边很多市
民都会来这里赶场。”胡晓宇介绍。集
市只允许销售农副产品、日常生活用
品，或者个人利用自己的技能从事依
法无须取得许可的便民劳务活动，目
前设有露天摊位70余个，有经营者

100余户，分为自产自销区、技能服务
区和日杂百货区，每月逢“3、6、9”赶
场。

“按照规定，在县级以上地方人民
政府指定的场所和时间销售农副产
品、日常生活用品，或者个人利用自己
的技能从事依无须取得许可的便民劳
务活动，不需要营业执照，大家安安心
心做生意。”临走，龚宇还不忘给经营
户们吃“定心丸”，“但是必须在指定区
域、规定时间才行哦！”

大渡口区融媒体中心 廖雅尘

“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我们公司
的资金出现了困难，多亏了知识价值
信用贷，不仅及时解决了研发投入资
金缺乏等问题，还极大地鼓舞了我们
创业者的信心。”说起知识价值信用
贷，潼南区双恩农机制造有限公司负
责人刘奇深感受益匪浅。

“我们建立1亿元知识价值信用
贷款担保基金库，支持49家科技型企
业获得贷款 4510 万元。投入资金
1342万元开展专利资助，引入7家专

业服务机构和5名专利特派员，已培
育国家级、市级知识产权优势企业17
家，市级知识产权试点企业21家，科
技型企业达到403家。”潼南区相关负
责人介绍。

自2017年 4月被国家知识产权
局确定为国家知识产权试点城市以
来，潼南区大力营造知识产权工作良
好环境，积极推动知识产权综合高效
运用，全面有序推进国家知识产权试
点城市建设的各项工作。例如以环

保（电镀）等产业产品为重点开展专
利导航，对立项项目给予每个5万—
10万元经费支持。试点期间完成专
利申请 2116 件、有效发明专利 357
件、注册商标5192件，万人发明拥有
量为4.95件，全区知识产权综合发展
指数为32.99%，知识产权综合实力全
面提升。

潼南区先后出台了一系列激励知
识产权工作的奖励文件，极大激发了
市场主体创新创业的积极性和主动

性。此外，还以政府购买服务形式，引
进专业代理机构为48家企业开展知
识产权托管服务，企业知识产权意识
和能力建设得到显著提升。截至目
前，全区有13家企业通过《企业国家
知识产权管理规范》认证。

值得一提的是，作为西部绿色菜
都、国家农业科技园区的潼南，在知识
产权促进“三农”发展方面，培育出汇
达柠檬、檬泰生物等龙头加工企业15
家，“潼南柠檬科技专家大院”公共服
务平台1个，研发中心4个，带动5万
余名农民、3000余户贫困户实现增
收，产业园区农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达
到2.2万元，高出全区平均水平30％。

潼南区融媒体中心 李扬

浓绿的底色上，河流如玉带环绕，
树林如翡翠点缀，美观整治的村居如
珍珠散落……人居环境整治后，石柱
县王家乡的土家山寨建管并重，长效
运行，焕发出勃勃生机，王家乡也因此
发生了“三变”。

理念变

每个人心中都有一个理想的田
园，但具体落地的新农村建设应该是
什么样子？

“把可持续发展、绿色发展理念贯
穿于改善农村人居环境的各阶段、各环
节、全过程，引导群众树牢生态优先、绿
色发展理念，转变过去重发展轻环保的
传统思路，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
山’。”这是王家乡人思考后的答案。

然而摆在王家乡人面前的现实
是，由于缺乏规划建设管控，各个村布
局混乱，村民乱占乱围现象突出，道路
狭窄，亮化、给排水、环卫等基础设施

不健全，村内垃圾成堆，污水横流。
王家乡成立了由乡党委书记任组

长、乡长任副组长的农村人居环境整
治工作领导小组，乡属部门（单位）为
小组成员，制定下发了《王家乡农村人
居环境整治方案》《王家乡生活垃圾分
类实施方案》《王家乡农村人居环境整
治工作致广大居民的一封信》以及“户
三包”（包卫生、包秩序、包风貌）等政
策文件和指导意见，农村厕所革命、农
村污水治理和农村垃圾分类处置“三
大革命”如火如荼地开展。

在坚实的政策底气和多层级强力
推动下，王家乡的农村人居环境日新
月异，农村无害化卫生一户一厕、农村
生活垃圾分类处置、农村生活污水处
置等改造逐一落实。“习惯一天天养成
了，现在我们都知道环境卫生靠大家，
农村不比城里差！”村民们说。

价值变
花源村是典型的山区村寨，产业经

济落后，基础设施薄弱，村容村貌脏乱

差。为了改变现状，让村民住得舒心、
生活称心，村里拆除危房闲房、低效利
用房、临违建筑，将腾出来的土地用道
路扩建，布置排污管道、绿化行道和公
益设施。同时，推行“农民上楼”新型农
村集约化居住模式，有效化解了群众建
房需求与建设用地不足的矛盾。

“我们还引导村民实施人畜分离、
全员参与环境卫生管理，同时对村庄
道路进行硬化，开展村庄美化建设。”
花源村负责人说。整治后的花源村干
净整洁，门前宽敞，鸟语花香的田园生
活不再是电视里、杂志上的场景。

回廊蜿蜒、流水潺潺，青砖灰瓦、
白墙木门，整个村子如同一幅水墨画
——经过整治后的密园村，不仅是乡
村振兴“地标”，还吸引了众多城里人
前来游玩。

“颜值”提升带来了价值的提升。
这个小村庄已建成花卉苗木培育观光
田园区，探索公园城市的“乡村表达”，
形成了集现代农业、休闲旅游、田园社
区为一体的特色乡村综合发展模式。

业态变

今年春节后，疫情突发，王家乡五
岭村的农户们佩戴着口罩有条不紊地
将自家地里种植的蔬菜通过经销商销
往外地。产业不仅没受影响，收入还
比以前同期有所上升，农户们有什么

“秘密武器”？
“用最干净的水，种出最放心的蔬

菜”，这是五岭村发展有机蔬菜种植的
宣传语，也是五岭村蔬菜畅销的秘诀。

五岭村原本就生态环境优良，加
上近年来王家乡农村人居环境整治，
创新“三水共治”农村污水处理模式，
让天更蓝、水更清。

在此基础上，五岭村倡导农业绿色
发展，大力推动农药化肥减量使用、农
业生产废弃物资源化利用、秸秆禁烧进
行粉碎还田、畜禽圈养。传统农业向着
绿色生态有机方向发展，蔬菜卖出了好
价钱，村民人均可支配收入逐年增长。

石柱县融媒体中心 谭华祥

12 月 27 日，涪陵区的青菜头主
产区，漫山遍野绿油油的青菜头围
绕着宁静的村庄，丰收在望。

涪陵盛产榨菜，榨菜原材料就

是青菜头。今年全区秋季播种青菜
头 72.9 万亩，预计产量约 160 万吨，
产值约14亿元。

涪陵区融媒体中心 黄河 摄

涪陵 田间翠绿青菜头

大渡口 全市首个“无照经营”集市试运行

人居环境整治后的王家乡“三变”石柱

寒冬时节，璧山区大路街道三担
社区的三担湖康养小镇项目热火朝
天，施工车辆紧张作业，农民工挥汗
劳动。

“过去，农户想把土地承包出去，
但是意见很不统一，企业也很难规模
化整合土地。如今社区通过实施农
村‘三变’改革，土地实现规模化整
合，引进了央企下属的养老公司来发
展康养旅游产业，争取让农村资源要
素价值最大化。”三担社区党委书记
李代良介绍。

通过引进项目，三担社区陆续实现
征地近1700亩、流转土地2000余亩，
发展起主导产业。村民变成了股东，不
仅享有保底收益，还能享有二次分红，
算下来1亩地的收益从以前的500元/
年涨到了1000元/年，翻了一番。

土地入了股，村民从地里解放出
来了，如何进一步增加收入？三担社
区探索成立劳动力专业合作社，与中

铁任之农业公司签订用工协议，农户
以劳动力、运营管理、技术技艺等折
价入股，按“底薪+分红”的模式实现
增收。同时，专业合作社对入股农户
组织培训，根据需求为农业公园提供
清扫保洁、栽植花卉、除草、修枝、施
肥、防病治虫、采摘等服务，按工支付
酬劳。“自从加入了合作社，不但有土
地保底金，还有分红，而且优先安排
我们务工，上工一天有近100元的收
入。”正在农业公园栽植花卉的建卡
贫困户段明元说。

“三变”改革盘活了三担社区的
沉睡资源，目前社区界定集体经济组
织成员3797人，配置股份3112.5股，
与投资方合作打造农业公园，先后建
成了乡村湿地乐园、蔬菜基地、开心
农场、葡萄庄园、四季花海等农旅项
目，已累计接待游客达 100余万人
次，户均增收1万余元。

璧山区融媒体中心 熊浩

璧山 土地整合激活农旅产业

梁平 户外劳动者有了温暖“港湾”
“干净又暖和，就像寒冷天气里

另一个温暖的‘家’。”近日在梁平城
区，京环公司环卫工人郑少瑞每天完
成清扫工作后，都会去石马山公厕的

“劳动者港湾”歇歇脚、喝杯热水。她
说：“不仅可以休息，还可以热一下自
己带的饭菜，很方便，很贴心。”

今年，梁平区城市管理局结合实
际，在各公厕、岗亭、驿站等市政设施
场所设立了10个“劳动者港湾”，为
环卫工人、出租车司机、交巡警、城
管、快递员、志愿者等户外工作者及

其他需要帮助的群众提供多种周到、
贴心的便民服务。

“尊重劳动者不能光喊口号，需
要落到实际行动中。每个‘劳动者港
湾’里面都配置有冰箱、电扇、烤火
炉、微波炉、烧水壶、急救药箱、桌椅
等物品，环境温馨。大家累了能歇歇
脚，渴了能喝点水，手机没电了能充
上电，饭菜凉了能加热。”梁平区城市
管理局相关负责人介绍说，他们还将
不断完善“劳动者港湾”的设备设
施。 梁平区融媒体中心 陶开星潼南 高效推进知识产权工作

开州 公益岗位让贫困户心里踏实了
“这个观景台整得巴适，我来了

几次，每次都看到你在扫地，很负
责！”“这是我的‘责任田’，也是村里
的‘脸面’，一定要保持干净整洁
……”12月27日，在开州区大进镇关
坪村观景台旁，摄影爱好者王先生与
大进镇云凤村2组村民任厚建拉起了
家常。

任厚建是开州区 3123 名在公
益性扶贫岗位上实现稳定就业的建
卡贫困户中的一员。因妻子胡秀贵
身患疾病，儿子又在上中学，任厚建
无法外出务工挣钱，妻子的医药费
和一家三口的生活开支压得他喘不
过气来。

正当任厚建一筹莫展之时，村
里为他安排了公益性扶贫岗位，经
过培训，他当起了卫生保洁员，过上
了每月领工资的“工薪族”生活。“每
个月有1800元工资，我心里也踏实
了。”任厚建说。

“梅师傅，我厨房的电线有问题，
烤火箱插起没电，麻烦你过来看下。”
前几天，天和镇白乐村2组的李婆婆
给村里的水电维修员梅龙华打电话
求助。不一会儿，梅龙华便来到她
家，检查出电线被老鼠啃坏，当即进

行了维修。
梅龙华是白乐村3组贫困户，由

于摔伤后无法外出务工，家里的经济
和生活条件每况愈下。村支两委了
解到他有水电维修技术，便开发设置
了水电维修员公益性扶贫岗位，于去
年9月正式上岗为村民服务。村里的
青壮年大多外出打工，留守老人居
多，梅龙华总是尽心尽力为大家服
务，深受好评。

近年来，开州区结合实际，动态
掌握贫困劳动力的就业信息，采取职
业技能提升、稳岗拓岗、就业帮扶等
行动，积极开发乡村卫生保洁员、生
态护林员、河道保洁员等村级公益性
扶贫岗位。区里还制定了《村级公益
性岗位人员考核管理办法》，坚持做
到公益性岗位有岗、有人、有事，全面
推行以岗定人、以人定量、以量取酬、
能者多劳、绩效挂钩利益驱动机制，
形成了以岗位促就业、以就业促增
收、以增收促脱贫的良性扶贫链条，
实现了推送一岗、就业一人、脱贫一
户的目的。目前全区在家门口就业
的建卡贫困户共有3123人，实现了
脱贫攻坚与乡村治理“双赢”。

开州区融媒体中心 余清英

迎接新年迎接新年

图① 12月26日，万盛经开区万盛街道
新田社区“儿童之家”，社区志愿者为小朋友
穿上崭新、厚实的冬衣，让孩子们温暖过冬。

连日来，万盛街道新田社区联合社会爱
心人士开展“冬日送温暖”活动。社区志愿
者与辖区内的困难儿童、留守儿童结对子，
帮助他们完成新年微心愿，给他们送上崭新
的冬衣和围巾，大手拉小手暖心助成长，共
同迎接2021年的到来。

万盛经开区融媒体中心 王泸州 摄

图② 12月28日，工人正在南川城区的
道路两旁悬挂红色灯笼。元旦即将到来，南
川区对城区公园、道路、建筑灯饰等设施进
行了靓化，营造出喜庆、欢乐、吉祥、幸福的
节日氛围。 南川区融媒体中心 任前蔚 摄

图③ 12月27日，渝北区统景镇的柑橘推
荐官正在推介柑橘。第八届统景柑橘节近日
拉开帷幕，游客除了可以采摘、购买柑橘，还
有集市可以“逛吃”。会场设置了渝北文旅产
品展销区、土货展销区、小吃美食区，渝北非
遗产品、双晒文创产品、土特产、特色小吃应
有尽有。此外，统景镇还推出了“古洛环线田
园风情一日游”“统景摘果泡泉吃刨猪汤一日
游”等旅游产品，活动将持续到明年 1 月 18
日。 渝北区融媒体中心 王彦雪 摄

①①

②②③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