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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张莎

“以前小区环境不好，亲戚笑我们
大城市的房子还比不上老家的小区，我
都不好意思请客人来。现在我们有了
物业管家，小区才像个样。”9月1日，重
庆日报记者刚走进大渡口区九宫庙街
道新工二村，居民牟素华就迫不及待地
分享她的喜悦。

今年5月以来，九宫庙街道托底
134栋老旧住房，通过“区域化大物业”
实现辖区物业服务全覆盖。

街道托底
老小区有了“新管家”

据了解，九宫庙街道现有各类住宅
楼184栋，其中老旧住宅楼134栋，分
散于7个社区、14个区域，涉及3588
户、近万居民。

这些老旧住宅楼绝大多数修建于
上世纪70、80年代，房屋历史遗留问题
多、住户低收入人群多，且无物业、无业
委会、无经营性收益，导致近年来九宫
庙辖区发生的群众矛盾纠纷80%以上
与物业相关。

经过前期摸排调研，街道发现，老
旧小区物业服务若完全由政府提供，将
导致物业管理质效低、资金压力大、群
众满意难；若完全按照市场化运作，由
居民买单，则会面临较大的缴费阻力、
资金缺口，难以持续。

“所以，我们既不能简单地把老旧
小区物业管理委托给第三方运营，也不
能由政府直接补贴。而应充分发挥党
建引领作用，采取政府和市场共同分担
的原则，激活政府、市场、居民、驻区单
位等多元主体参与物业管理的潜力。”
九宫庙街道党工委书记曹华介绍，他们
的破解路径是：街道层面成立物业服务
中心，社区层面成立物业管理委员会、
开办物业服务站，向第三方机构采购物
业管理项目，同时整合党建物业共同体
成员资源，激发居民自治活力，推进老
旧小区物业管理高效运转、焕发活力。

“目的就是为推进老旧小区物业管理探

索一条可行路径。”
今年5月，离九宫庙街道办事处不

远的一幢闲置小楼装修一新后开门迎
客。一进门，接待台工作人员笑脸相
迎。走进去，数个大小不一的会议室、
办公室、洽谈室温馨明亮。

这就是九宫庙街道物业服务中心，
500平方米的场地不过是其硬件载体，
这里还是九宫庙街道的一个内设机构，
聘用了4名专职工作人员、7名兼职工
作人员，负责统筹资源，监督指导社区
物业管理委员会、物业服务站开展物业
服务。

两个机制
小区物业问题解决提速

区域化“大物业”如何盘活老旧小
区？九宫庙街道物业服务中心负责人
汪晓璐介绍，他们将原本分散在7个社
区的100多栋老旧住宅楼按区域划为
14个组团，首先实现辖区物业管理全
覆盖。

除清扫保洁、垃圾清运、绿化维护、
公共设施维修、安全保障等基础服务
外，为实现居民诉求全响应、精准服务
零距离，街道将物业服务事项分为简易
事项、急难事项、重大事项三类，形成

“易事自办、难事协办、大事共办”的分
类处置机制。

如此，对跨社区的居民需求，或单
一社区无法实施的项目，由街道牵头，
统一策划、集中打包实施一批物业惠民
项目。目前已收集解决易事135项、难
事10项、大事1项。

“树枝太长，都伸进我家窗户了，你
们来看看！”6月，九宫庙街道物业服务
中心接到新工社区居民周莲秀关于修
枝的诉求。工作人员敏锐发现，这是老
旧小区的共性问题：公共区域的绿化树
都有几十年树龄，树枝长期未修剪，存
在一定安全隐患。

经过现场勘察，物业服务中心牵
头，大渡口区机关事务局、区城管局、社
区等召开联席会议，决定启动大范围修
枝行动，目前已修枝300余棵。

对于街道“独木难支”的问题，九宫
庙街道充分运用“街道吹哨、部门报到”
机制，邀请部门、专家通过现场办公、联
合会商等方式切实提升处置合力，调解
各类物业纠纷28个，统筹资源办结物
业事项135件。

“过去靠社区单打独斗需要几个月
才能解决的事，现在开一次会就搞定
了。”锦霞社区刚通过“街道吹哨、部门
报到”机制解决了小区车库抽水泵维修
问题，社区工作人员说，物业纠纷往往
一件小事就涉及若干个部门，现在由物
业服务中心出面，让社区如释重负。

有钱有人
让区域化“大物业”走得更长远

区域化“大物业”要走得长远，关键
要有“造血”功能，解决钱和人的问题。
在这两方面，九宫庙街道也开展了探
索。

钱从何来？街道让政府公益性服
务走向市场，实行“居民缴纳一点、经营
创收一点、政府补贴一点”的“三个一
点”资金筹集模式。

居民缴纳的为每月每户7至10元
的清洁费，这笔资金可维持清扫保洁、
垃圾清运、绿化维护等基础服务。记者
了解到，过去由于辖区清扫保洁水平较
低，九宫庙街道居民清洁费缴费率只有
60%左右。今年由专业公司统一提供
服务后，质量得到居民认可，收费率升
至90%。

如何“造血”？九宫庙街道在锦霞
社区、新工社区试点成立了两个民办非
企业性质的物业服务站，盘活车位、开
设社区食堂，运营收益反哺老旧小区。

汪晓璐透露：“再加上政府补贴和

惠民政策落地，目前，物业收益有望半
年内实现100万元。”

人从何来？除数十名专兼职工作
人员外，九宫庙街道依托物业服务中心
吸纳了136名党员志愿者、居民骨干、
能工巧匠、公益律师等担任“红管家”，
又开展在职党员“亮身份、亮职责、亮承
诺，居民评、党组织评、第三方评”活动，
改变了在职党员在社区事务中的“休
眠”状态。

要想当主人，先要负责任。为激发
普通居民参与小区治理热情，街道试点
采用积分制管理，吸引了越来越多的居
民通过垃圾分类、安全巡逻、矛盾调解
等服务累积积分、兑换奖励。

在区域化“大物业”运作下，九宫庙
街道将居民、物业、辖区单位更紧密地
融合在一起，让居民感到实实在在的服
务，街道各社区居民满意度大幅度提高。

曹华介绍，下一步，他们将把社区
事务逐步通过智能化手段集成到物业
管理体系中，包括智能停车系统、特殊
人群智能观护系统、社区流动食堂订餐
系统、智能防汛防溺系统等。同时在社
区养老、托幼、便民、特色商业、劳务培
训等方面培育“造血”点，增强区域化

“大物业”模式的可持续性。

大渡口区九宫庙街道3588户“老居民”有了“新管家”

区域化“大物业”盘活老旧小区

本报讯 （记者 夏元）9月5日，
重庆日报记者从市经信委获悉，今年
1-7月全市新增中小企业9.6万家，比
上年同期增加1.6万家，目前全市中小
企业累计达到96.5万家，比上年增加
9.2%。

市经信委介绍，在1-7月全市新
增中小企业中，制造业企业同比增长
63.1%，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企业增
长37.8%，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
服务业企业增长15.7%，其中规模以上
工业中小企业6851家。

“中小企业数量增加，带动了就业
人数同步增加。”市经信委中小企业处
负责人表示，1-7月，全市新增中小企

业从业人员35万人，占同期新增城镇
就业人数近7成。此外，1-7月，全市
中小企业营业收入同比增长23.7%，利
润总额增长32.8%，659家“专精特新”
企业实现营业收入639.8亿元，同比增
长26.4%，其中516家工业企业实现总
产值649.1亿元，同比增长21%。

“中小企业创新活动更加活跃，创
新领域更加广泛，是目前全市中小企
业发展的一大亮点。”市经信委负责人
表示，统计显示，全市企业发明专利中
有七成是由中小企业完成，目前全市
已培育“专精特新”中小企业659家，
国家级“小巨人”企业118家，认定中
小企业技术研发中心457个。

1-7月重庆新增中小企业9.6万家
全市企业发明专利七成由中小企业完成

本报讯 （记者 罗芸）市农科院
与山东省农科院联袂，研发出8个十字
花科抗根肿病品种，帮助菜农攻克这一
蔬菜“癌症”。9月3日，重庆日报记者
从在武隆区举行的市十字花科蔬菜抗
根肿病现场交流会了解到，该系列品种
不仅打破了国外垄断，未来种子价格也
将较国外同类品种下降3/4。

十字花科蔬菜包括莲白、大白菜、
萝卜等，是我国种植面积较大的品种，
也是保障“菜篮子”稳定的重要品种，已
成为我市高山蔬菜的主打品种，全市常
年栽培面积近40万亩。市蔬菜产业技
术体系首席专家尹贤贵介绍，根肿病是
影响高山十字花科蔬菜发展的重要病
害，由于无法防治，也被称为这类蔬菜
的“癌症”，受其影响的蔬菜会出现大量
减产甚至绝收，并将此病传染周边菜
地。

“菜农最需要什么，我们就研究、培

育什么！”市农科院蔬菜花卉研究所十
字花科研究室主任陶伟林说。从2010
年起，市农科院高山蔬菜所启动了莲白
根肿病的科技攻关项目，获得了“鲁渝
科技协作计划项目”的资助，由山东省
农科院和市农科院联合研发、培育新品
种，被列为市蔬菜产业技术体系的重点
项目。

“现在我们共同培育的抗根肿病
新品种越来越多，目前已有KR915、
18CR娃1、SDCR10、SDCR32抗根肿
病大白菜，20CQ-4、20CQ-7、楚玉
2 号、中萝 2号长根白萝卜共 8个品
种。”陶伟林骄傲地说，这为进一步研
发更多抗病品种积累了经验、奠定了
基础。

目前，这一系列具有我国自主知识
产权的十字花科蔬菜“抗癌”新品种，已
在市内武隆、石柱，以及贵州、四川等地
试种，菜农反响较好。

鲁渝协作研发出8个蔬菜“抗癌”新品种
打破国外同类品种垄断，种子价格将下降3/4

□《瞭望》新闻周刊记者
李勇 韩振 周闻韬

千年古镇美“出圈”、千层梯田成景
点、千亩荒地变“金山”……地处渝、鄂、
湘、黔四省市接合处的酉阳土家族苗族
自治县，是重庆辖区面积最大、少数民
族人口最多的县，也是重庆最后“摘帽”
的国家级贫困县之一。本刊记者近日
在当地采访了解到，“摘帽”一年多来，
酉阳县围绕生态和文化两个“宝贝”做
文章，给绿水青山注入文化之魂，这个
曾经深度贫困的武陵山区县，正在描绘
一幅乡村振兴的新画卷。

古镇新生

从酉阳县城出发西行，在乌江与
阿蓬江交汇处的凤凰山麓，一座有
1800 余年历史的古镇屹立于江畔。
石板老街清幽如玉，吊脚楼群气势恢
宏，市井小巷古韵飘香，乌江画廊山似
斧劈……巴人文化、土家文化、纤夫文
化、盐商文化在这里衍变，孕育出历史
文化名镇——龚滩。

1984年，著名画家吴冠中往三峡
写生，由涪陵溯乌江而上，无意中闯入
久在深闺人未识的古镇龚滩，灵感迸
发。后来，他以龚滩为题，创作了蜚声
国际的《乌江人家》和《乌江老街》等彩
墨作品，将龚滩之美展示给了世界。

2006年，由于下游修建水电站，水
位上涨导致古镇不得不搬迁。为最大
程度保留原貌，当地按照“三个不变”对
古镇进行整体“移栽”：即组织结构不
变，空间大小不变，邻里关系不变。

“搬迁时，每个石板都编了号。除
了1.3公里的石板路，古镇的11处市级
文保单位，也全部原封不动搬到了这
里。”龚滩镇党委书记张臣介绍，复建后
的龚滩古镇2009年正式开街，不但保
存了旧龚滩的历史风貌，还进一步提升
了“颜值”，涵养了气质。

从南门进入古镇，吴冠中纪念馆映
入眼帘。去年才对外开放的纪念馆虽
然时间不长，但已成为古镇的一张名
片，吸引众多游客前来“打卡”。

镇上还修建了龚滩美术馆，用于艺
术家运用龚滩元素创作作品的展览和
收藏；将古建筑“西秦会馆”打造成展示
非遗的“窗口”，适时表演土家摆手舞、
酉阳民歌、酉阳古歌等国家级非遗节
目；将本地的特色美食打造成“非遗餐
饮”，包括土家酿豆腐、土家腊肉等。

漫步古镇街巷，放眼处不仅有鳞次
栉比的吊脚楼，还有姹紫嫣红的鲜花，
其中尤以当地盛产的三角梅居多，宛如
一座“鲜花小镇”。

张臣说，为了让更多人发现、描绘
龚滩之美，2016年至今，龚滩古镇连续

举办了5届全国高校写生艺术节，多家
艺术机构和高校在此成立了写生创作
基地，龚滩古镇作为“写生小镇”的知名
度逐年提升。

大量游客的到来，让当地居民吃上
“旅游饭”。“当前一些古镇对历史文化
积淀挖掘和展示不够，还只是满足吃住
玩的‘快消品’。”龚滩古镇景区负责人
凡凯说，龚滩古镇走的是个性化道路，
不但养眼，而且还能养胃、养心，每年吸
引80余万人前来参观游览，仅门票收
入就达5000万元。

“过去1块钱卖不掉，现在
10块钱买不到”

初秋时节，海拔800米左右的酉阳
县花田乡，有着400多年历史的古梯田
依山势而建，层层叠叠、蔚为壮观。这
里土地肥沃，光照充足，在得天独厚的
自然环境中生长出的花田大米脆酥油
糯、质白如玉，曾被定为贡米。

然而，传承了600多年的花田贡
米，却险些断了根脉。“花田贡米质量虽
好，但过去是散户散种，加之村上的灌
溉渠等基础设施不完善，种植规模无法
扩大，量上不去，市场就很小。”花田乡
乡长彭武进说，“种地挣不了钱，年轻人
外出打工，村里的大量田地撂荒。”

2012年，为重振花田大米昔日荣光，
花田乡着手恢复梯田基地，并通过实施

“旱改水”“坡改梯”试点工程，引入“企业+
高校+基地+农户”模式大规模种植有机
稻。如今，8000亩梯田重焕生机，成为农
耕旅游的美丽风景：夏来避暑好时光，秋
收满山是金黄，冬天梯田赏雪被，春回水

田看插秧……一年四季游人如织。
旅游的发展，游客的青睐，让花田

贡米重新金贵了起来。“过去1块钱卖
不掉，现在10块钱买不到。”村民何绍
华说，他种了3亩多地的稻谷，除了自
己吃的口粮，每年还能卖2万元。

紧邻花田乡的菖蒲盖草原内，一片
繁忙施工景象。当地正按照护山、理
水、育林、复草相结合理念，将这里与花
田梯田、揽星小镇等布局形成“一线四
组团”旅游发展格局，打造集旅游观光、
康养休闲、特色农业于一体的农文旅融
合发展示范区。

“从高山草原到花田梯田，全力推
动旅游产业提档升级，推进山地农业和
山地旅游业融合发展，是我们当前实现
乡村振兴的两大课题。”彭武进说，占地
100平方公里的菖蒲盖农文旅融合发
展示范区建成后，将让更多老百姓吃上

“旅游饭”。

点石成金

2019年下半年对外开放以来，酉
阳县板溪镇叠石花谷景区一下火了。
借助游客们在多个社交平台上的点赞
推荐，这个涵盖自然叠石、巫傩文化、
浪漫花海、乡村艺术等主题的生态文
化旅游景区成了远近闻名的“网红”景
点。

叠石花谷景区原本是一块石漠化
严重的山间平地，面积达3000余亩。
过去，村民们只能栽种土豆、玉米等农
作物，收成很低。

“我们调研发现，板溪镇的石头是
以国内罕见的寒武纪叠层石为主，加之

紧邻高速公路，辐射重庆、贵州、湖南等
地近10座城市，于是便大胆提出将这
片荒山坡打造成叠石花谷艺术主题园
区和本地巫傩文化展示园区，大力发展
乡村旅游。”板溪镇党委书记黄强说。

记者在园区看到，大片裸露的叠石
呈现出精美的花纹，犹如“躺在地上的
石林”；叠石大门、叠石魔坑、开山大将等
33处叠石景观次第分布，展示着当地少
数民族特色文化；粉黛草、月季、蔷薇等
长满石头缝，满眼姹紫嫣红；还有就地取
材的石头，被做成互动体验项目“石来运
转”，吸引不少游客前来“转运”。

“这是变废为宝、点石成金的范
例。”黄强说，通过土地流转、就地就业
务工、发展旅游配套服务产业，惠及周
边居民200户700余人。村民每年通
过土地流转实现收入150万元、就近务
工稳定实现收入370万元。景区还引
导村民及周边商户发展配套服务业、采
摘、乡村特色餐饮和住宿等，一年稳定
实现收入1000万元。

黄强介绍，接下来景区所在地还将
申报地质文化村，将其打造成一个集科
普宣传、儿童娱乐、休闲度假、田园民宿体
验、农特产品生产销售等于一体的复合型
景区，实现旅游促增收，艺术兴乡村。

“推动乡村振兴，产业是重点，生态
是基础、文化是灵魂、人才是支撑、组织
是保障。”酉阳县委书记祁美文说，将综
合运用改革、科技、组织、市场、群众力
量，推动巩固脱贫攻坚成果、乡村振兴
和新型城镇化有机链接，努力将酉阳建
设成全国著名旅游县城、生态特色农业
基地和民俗生态旅游目的地。

重庆酉阳乡村振兴靠什么

本报讯 （记者 杨永芹）9月 5
日，来自重庆白马航运发展有限公司消
息称，重庆在建难度最大、投资最大的
航电枢纽，位于武隆区的乌江白马航电
枢纽右岸一期工程全面开工建设。

乌江白马航电枢纽工程总投资
109亿元，是我市交通重点项目。该项
目是乌江干流开发规划的最下一个梯
级，设计年单向通过能力1060.5万吨，
电站装机480兆瓦，以航运开发为主，
兼顾发电。

重庆日报记者在现场看到，目前正
在实施的右岸一期边坡工程，是高高耸
立、近似直角的陡峭山体。施工人员目
前需坐船跨越乌江、再换乘车辆才能到
达施工现场。

据介绍，施工区域位于三峡库区回
水区，且跨越或邻近有多条重要既有铁
路、公路线路，水土保持、环境保护、渣
料下江防护是施工重难点。

施工单位中电建路桥集团有限公
司相关负责人表示，为确保右岸边坡工
程安全及质量，避免出现滑坡等事件，
项目部根据边坡地质及设计坡度等特
点，边坡自上而下分区进行典型防护，
采取格构梁+植生袋、系统锚杆+挂网
喷砼、系统锚杆+混凝土面板，局部设
置系统预应力锚索等对山体进行加
固。同时，边坡开挖施工采取梯段预裂
控制爆破技术，以确保右岸高边坡稳
固。

根据规划，乌江白马航电枢纽将分
三期建设，2031 年建成。一期计划
2024年底完工，主要建设白马大桥、右
岸一期边坡工程、右岸道路、导流明渠
等工程项目。

“白马航电枢纽建成后，将有效消
除20多处滩险，渠化航道45.3公里，航
道等级由原来的Ⅴ级提升到Ⅳ级，500
吨级船舶将直达贵州境内，将形成渝东
南武陵山区城镇群和黔东北地区进入长
江的一条水运大通道。”重庆白马航运发
展有限公司相关负责人表示，这将大大
提高乌江航运水平，深入推动长江经济
带发展，加快长江上游航运中心建设。

乌江白马航电枢纽
右岸一期全面开工建设

根据《矿产资源开采登记管理办法》（国务院令第241号）第七条规定，以下采矿许可证已自行废止，特此公告。

采矿许可证自行废止公告
采废〔2021〕（城口）0001号

重庆市城口县规划和自然资源局 2021年9月6日

序
号

1

2

3

4

5

6

矿山名称

城口县通利铁合金有限责任公司
修齐锰矿桑溪沟工区

城口县金大铁合金有限公司大渡
溪锰矿八矿段采场

重庆泰正矿产资源开发有限公司
修齐锰矿枇杷溪工区

重庆市城口县来凤铁合金有限公
司城口县大渡溪锰矿张家湾工区
城口县通利铁合金有限责任公司

修齐锰矿马料溪工区
城口县修齐锰矿有限公司修齐锰

矿下茅坡子工区

采矿许可证号

C50000020111
22130121819
C5000002010
072130070517
C5000002010
112130083050
C5000002010
122130087797
C5000002010
052130065161
C5000002009
042130015600

采矿许可证有效期

2016年12月19日-
2017年8月29日
2020年4月2日-
2021年4月2日
2017年2月1日-
2018年8月31日

2020年12月18日-
2021年6月17日
2021年1月17日-
2021年7月16日
2009年4月8日-
2011年8月8日

7

8

9

10

11

12

城口县矿产资源开发有限责
任公司修齐锰矿董家湾工区

重庆泰正矿产资源开发有限
公司高燕锰矿曹家山工区

重庆市城口燕山锰业有限责
任公司

重庆泰正矿产资源开发有限
公司兴泰锰矿

重庆泰正矿产资源开发有限
公司石墙沟锰矿

重庆市城口县平风锰矿有限
公司大渡溪王家湾工区

C500000200904
2130015597

C500000200904
2120015592

C500000200904
2130015609

C500000200904
2130015608

C500000200904
2130015595

C500000200904
2130015606

2009年4月20日-
2010年7月20日

2016年6月28日-
2017年6月27日

2015年3月9日-
2016年3月8日

2014年4月14日-
2017年4月14日

2015年5月5日-
2017年5月19日

2019年8月16日-
2020年8月1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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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2日，万州
新田长江大桥主体
完工。大桥为主跨
1020 米 单 跨 双 铰
钢箱梁悬索桥，全
长1770米。

据了解，大桥
预计在2022年9月
建成通车，届时万
州 80 公里城市环
线高速公路将实现
闭合。

记 者 谢 智
强 摄/视觉重庆

万州新田长江大桥主体完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