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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陈波

从社区账户上没有一分钱、上级拨付
资金让做啥就做啥，到激活自我造血功能、
居民需要做啥就做啥，大渡口区跃进村
街道东正社区通过联结社会资源打造
社区大党委，通过党建引领推动组织
网、党群网、物业网“三网融合”，走出了
一条老旧小区全新的基层社会治理之
路。

解决停车难题
老旧社区激活“造血功能”
18栋老旧居民楼，1476户家庭4897

名居民，每栋楼龄都超过30年，整个社区
“全开放、无围合、无物管、无保安”——东
正社区就是一副“老旧破小”形象。

“我们这种没有物业的老旧小区，原先
莫说什么基层治理了，就连最起码的清洁
卫生和治安都是一个大问题。”9月8日，面
对重庆日报记者，东正社区党委书记程家
群快人快语。

上任之初，程家群经常面对各种扯皮
事，最典型的莫过于停车问题。因小区全
开放，周边车辆将此地视为免费停车场，但
因道路狭窄，免不了各种擦挂，还堵塞了消
防通道。

解决社区乱停车问题是东正社区
2018 年打的一场硬仗。也正是在这场
硬仗中，东正社区建立起社区议事会制
度。

“其他老旧社区搞封闭管理、停车收
费，往往容易出现居民阻工现象；但在我们

社区，居民是大规模前来协助。”作为社区
议事会会长，74岁的张定忠对此颇为得
意。

在长达9个月的停车位改造过程中，

东正社区通过党建引领，联结了社区、辖
区企事业单位党组织、党员骨干等力量，整
合了党建、资金、人才、技术、服务等资源，
并延伸出“组织共建、党员共管、活动共办、

服务共推、治理共促”的“五共法”。
改造好停车位，能畅通消防通道、医疗

通道；能减少社区出现交通事故；能根治车
辆堵路；规范化的停车位让本社区居民有
地方停车；低于市场价的停车占道清洁费
能让社区有一定资金积累用于改造居民居
住环境……

这一系列涉及到火灾防控、医疗救援、
居住环境、居民停车等居民重大利益关切
点，通过社区和议事会广为宣传后，停车位
改造事宜获得整个社区的高度支持。又因
为党建引领和“五共法”，社区停车位改造
资金也顺利得到解决。

最终，153个停车位以及3套道闸管
理系统顺利投用。因为有了专人看守，一
个存在了30多年的全开放小区，居然奇迹
般成为了半封闭社区。

靠自身兜底物业服务
社区物管费还能有盈余

“你看看我们的重钢文化墙，你再看看
我们修的齐心花园，这些可都是我们社区
自力更生修起来的哦！”张定忠笑呵呵地
说，停车位改造好后收取的费用扣除必要
支出后的结余，全部用于社区公共区域清
洁卫生、绿化养护、基础设施维修改造等公
共支出。

（下转2版）

党建引领 激发老旧社区治理新活力
——大渡口东正社区破解基层治理难题

□本报记者 周松 实习生 肖秋灵

“哎呀！驾驶证忘记带了。”
“没关系，马上申领个电子驾照就行。”
9月10日上午，市民王先生来到两江新

区车管所处理交通违法，到了车管所才发现
自己没有带驾驶证。

在窗口民警的指引下，王先生现场申领
电子驾驶证，顺利办理了交通违法业务。

这只是我市公安交管部门将信息技术
运用到日常工作，扎实开展“我为群众办实
事”实践活动的一个场景。

10日上午，记者来到两江新区车管所，
实地感受信息化技术带来的便利。

电子驾驶证上线一周多
申领数超过85万本

9月1日，按照公安部部署，我市正式上
线全国版电子驾驶证。

在两江新区车管所记者看到，业务大厅
一侧，设置有互联网业务区，该区域除了放
置有办理互联网业务的自助设备外，还有一
幅醒目的海报，海报上图文并茂地印有电子
驾驶证的申领流程。

“我下载了交管‘12123’App，就可以
直接申领吗？”看到海报，前来办事的张小姐
打开交管“12123”App，点击驾驶证业务专
栏下的“驾驶证电子版”按钮，随即进入了电
子驾驶证的申领界面。简单地拍了一张人
像照，经过10多分钟审核，张小姐的电子驾
驶证就申领成功了。

“驾驶证审验、交通违法或者交通事故
处理等需要出示驾驶证，现在都可以直接使
用电子驾驶证办理。”两江新区车管所所长
季岚告诉记者。

“截至9月9日，我市已核发电子驾驶
证85万本。”市公安局交巡警总队车管所负
责人告诉记者，我市还协调相关部门，未来
将在车辆保险、汽车租赁、汽车营运等方面
推广电子驾驶证。

购买外地二手车
再不用两地来回跑

除了电子驾驶证，信息技术的运用为公
安交管业务带来的改变还有不少，二手车异
地转入业务就是其中之一。

9月10日上午，市民刘先生来到两江
新区车管所办理二手车异地登记业务。前
不久，他在我市的二手车市场，购买了一辆深圳号牌的二手车。

审核资质、查验车辆、登记上户、打印临时牌照，仅用1个多小
时，刘先生就办理完成了二手车异地转入业务，民警将新打印的临
时牌照交到了刘先生手上。

“现在好方便啊！”刘先生高兴地告诉记者，正是了解到现在办
理二手车异地转入业务不需要再两头跑，他才购买了一辆深圳号牌
的二手车。 （下转3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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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好再扬帆
——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关心

前海深港现代服务业合作区建设纪实
“精耕细作，精雕细琢，一

年一个样”
——三赴前海，习近平总

书记亲自为合作区建设把脉
定向 (据新华社)

“深化深港合作，相互借
助、相得益彰”

——践行习近平总书记
指示，前海因深港合作而生、
因深港携手而兴

“要深化前海深港现代服
务业合作区改革开放”

——不负习近平总书记
嘱托，前海为改革开放探路、
蓄力再出发

探 寻 基 层 治 理 密 码

本报讯 （记者 王翔）“这条路弯多路窄，离江边还近，雨天路
滑的时候就更危险了，能不能增加一些防护栏，我们进出也安全
些？”“这条村道沿途有近千群众出行，一边是山崖，有时特别担心跌
下去了……”

在今年党史学习教育中，潼南区梓潼街道党员干部深入一线听
取群众意见和建议，发现不少村居都存在临水临崖路段重大安全隐
患。街道党工委和办事处对此高度重视，将其作为“我为群众办实
事”实践活动的重要内容，从快严格进行整治。

“我们接到任务后，分别前往罗家、奇龙等10个村居进行现场
勘察，对路段危险性和群众出行便捷性等因素进行综合考量，结合
群众和村居意见，将7个村居14个临水临崖路段纳入重点整治范
围。”梓潼街道社区建设服务中心负责人陈思伶说，他们与区建管办
通力协作，共同拟定了“增设临时性防护设施”的实施计划，并在上
半年全面实施。

9月10日上午，记者随工作人员来到横穿罗家村的一条水泥
道路，这是别口镇、上和镇部分居民前往城区的近道，来往的行人和
车辆都较多。罗家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邹维介绍，这条路沿
江边山崖而建，这几年车流量越来越大，光是近两三年，发生的交通
事故就有十来起。

在整治过程中，施工单位对道路加设了防护栏等永久性防护设
施，对道路旁的杂草树木等进行了清理修剪，重新划定了行车线，极
大提升了道路的安全性。“结实的道路防护栏，看着就让人安心不
少。”当地村民杨金花说。

截至目前，梓潼街道7个村居共计853米的14个临水临崖路
段，已全部完成整改并投用。下一步，潼南区将加强对这些道路的
管护，进一步提升道路安全标准，让群众出行更加安全便捷。

让群众出行更安全

潼南14个临水临崖路段装上防护栏

本报讯 （记者 赵伟平）市政府近日
印发《重庆市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十四
五”规划》（以下简称《规划》），绘制出今后
五年重庆推动农业农村现代化的“路线
图”，明确到2035年，我市乡村振兴取得决
定性进展，基本实现农业农村现代化。

《规划》提出发展目标：重庆将通过五
年努力，到2025年确保实现“一个衔接、两
个赶上、三个突破”，即实现巩固拓展脱贫
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农民收入
赶上全国平均水平、乡村振兴“先行示范
类”区县赶上东部地区平均水平，农业科技
创新、农业农村高质量发展、城乡融合发展
取得重大突破。

“十四五”期间，要实现粮食等重要农
产品供给有效保障、农业质量效益和竞争
力显著提升、乡村建设行动取得明显成效、
城乡区域发展更加协调、乡村生态环境显
著改善、乡村治理能力明显增强、农民获得

感幸福感安全感显著增强七大具体目标。
其中，在农业质量效益和竞争力显著提升
方面，农村一二三产业深度融合，第一产业
增加值年均增长4％以上，农产品加工产
值与农业总产值比达到2∶1，农业科技进
步贡献率达到64％。在农民获得感幸福
感安全感显著增强方面，农村居民人均可
支配收入年均增长7.5%以上，绝对额达到
全国平均水平，城乡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比下降到2.35∶1。

如何确保目标实现？《规划》布局了13
项重点工作，包括实现巩固拓展脱贫攻坚
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建设成渝现代
高效特色农业带、推进“一区两群”农业农
村协调发展和城乡融合发展、建设“智慧农
业·数字乡村”、实施乡村建设行动、促进农
民收入较快增长等。

在接续推进脱贫地区乡村振兴方面，
《规划》提出，在全市范围内，按照先行示范

类、重点帮扶类、积极推进类分类推进乡村
振兴。选择有基础、有引领示范作用的区县
作为“先行示范类”，高起点、高标准实施乡
村振兴战略，争取在全市率先达到我国东部
地区平均水平；“重点帮扶类”以原国家扶贫
开发工作重点区县为主，落实“四个不摘”要
求，用足用好帮扶政策，以乡村振兴巩固拓
展脱贫攻坚成果，确保不发生规模性返贫；
其余区县为“积极推进类”，全面推进乡村振
兴，加快构建现代农业产业体系、生产体系、
经营体系，提高农业质量效益和竞争力，全
面实施乡村建设行动，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
步伐。

在提升现代山地特色高效农业质量效
益和竞争力方面，坚持“小规模、多品种、高
品质、好价钱”路子，大力发展柑橘、榨菜、
柠檬、生态畜牧、生态渔业等现代山地特色
高效农业集群；打造10个百亿级农产品加
工产业集群，建设中国（重庆）国际农产品

加工园；构建以“巴味渝珍”“三峡牌”为龙
头、50个区县级农产品区域公用品牌为支
撑、农业龙头企业产品品牌为主体的“1+
1+50+N”农产品品牌体系等。

在建设“智慧农业·数字乡村”方面，将
以发展智慧农业、建设数字乡村作为促进
农业转型升级的重要抓手，不断壮大乡村
数字经济，发展壮大农村电子商务，加速智
慧农业—装备智能化推广应用及示范、智
慧农业—大数据智能化平台建设等。

在全面深化农村改革方面，将推动城
乡要素自由流动，扩面深化农村“三变”改
革，推动“三社”融合发展，加强农业对外开
放合作。实施农业对外开放提升工程，建
成市级农产品贸易高质量发展基地5个、
市级农产品进口贸易促进创新示范区1
个；建成市级农业对外合作试验区3个、市
级境外农业合作示范区3个；实施中新（重
庆）农业合作示范项目。

重庆发布农业农村现代化“十四五”规划
2025年确保实现“一个衔接、两个赶上、三个突破”；2035年基本实现农业农村现代化

本报讯 （记者 龙丹梅）9月7日，重
庆日报记者从市河长办了解到，自今年5
月第3号市级总河长令签发部署开展提
升污水收集率、污水处理率和处理达标率
（以下简称“三率”）专项行动以来，全市共
排查发现“三率”问题500余个。

据了解，4个月来，各区县“闻令而
动”，开展专项整治。梁平区组建了水污
染防治攻坚专班，制定了提升“三率”专项

行动“1+6”实施方案，拉网排查辖区内涉
水污染源。璧山区开展了第二轮污水管
网排查，完成了663公里城镇生活污水管
网改造、1.9公里农村生活污水处理设施

配套管网建设改造。此外，涪陵区开展
了榨菜废水专项整治，沙坪坝区重拳整治

“散乱污”企业，北碚区强化农村生活污水
治理，荣昌区开展水产养殖污染专项治

理，铜梁区全面完成污水处理设施在线
监测，渝中区开展船舶污水“零直排”治
理等。

接下来，我市将把第3号市级总河长
令贯彻落实情况作为重要内容纳入市政府
河长制督查激励，推动各级河长切实巡河
履职。据统计，今年以来，全市四级河长累
计巡河53万余人次，共发现各类涉河问题
1.3万多个。

第3号市级总河长令签发以来

4个月排查“三率”问题500余个

▲改造后的东正社区整洁干净，还添
置了大量健身器材。

◀改造前的东正社区杂乱无章。
（受访单位供图）

9月10日，渝北区天友乳业，新改造
的全自动酸奶发酵线，工作人员正在查看
设备运转情况。近年来，渝北区积极实施
以大数据智能化为引领的创新驱动发展
战略，引导、鼓励企业实施智能化改造，扶
持企业建设智能工厂，实现传统产业向产
品创新智能化、工厂运行智能化、经营管
理智能化、供应链智能化演进，全力打造
智能制造基地，推动“渝北制造”迈向“渝
北智造”。

记者 万难 摄/视觉重庆

渝北传统产业
加速智能改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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