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潼南区规划和自然资源局
全力推进土地综合整治助力乡村振兴

每年3月中旬，潼南桃花旅游文
化节都会在潼南桂林街道半坡村桃花
山举行。桃花节作为潼南区乡村旅游
节会系列活动之一，这两年吸引着众
多的游客前来观赏桃花，感受春的气
息。不过，作为主办方——重庆三块
石农业开发有限公司的老板全庆由回
想起几年前的光景唏嘘不已，门前冷
落车马稀啊，毕竟游人大都望而却步，
因为没有像样的公路，没有旅游便道，
更没有休憩的设施。其实，不要说乡
村旅游，就是黄桃等水果的销售都成
问题。然而，今天一切都改变了，因为
有了国家农村土地的综合整治。

土地整治 半坡村今非昔比

全庆由说，他们接手桃花山的万
亩桃林已经约10年了，一心想大干一
场，也开辟了简易的土路。可是，自然
的山林，原始的栽种，不但桃林的规模
和品质难有起色，因为基础设施的落
后、生产和经营一直不畅，更不用说形
成桃花山乡村旅游的路子。

2019年，重庆市规划和自然资源
局国土整治项目在半坡村落地，项目
总投资2085.07万元，国土整治实施
规模297.7576公顷。经过一年多的
工程施工，今天我们看到的桃花山已

经今非昔比。桃花、枇杷花漫山遍野，
400余亩的虞美人、百日菊、格桑花、
郁金香、樱花、三角梅等时令花卉争奇
斗艳，四季可赏；景区还开设有水上娱
乐、垂钓、餐饮、棋牌、露营、登山等项
目。一个乡村旅游的热门打卡地悄然
兴起，这一切都得益于道路的建设。
环山公路、游览便道，一切都是为你的
游兴而规划设计。红色沥青铺筑的环
山公路直达山顶，不管是山顶观景还
是池塘垂钓还是果园采摘，吸引着游
客和客商。站在山顶远眺，广袤的冲
积平原上，缓缓流淌的涪江和人工运
河，两江碧水、万顷蔬菜，水乡美景尽
收眼底。

全庆由说，近几年的桃花旅游节
已经成为仅次于潼南油菜花节的又一
张名片，更重要的是几公里的环山公
路打通了最后的瓶颈，销售一下就畅
通无阻。去年30多吨的黄桃和枇杷
上市就销售一空，一年增收七八万元
没有问题。因为公路的建设，他们又
新增了3万株优质柑橘栽种，产业的
发展日益兴盛。产业的兴盛也解决了
村里六七户村民的就业，影响带动了
周边村民经果林产业发展的信心。

潼南区规划和自然资源局相关负
责人介绍，中央关于乡村振兴的二十

字要求首先就是，“产业兴旺、生态宜
居”。近年来，土地整治也一改以平整
土地为目标的单一思路向“全域规划、
全域设计、全域整治”目标迈进，包括
桃花山在内的半坡村就是试点之一。

今天，桃花山经果林和乡村旅游
产业已经走上兴旺发展的道路，半坡
村的容貌也焕然一新，停车场和道路
两边都栽种了适合的花草，那是装点
项目区自然生态的美丽；半坡村村委
会旁曾经的臭水沟今天已经改造为生

态湿地，只为实施生态环境及村容村
貌整治，提高土地生态系统的自我修
复能力，打造整洁干净清爽的乡村环
境。

半坡村那些曾经撂荒山野无人问
津的村民承包地，今天通过土地整治，
小田归并大田，条块分割整齐，实现机
耕机收，自己耕作有了丰收的保证，流
转出去可以是更好的收益。

整个项目秉持农业产业空间布局
优化的原则，涉及土地平整、灌溉与排

水、田间道路、农田防护与生态环境保
持等工程，另外还新修农资集散地、微
田块栅栏、垃圾池等等工程，努力实现
着“山上开花结果、山下蔬菜粮油，科
学间种套作、推动种养循环”的总体要
求，为乡村振兴奠定强大的土地“三生
空间”的基础布局。

产业生态 打造美丽乡村的典型

最近几年，潼南区的天印村可是
声名鹊起，迎来送往参观浏览的客人，
好不闹热。琼江河、塘坝河穿境而过，
高速公路出口近在咫尺，秀美的自然
风光和优越的交通条件让天印村独享
天时地利。不过，真正让天印村迅速
发展起来的却是该村人才型的村党支
书记兼村主任何长春。他可是外出闯
荡的能人，致富之后却不忘乡亲，几年
前带着资金回村，带领乡亲们很快就
打造了潼南最美乡村的名声。天印村
2017年获评全国首批“绿色村庄”，
2019年获评重庆十大特色乡村称号，
是潼南区“塘坝田园综合体”的核心
区。

凌乱的田地、原始的耕作与现代
农业产业化的方向还有很远的距离。
投资约1100余万元的塘坝镇天印村
土地整治项目落在了这里，并且是按

照全域土地综合整治建设标准进行规
划设计。通过土地整治，选择耕地集
中的冲田进行权属调整，归并凌乱、不
规整的田块，重新划分权属，使区域内
的农户拥有集中成片的耕地，降低生
产成本，实现机械化，推动规模化经
营。通过土地平整工程并配套对应的
灌排、道路等基础设施，使项目区的土
地能够发挥更大的价值，吸引种植大
户和企业，推动项目区产业发展。区
域内农户可将土地流转给种植大户或
企业，同时可在产业区内工作，既提高
了自身收入同时也解决了就业问题。

天印村综治专干何恒说，由村党
支部牵头成立集体经济组织，发展特
色经果、苗木花卉、名优水产等产业已
经初具规模，最终形成立体循环观光
农业；同时，该村引进了印天湖和古传
农业两家公司，集中流转土地3000余
亩，发展该村传统的枳壳中药材种植
为主导的农业产业。土地整治都是围
绕这些产业的发展为着生态宜居的环
境而进行了精细的规划设计。

据介绍，天印村实施土地整治规
模约8160亩，其中实施土地平整面积
6360亩，排灌沟1796米、生产道路8
公里，从此为该村的乡村振兴打下了
强大的基石。

看着正在大片土地上进行机械化
施工的土地整治工程，一片“田成方、
路成行、道相通、渠相连、旱能灌、涝能
排”新兴耕作田地将指日可待。一个
以集休闲垂钓、观光旅游、采摘避暑为
一体的现代综合农业园区的天印村正
迎来社会主义新农村的美景。

杜成纲
图片由潼南区规划和自然资源局提供

整治后的潼南半坡村桃花山采摘游览道路

□本报通讯员 李美坤

“那个让我们吃饱饭的人走了。”5
月22日，大足区拾万镇长虹村村支书杨
乃梅的泪水夺眶而出。

1952年，袁隆平就读西南农学院
（现西南大学前身）期间，曾到大足区邮
亭镇参加过土改工作，与当地村民同吃
同住三个多月。

袁隆平曾说：“我曾在重庆求学多
年，大足是我工作的第一站，这里是我追
求梦想与事业起航的地方，我对这片土
地充满了感情，所以一直以来特别关注

这一地方的发展。”
2018年 7月，大足区党政负责人

前往湖南长沙国家杂交水稻工程技术
研究中心拜访袁隆平，当袁隆平听说上
世纪90年代，“再生稻”“双千田”“水厢
小麦”被誉为“大足三绝”，“双千田”获
得全国农牧渔业丰收计划科技进步一
等奖时，十分高兴，欣然接受大足“现
代农业发展总顾问”的聘请。他安排

国家杂交水稻工程技术研究中心党委
书记马国辉对接在大足设立袁隆平重
庆院士专家工作站、建设袁隆平院士
杂交水稻科普展览馆等事宜，为拾万
稻米品牌“拾万香”题赠“拾万香 香
万里”。

同年12月，为鼓励大足拾万五彩田园
建设，袁隆平题赠“重庆隆平五彩田园景
区”，这是目前全国唯一一个以袁隆平名字

命名的农旅融合田园综合体。
2019年1月，袁隆平将超级稻“超优

1000”种子赠予大足区拾万镇进行试种
并取得成功。当年8月29日，经重庆市
农科院组织专家现场测产验收，试验田
平均亩产达903.9公斤。

如今，总面积1000亩的“重庆隆平
五彩田园景区”，包括五彩田园粮油基
地、国家杂交水稻工程技术研究中心重
庆分中心、五彩农庄和美丽宜居村庄示
范区等板块，已经成为一个集“科普研
学、创新创业、休闲观光”为一体的农旅
融合田园综合体。

袁隆平为大足留下“最强科技组”

□刘江

一日之内，吴孟超和袁隆平两位院
士相继离世，我们痛失两位国家最高科
技奖获得者。双星陨落，全网自发悼念，
表达不舍与敬意。在袁隆平院士的母校
西南大学，同学们自发到袁老抱着稻穗
的塑像前献花默哀，寄托哀思的鲜花围
成了一片花地。

“有些人，伟大到我们以为，他们
没有生老病死”，正因如此，科学双星

的离世，拨动人们心弦，让无数人泪
奔。人们对双星的自发悼念，是对英
雄的致敬，是对中国科技自立自强的
尊崇。

两位科学巨匠，是这个时代当之无
愧的英雄。袁隆平最关心的就是与水
稻、粮食相关的事，科研解决了最基本的
吃饱肚子问题。吴孟超一生写满“拯救”
二字，主刀完成1.6万多台肝胆手术。他
们把论文写在稻田里、病床前，用脚踏实
地的奋斗、鞠躬尽瘁的坚守，让我们过上

“医食无忧”的日子，诠释了国士的担当

和风范。
网上的一副挽联，道出了国人对双

星的哀思和缅怀：肝胆相照，大医勤朴且
济苍生命；稻禾无忧，国士深耕尤思千万
家。从这幅挽联和无数网友情真意切的
留言中，我们深切感受到这个时代的价
值取向。大家自发悼念双星，正是对科
学家贡献的高度认同。两位科学巨星不
仅馈赠下厚重的科学遗产，更留下了宝
贵的精神财富，生动体现了社会主义核
心价值观。

真正的追星，追的是一种思想境界、

一种精神品质。当越来越多的人以脚踏
实地的奋斗者为榜样，把为国为民的科
学家当成最值得追的星，心怀“国之大
者”，立大志、明大德、成大才、担大任，必
将为国家富强、民族复兴、人民幸福贡献
更大力量。

崇尚英雄才会产生英雄，争做英雄
才能英雄辈出。以科技创新支撑引领高
质量发展，需要广大科技工作者攀登科
技高峰，把论文写在重庆大地上。赓续
科学家的报国之志，继承他们身上的拼
搏进取精神，不负韶华，奔跑追梦，让致
敬“双星”转化为科技自立自强的力量，
才是对两位老人最好的告慰、最有意义
的致敬。

让致敬“双星”转化为科技自立自强的力量

□新华社记者 张睿 崔翰超

一场马拉松赛，超过 20 名选
手丧生，实属罕见，令人震惊。这
场22日发生在甘肃省白银市景泰
县的惨剧到底是天灾还是人祸，不
断引发社会的关注和追问。

据了解，这场山地马拉松赛共
有 172 人参加。悲剧发生在当天
中午1时左右，直接原因是高海拔
赛段局地出现冰雹、冻雨、大风等
灾害性天气，气温骤降，参赛者出
现身体不适、失温等症状，部分参
赛选手失联。

客观上来看，天气突变为重要
诱因。然而，人们还是要追问：如此
大规模的赛事，且非首届举办，天气
预报为何未能发挥预警作用？极端

天气突发时，举办方叫停比赛是否
及时？在应对极端天气问题上，赛
事组织方有无应急预案、预案是否
有效执行？这场赛事中不少参赛者
来自低海拔地区，赛前有没有做相
关的健康检测和适应性训练？还
有，运营赛事的企业是否资质完
备？这些追问应该成为防范类似事
故的声声警钟。

事件发生后，当地政府虽然全
力组织救援，但逝者的生命已经无
法挽回，灾难性的后果已经酿成。
人们惟希望，此次 20 多人的生命
能换来一次全面彻底的事故调查，
从而给山地马拉松等体育赛事安
上一把“保险锁”，让热爱运动的生
命安全地奔跑。

（新华社兰州5月23日电）

甘肃景泰山地越野赛已致21人遇难

一场惨剧，声声警钟！

本报讯 （记者 黄琪奥）
5 月23日，2021“琪金”成渝双城
铁人三项公开赛暨重庆市第六届
运动会铁人三项赛在荣昌区开
赛。来自全国各地的1400多名铁
人三项运动爱好者齐聚荣昌，展开
了激烈角逐。

此次铁人三项赛由重庆市体

育局、四川省体育局、重庆市荣昌
区人民政府、重庆市永川区人民政
府主办。

经过激烈角逐，四川选手李鹏
程获得男子全程 30-34 岁组冠
军，并以2小时整的成绩成为男子
组全场第一。女子组方面，来自成
都的刘芊箬以2小时32分11秒夺
得全程18-29岁年龄组冠军，并
成为了女子组全场第一。

成渝双城铁人三项公开赛荣昌举行

缅 怀 袁 隆 平 特 别 报 道

重报时论

5月23日，西南大学，师生们自发前往校园中的袁隆平塑像前敬献鲜花，以寄托哀思。
首席记者 龙帆 摄/视觉重庆

5月23日，前来祭奠师生留下的寄语。
重报集团全媒体记者 刘力 摄

本报讯 （记者 李星婷）5月 23
日，西南大学师生持续前往袁隆平院士
雕塑前祭奠。截至当日下午，雕塑前已
摆放上万枝鲜花。师生们纷纷表示，要
秉承袁隆平敢为人先的精神，在田间地
头书写科研新篇章。

“我有一个梦，埋在泥土中深信它不
同……”当日下午，袁隆平雕塑前，农学
与生物科技学院教工合唱团深情地唱起
这首由袁老亲自填词的歌。悲伤弥漫在
空气中，师生们眼泛泪花。

《我有一个梦》这首歌采用孩子与成
年人对唱的方式，写给梦想、写给成长的
自己。该学院一教师说，今年是建党
100周年，学院教工合唱团很多都是从
事水稻研究的教师，大家本来打算做这
首歌的MV献给袁老，音频已给袁老听
过，“现在袁老走了，MV会加入更多激
励的元素，让后辈铭记袁老精神，继续前
行。”

在西南大学袁隆平雕塑前不时有人
前来祭奠，雕塑前已摆放上万枝菊花、百

合花等。除了本校师生外，不少中小学
生也纷纷前往祭奠。现场，不少鲜花附
有卡片：“一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袁
爷爷，走好”“我会为人民的幸福而读
书”……现场还有学生用一盒大米寄哀
思，上面写着：“袁爷爷，好好休息，放心
吧，我们现在都吃得很饱，很饱，很幸福，
别担心。”

“袁院士说，人就像种子，要做一
粒好种子。”在农学与生物科技学院就
读研究生的黄玉虎说，如今自己也在

水稻研究所从事水稻研究，在之后的
学习生活中，要秉承袁老敢为人先、淡
泊名利的精神，在田间地头书写科研
新篇章。

还有一些市民在西大校门口，委托
入校学生代献鲜花。“不少学生都排队买
花去敬献，表达哀思。”西南大学党委书
记李旭锋表示，要弘扬袁老的科学精神，
创新精神，为民情怀，心怀天下，把中国
建设成为伟大的强国，为实现中华民族
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而努力奋斗。

“铭记袁老精神，继续前行”
西南大学的袁隆平雕像周围，上万枝鲜花寄哀思

（上接 1 版）垫江拿下中科闻歌大
数据综合利用项目，签约总金额约
26.6 亿元；綦江签约 4个重大项
目，合同额106.2亿元，涉及消费
品工业、新能源汽车、智慧能源、新
能源等领域。

从产业看，重庆签约的项目聚
焦实体经济，与汽车、电子信息等
支柱产业联系紧密，也契合“芯屏
器核网”的产业链重点，以及“云联
数算用”要素集群，为产业补链强
链打下基础。其中，制造业项目
48个，合同投资额1209.8亿元，将
促进我市产业基础高级化、产业链
现代化，提升我市产业链供应链的
稳定性和竞争力。

以麦格纳座椅（中国）研发中
心项目为例，该研发中心将落户两
江新区鱼复新城，打造全国唯一的
独立法人座椅研发中心，为中国及
国际汽车制造商、全球高铁座椅及
全球儿童座椅提供高性价比的整
椅解决方案。

重庆市政府还与中国兵器装
备集团有限公司等4家央企签订
战略合作协议，拟在汽车、新能源、
智慧城市等领域全面开展合作。

西部省区市共绘发展蓝图
举办招商推介、经贸

洽谈等活动100余场

西洽会不仅是重庆对外开放的
平台，也是西部地区面向世界展示
的窗口。

首次以主宾省参展的广西非
常重视本届西洽会。大会期间，广
西设立了598平方米的特色展区，

展示了西部陆海新通道、中国（广
西）自由贸易试验区、北部湾国际
门户港、工业高质量发展、中国—
东盟信息港等八大板块。

宁夏组织了55家企业400余
种名优特色产品来到本届西洽会，
展示宁夏枸杞及深加工产品、葡萄
酒、绿色农业、盐池滩羊等名优特
产，以及新型材料、智能制造、电子
产业、清洁能源领域产品。宁夏还
在本届西洽会上邀请重庆担任第
五届中阿博览会主题省。

借助西洽会平台，西部兄弟省
区也积极寻求合作。据统计，本届
西洽会期间，广西、四川、云南、贵
州、陕西、宁夏等省区市举办招商
推介、经贸洽谈、考察对接等活动
100余场。

在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
快速推进的背景下，四川也把本届
西洽会作为“主场”看待，第二次以
主宾省身份参展，集中展示四川装
备制造、电子信息、改革开放、新技
术、文化旅游等多个领域的最新成
就，充分体现了“川渝一体化”发展
理念。大会首日，四川签约项目就
超过百亿元。

四川不少地级市还单独设立
了展区。如，广安展区就展示近百
种产品，不仅有工业品，还有龙安
柚、广安蜜梨、邻水脐橙等特色农
产品；达州组织了30余家企业，共
计100余款优质特色农产品亮相
展会，打造“巴山食荟”；内江展区
组织了16家企业参展，类别涵盖
现代农业、现代服务业和新材料、
新装备、新医药、新能源、大数据
等。

市长公开电话 12345 税务热线 12366 药监局投诉 68810255 医疗事故纠纷咨询 67706615 市卫生监督所 68810000 市教委 63862151 市疾病控制中心 68809389 环保举报 12369

记者从袁隆平同志治丧办公室获悉：兹
定于 2021 年 5月 24 日上午 10：00 在湖南省
长沙市明阳山殡仪馆铭德厅举行袁隆平遗体
送别仪式。

据央视新闻

袁隆平遗体送别仪式今天举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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