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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花盛开百花艳 文明实践处处现
綦江区以“4镇9村（社区）”为示范带动，全域推进新时代文明实践工作

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
建设是推进新时代群众工
作的战略性工程，作为重庆
市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建
设市级试点区县，綦江区坚
持以“4镇9村（社区）”为示
范带动，在全区范围内全域
推进，推动新时代文明实践
走进百姓、走在实处、走出
新路，趟出了一条文明实践
新路子。

在綦江区，新时代文明
实践活动正在通过各种方
式融入百姓的日常生产生
活，全区形成了百花齐放比
争艳、文明实践显成效的良
好局面。

志愿者开展清淤志愿者开展清淤

开展开展““茶园夜话茶园夜话””宣讲活动宣讲活动

完善机制
上下同心聚合力

綦江打通镇采取“政府搭台+社会
参与+群众受益”的模式，为贫困群众发
放爱心物资1600余件；三角镇中坝村
以百姓喜闻乐见的形式开展“瀛山之
声”宣讲品牌、每月梦想课堂等各类文
明实践活动350余场……

在近2个小时的直播过程中，网友们
热情地点赞、评论、下单。

直播带货、助农增收，是綦江区推进
新时代文明实践工作中的一个暖心活动。

“新时代文明实践工作，是推动习
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深
入人心的有效载体，是打通宣传服务群
众最后一公里的重要平台，意义重大。”
綦江区相关负责人强调，要提高认识、
创新方法，扎实做好新时代文明实践中
心建设工作。

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建设得到綦
江区委、区政府高度重视，印发《綦江区
建设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试点工作方
案》《綦江区深化拓展新时代文明实践
中心建设试点工作重点任务分解方
案》，绘制试点建设“施工图”，落实区、
镇（街道）、村（社区）三级书记责任制，
实施“一把手”工程，上下同心举好文明
实践“指挥棒”。

过去一段时间，綦江区委主要领导
任总队长，带头开展走访慰问、升国旗

仪式、农产品直播带货、吃的文明、“六
讲”志愿服务、疫情防控等文明实践活
动30余场次，各街镇、村（社区）书记通
过“茶园夜话”“乡里茶谈”“廉政长廊”
等形式，开展十九届五中全会精神及习
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宣
讲活动700余场次。

在三级责任制基础上，綦江区进一
步夯实阵地平台，完善工作机制，汇聚文
明实践正能量，增强文明实践生命力。

綦江区成立了新时代文明实践中
心，建立了21个文明实践所以及381
个文明实践站，依托科教基地、道德讲
堂、农家书屋、休闲广场等公共服务资
源打造实践点。组建了“南州百姓名
嘴”宣讲队，成立6支新时代文明实践

“六讲”志愿者队伍，培育志愿服务组织
705个，注册志愿者14.9万人。联合相
关区级部门每月定期召开联席会议，每
个村（社区）实践站平均每月开展1场
次以上文明实践活动。

丰富形式
品牌活动沁人心

“乡亲们下午好！今天，我们一起学
习习近平总书记在解决‘两不愁三保障’
突出问题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

“南州百姓名嘴”宣讲队再次亲切开讲，
让党的创新理论飞入寻常百姓家。

在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建设试点
中，綦江区精心设计活动项目，打造有
特色、有影响的活动品牌，让老百姓有
幸福感和获得感。

用真情对待群众、用真心帮助群
众，綦江区广泛收集群众所需所盼，逐
级汇总形成“需求清单”，按需施策开展
文明实践活动。累积开展送演出进基
层100余场、农村实用技术培训80余
场、法律进乡村200余场、关爱帮扶行
动300余场，组织梦想课堂、“家风润万
家”、“新农村新生活”培训等近500场。

在綦江看来，践行新时代文明实
践，还要与深入民心、群众熟悉的地方
特色文化相结合，用群众喜爱的方式传
递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树立良好的文
明新风貌。

綦江区深入挖掘、系统梳理本地历
史,依托石壕红军烈士墓、永城王良故
居、安稳镇枫香树下红军街等开展红色
文化教育500余场，深挖千年古镇文
化，积极打造“盐运文化”博物馆、“麻乡
约”主题邮局、东溪历史陈列馆，拍摄革
命题材电影《东溪突击》。常态化开展

“文化进万家”“渝州大舞台”“文艺下基
层”等文化惠民活动1400余场次。

试点开展以来，綦江区共发布项目
3200余个，形成了“艺术帮扶 筑梦成
长”“困境儿童圆梦之旅”“留守儿童异
地探亲”“茶园夜话”“乡里茶谈”“廉政
长廊”等一大批优秀品牌项目。其中，

“艺术帮扶 助梦成长”“困境儿童圆梦
之旅”志愿服务项目分别荣获全市项目
大赛金奖、银奖。

示范带动
花开满城处处香

“能不能试着把跳绳、跳皮筋的元

素加进去，让整个舞蹈更加丰富多元化……”
冬日冷风瑟瑟，东溪镇社区教育学校里
却是一派热闹的景象，舞蹈队的村民们
在社区教育学校负责人廖朝兰的建议
下，交流心得，创新动作，人人越跳越有
活力。

就在不久前，东溪镇舞蹈队还在
“2020‘欢跃四季·舞动巴渝’重庆市广
场舞綦江区展演”活动中得到二等奖的
好名次，如今大家的精气神更足了。

东溪镇把社区教育点与文明实践
站融合起来，开设音乐、舞蹈、养生等7
门学科，固定学员发展500余人，文体
活动队伍22支，开展各类活动1700余
次。站点遍布机关企事业单位、社区、
农村、门店、场馆，文明实践活动在各个
村（社区）频繁开展，“身边的文明实践”
在东溪大地正逐渐成为现实。

东溪镇是綦江区发挥示范带动作
用推进新时代文明建设工作的一个缩
影。近年来，綦江区分发挥典型的示范
带动作用，形成新时代文明实践百花香
的局面。

打通镇汇聚爱心资源开展爱心行
动，采取“政府搭台+社会参与+群众受
益”的模式，为贫困群众发放爱心物资
1600余件；与47个商家建立爱心联盟，
制定爱心联盟折扣优惠政策，探索志愿
服务回馈机制，在全镇营造了浓厚的志
愿服务氛围。

三角镇中坝村以百姓喜闻乐见的
形式开展实践活动，做到志愿服务活动
有项目、有阵地、有品牌，“瀛山之声”宣
讲品牌、每月梦想课堂、“乡贤善治”项
目等开展各类文明实践活动350余场。

永城镇中华村从“一老一小一妇”
重点群体着手，建立“中华小书房”“老
黄牛农民大学”“巾帼智慧家行动”“王
良志愿者”4支品牌队伍，通过引进城市
志愿者老师这个“活水源头”，培育文明
实践的本土中坚力量，建设乡村文明实
践“自来水”工程。

如今，全覆盖的文明实践、丰富多彩
的志愿服务、蔚然成风的善行义举……
一颗颗新时代文明实践的种子在綦江
这片热土上生根发芽，留下了一个又一
个文明印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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綦江綦江 做好“融”字文章 媒体助力发展
全媒体用户超 200

万户，同比增长23.3%，
发稿量同比增长130%，
区外媒体上稿同比增长
400%，生产1000万+产
品7个、过亿现象级产品
3个……这是綦江区融
媒体中心2020年交出的
一份成绩单。

做强媒体
集中力量讲好綦江故事

主动设置议题、迅速组成10个采
访组、第一时间发布雨情水情灾情，开
通24小时慢直播……去年6月22日，
綦江遭遇80年一遇的洪灾，綦江区融
媒体中心采取移动直播、航拍、VR等
形式，全景式报道暴雨洪灾，及时回应
群众关切，有序引导网络舆情，消除群
众恐慌焦虑心理，筑牢了一道防汛救
灾的“舆论防线”。

编辑记者迅速组建采访组，报、
网、台、微、端、屏全媒体同频共振。“主
要得益于媒体融为一体、合而为一，释
放出‘1+1＞2’的强大合力，也是日常
注重培养全媒型人才的一次实战大练

兵。”綦江区融媒体中心党组书记、主
任孙萍介绍，按照策、采、编、播、发、馈
媒体融合发展要求，中心重新构建组
织框架，科学分设职能部室，以体制机
制创新为媒体融合夯基立柱。

10万+产品26个、100万+产品8
个、1000万+产品3个，抖音单条播放
量破亿……这是抗洪报道的部分成
绩。“融媒体中心成立后，打通技术壁
垒、提档升级，推动各种媒介资源、生
产要素有效整合，实现采编流程再造、
生产方式变革，每天生产新闻产品
100余个，不仅提高了新闻生产效率、
也大大提高了传播力。”綦江区融媒体
中心移动传媒部副主任贺玲介绍，采
编平台移动化，把记者、编辑从传统供
稿方式彻底解放出来，真正实现即采
即审即发，同时通过一次采集、多种生
成、多元传播，满足了不同用户的新闻
信息需求。

不仅如此，綦江区融媒体中心不
断优化版面页面、栏目节目。在綦江，
说起大美綦江客户端《正经说事儿》栏
目，大家不禁点头称赞。这个以社会
热点、本地故事为基础，自编自导自演
的节目深受群众喜爱，常常上线不足
1小时阅读量便破万，还培养了“大
胖”“二胖”“胖胖妹”等“媒体网红”。

“我们顺应传播规律、受众偏好，立足
本土化、轻量化、可视化生产新闻产

品。”孙萍说，并注重AR、VR等新技
术为媒体赋能，确保媒体“活”起来，让
群众看得进、听得懂，愿意看、愿意听。

走在綦江城区，智慧公交站台、灯
箱广告等社会宣传阵地，内容、布局、
外观整齐划一、规范有序。“由媒体统
一管理城区社会宣传阵地，是我们媒
体融合体系之一。”孙萍说，在办好区
级新闻媒体的同时，对街镇的新媒体
逐步进行统一托管运维，并加大和上
级媒体联动，构建起网上网下一体、内
宣外宣联动的主流舆论格局。

去年，全市“晒旅游精品∙晒文创
产品”大型文旅推广活动，綦江区融媒
体中心联动四川广安、自贡、攀枝花，
贵州遵义等川黔媒体，组织30余名网
络大V一起打卡綦江，全网阅读量达
6亿人次，再次唱响了“綦江是个好地
方”。“办好区内媒体平台是前提，与周
边省市媒体达成战略合作，实行稿件
互换、活动互推、产品互销，‘借船出
海’拓展舆论阵地。”孙萍说，我们不局
限于简单的媒体平台相加，更树立“大
融合”理念，扩大主流舆论影响力版
图，让主流声音传得更开、更广、更深

入。
走进綦江区融媒体中心采编中心

大厅，经过大数据分析后的全网热搜、
采访任务、记者定位、新闻生产、传播
业态、舆情监控等“一屏了然”。除此
之外，中心建立编委会、编前会、统一
报题、头条新闻、总编室统筹派工等机
制，有效实现了重大新闻统一策划、分
发平台统一安排、采编力量统一调度、
新闻产品统一审核、传播业态统一反
馈，促进了全媒体在内容、人才、管理
等正式实现“融”起来。

人才是媒体竞争的关键。为此，
綦江区融媒体中心可算是下足了“硬
功夫”。据孙萍介绍，首先是打破127
人编制壁垒，拉通安排、同等使用，统
一实行绩效考核。其次是开设“融课
堂”加大培训，实行内部轮岗交流，并
组织4批人员到新华社、重庆日报上
级主流媒体顶岗锻炼。再次是建立好
新闻作品评价机制，月月评优，释放人
才活力。

2020年，綦江融媒体中心采编人
员累计获得各级新闻奖30余件，大美
綦江客户端蝉联12个月十佳客户端，

綦江手机报获手机报优秀策划奖，綦
江日报2020年6月23日1版获2020
年度重庆区县报“十佳版面”……

一系列成绩的背后，是媒体融合
发展催生的裂变效应。

做实“媒体+”
打通服务群众“最后一公里”

1月14日，綦江区永城镇永和村
王邦平养殖场，綦江区融媒体中心两
名主播正在直播带货，短短1小时，
180只鹅全部售罄。像这样的直播带
货，去年 12 月一个月便举办了 19
场。这是该中心拓展“媒体+”的一个
缩影。

把单一的新闻宣传向公共服务领
域不断拓展延伸，是綦江融媒体中心
的“另一件大事”。“我们直面党委政府
中心工作、紧贴市场需求、群众所期所
盼，先后推出了媒体+扶贫、媒体+公
益、媒体+电商等新业态，实现了社会
效益和经济效益双丰收。”孙萍说。

一组数据可见成果。在媒体+扶
贫方面，大美綦江客户端开设“扶贫专

区”，开展100余场“晒产业∙晒产品∙
晒幸福账单”全媒体直播活动，推介农
特产品，把媒体平台打造为“云端上的
扶贫车间”，用“媒体流量”带动“产品
销量”促进“增收质量”。在媒体+公
益方面，开展67站“萤火虫爱心行动”
和“扶贫路上·我为乡亲卖土货”志愿
活动，与90余个职能部门、200余个
爱心商家、1000 余名爱心人士“联
盟”，凑集爱心物资100万余元，惠及
群众10余万人。在媒体+电商方面，
打造“红蚂蚁商城”，上架200余种商
品，联合八谷配送打通配送渠道，线上
线下销售5600余万元。在媒体+教
育上，发展600余名“蒲公英校园小记
者”。

此外，綦江区融媒体中心还全面
参与智慧城市、智慧生活建设。以大
美綦江客户端“办事大厅”系统为例，
接通“渝快办”平台，上线了社保服务、
生活缴费、民政服务、交通出行、医疗
卫生等8大类50个服务项目，实现

“数据跑路”代替“群众跑腿”，让群众
移动办、指尖办。

通过丰富媒体+业态，不断扩大
媒体的品牌影响力，也增强了媒体“自
我造血”机能。千里传媒体有限公司
是綦江在推动媒体融合成立的传媒公
司，公司走市场化道路，承担服务群众
功能。“既确保事企分开，又实现采编
与经营两分离。”孙萍说。

刚刚过去的一年，公司承接40余
个策划案，制作162个专题片，承办

“6·16”重庆市安全生产月等20余场
大型活动，成为承接本地大型节会的
重要服务商，经营性收入达3500万
元，同比增长191.7%，反哺新闻事业
能力不断增强。

与此同时，公司成立了天马策划
工作室、叮叮猫视频工作室、红蚂蚁
商城等7个融媒体发展工作室，移动
直播、宣传记录片、会展服务等每一
个经营性项目进工作室，实现策划、
运营、营销、宣传、监管全流程“一站
式服务”，提升了市场竞争力和服务
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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綦江区融媒体中心采编中心

綦江区融媒体中心开展带货直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