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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服务·乡村振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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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进塘坝：
游枳海桑田 品生态龙虾
草长莺飞，正是人间四月天。4 月
15 日，2021 重庆·潼南第二届生态小龙
虾节暨第七届桑葚采摘节盛大开幕。
此次节会以“到六养潼南 游枳海桑
田 品生态龙虾”为活动主题，由潼南
区农业农村委、区农投集团主办，潼南
区塘坝镇人民政府承办，潼南区商务
委、区文化旅游委、区招商投资局、团
区委、区妇联、区传媒集团协办，主体
活动集中在 2021 年 4 月 15 日、16 日，节
会活动持续至 2021 年 5 月 5 日（劳动
节假期）。
据了解，
此次节会主活动场地在塘
坝镇“枳海桑田”市级现代农业产业园
内，这里山清水秀、风光宜人，有全国首
批绿色村庄、重庆市十大特色乡村，除
大面积的稻虾养殖基地和花椒种植基
地，还有富含民俗特色和农耕文化的乡
情馆，是乡村休闲游玩和民俗乡情体验
的好去处。

节会叠加 喜迎八方游客
“去年，首届小龙虾节的成功举办，
让我镇的养殖户们兴奋不已，不少游客
到小龙虾基地体验钓虾、捞虾、吃虾乐
趣，到周边的桑葚基地参加采摘活动，
带动了当地民宿和餐饮经济发展，形成
了
‘一只小龙虾、万千人打卡’
的轰动效
应。”塘坝镇党委书记谢子清介绍，今
年，他们将资源相加、节会叠加，
积极举
办第二届生态小龙虾节暨第七届桑葚
采摘节。
为高质量举办此次节会，办出实

效、办成品牌，塘坝镇专门成立了筹备
工作领导小组，领导小组下设 10 个专
项工作组，
相关村（社区）、相关部门、相
关负责人精心筹备、形成合力，积极营
造良好活动氛围，丰富活动内容，创造
活动特色，拓宽传播渠道，确保节会上
档次、出特色、树品牌、见成效，进一步
提升“2021 重庆·潼南第二届生态小龙
虾节暨第七届桑葚采摘节”的影响力和
知名度。
节会期间，
塘坝镇突出“吃、住、行、
游、购、娱”，全力为八方游客提供周到
服务。
在美食方面，推出森林老腊肉、地
道头刀菜、特色生态鱼、养生整锅鸡等，
特别是将举办为期 1 个月的“啤酒龙虾
美食荟”活动，广大游客可以在天印村
稻虾广场、金山村果桑基地喝啤酒、吃
龙虾、品美食。
在美景方面，
整合资源、串点成线，
游客可以到马鞍山森林公园这个“生物
多样性保育基地”，欣赏柏木、麻栎、香
樟等，特别是近期发现了 400 多株珍稀
树种——川黔紫薇，最大树围已超 1.2
米，在国内极为罕见。除此之外，大家
还可以到乡愁浓郁的乡情馆、波光粼粼
的印天湖、神秘莫测的翻天印，真真切
切体验一把乡村生态游，
感受最美的自
然风光。
在娱乐方面，游客可以前往盛田
果桑园，体验桑葚采摘、抓鸡赛鸭、烹
饪美食等活动，可以参加生态鱼、小龙
虾垂钓比赛，感受“青春之旅”联谊活
动，特别是可以参与“乡村这样子”短

视频征集活动，将所观所感用镜头记
录下来、传播开来，既参加节会，又赚
取稿费。
在购物方面，深入贯彻落实重庆
“一区两群”协调发展战略，
联合对口区
县彭水县，
举办“地道家乡味”特色农产
品展销活动，开展“带货直播”，游客可
以线上线下享受购物乐趣。

农旅融合

助力乡村振兴

没有产业兴旺，
就没有乡村振兴。
近年来，
塘坝镇围绕全区规划制订
的柠檬、蔬菜、粮油、小龙虾、花椒“五朵
金花”，
因地制宜布局农业产业发展，
以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为引领，
着力打造国
家现代农业示范区重要组团、市级现代
农业产业园核心区，
奋力开创三农工作
新局面。
2019 年，塘坝镇以万亩“枳壳”、千
亩“桑葚”为主导产业，成功获批“枳海
桑田”市级现代农业产业园。园区规划
面积 102 平方公里，覆盖塘坝镇全域，
核心区为天印村、金山村、龙珠社区，
目
标是打造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的示
范园区。
近两年来，
该镇坚持把“枳海桑田”
市级现代农业产业园建设作为实施乡
村振兴战略的抓手，作为塘坝打造“区
域支点场镇、现代农业高地、乡村振兴
窗口”的载体，作为实现“鱼虾满塘、瓜
果遍坝”发展蓝图的依托，
因地制宜、因
势利导，
挖掘潜力、集聚合力，
大力培育
以中药材、柠檬、小龙虾等为主的“一村

一品”特色产业，
挖掘增收产业潜力，
着
力打造“特色产业+增收产业”体系，不
断延伸富民增收链。
目前，该镇小龙虾养殖面积接近
1 万亩，获评全市小龙虾综合种养示范
基地、研究生教育优质课程实践教学基
地，已形成小龙虾产业“一节会、一中
心、六基地”发展格局，
“一节会”即生态
小龙虾节，
“一中心”即以小龙虾为主的
特色水产集散交易中心，
“六基地”即六
大生态养殖基地。同时，集果桑种植、
乡村旅游、桑果加工等于一体的金山村
盛田良品桑葚基地，
拥有全球品种最齐
全的果桑母本园，采摘品种多达 27 种，
是中国农科院在西南地区唯一授权的
果桑种育示范基地。
“近年来，
我们坚持推动农旅融合，
引导农业向旅游延伸，旅游向农业拓
展。
”谢子清说，
为加快构建一、二、三产
业融合发展的示范园区，
塘坝镇一方面
做好“串联”文章，推动第一产业“接二
连三”，
另一方面做好“并联”文章，
推动
一、二、三产业相互渗透与整合。
该镇主要依托千亩“桑田”，
深入挖
掘蚕桑文化内涵及生态优势，
成功举办
了六届桑葚采摘节；依托万亩小龙虾，
突出清水养、上市早、品质好、效益高等
特点，策划举办生态小龙虾节；依托依
山傍水、青山绿水的自然生态，
用好、用
活马鞍山市级森林公园、全国首批绿色
村庄等美景，做好森林老腊肉、生态小
龙虾等美食，大力发展乡村旅游，累计
吸纳游客近 100 万人，农旅融合效应初
步显现。
通讯员 陈娇

重庆市九龙坡区事业单位登记管理局公告
（2021 年第 4 号）

根据《事业单位登记管理暂行条例》，
重庆市九龙坡区中梁山街道社会管理信息服务中心等 2 个事业单位核准设立登记，
重庆市九龙坡区行政服务中心等 2 个事业单位法人有关登记事项已核准变更
登记，
重庆市九龙坡区石板镇人口和计划生育生殖健康服务站等 19 个事业单位核准注销登记，
现予公告。
一、已核准设立登记的事业单位
“重庆市九龙坡区中梁山街道社会管理信息
1.
服务中心”公告事项：
单位名称：重庆市九龙坡区中梁山街道社会
管理信息服务中心
法定代表人：刘声容
开办资金：10 万元
宗旨和业务范围：统筹利用信息资源，为社会
管理提供服务保障。集中管理维护综治、信访、维
稳、生态环境、城市管理、
“两违”整治、应急管理等
网格化信息系统，
协调、
指导、
推动辖区内网格化管
理工作落实；
承办公共安全隐患排查治理体系和风
险预防控制体系信息化建设任务，
对辖区内群众有
关社会管理方面的求助、投诉受理、处理、督办、反
馈；依托网格化信息系统，开展对社会管理信息的
筛查研判、
动态监测，
并提出工作建议意见；
承担社
会管理信息收集、
排查、
调度、
上报等工作。
住所：重庆市九龙坡区中梁山正街 301 号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12500107MB1F72405H
举办单位：重庆市九龙坡区人民政府中梁山
街道办事处
2.“重庆市九龙坡区商圈投资服务中心”公告
事项：
单位名称：
重庆市九龙坡区商圈投资服务中心
法定代表人：陈颖欣
开办资金：30 万元
宗旨和业务范围：承担招商引资企业的环境
考察、信息咨询、政策解答、项目洽谈、协议签订等
具体事务；承担招商引资信息平台建设，管理招商
引资项目库；按照入驻不同企业的办事需求提供
全程代办服务；打造政务服务自助端平台，推进政
务服务事项网上办理；组织开展服务企业的社区
活动，打造沟通交流平台。
住所：重庆市九龙坡区杨家坪前进支路 15 号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12500107MB1H28633K
举办单位：重庆市九龙坡区商圈管理办公室
二、
有关登记事项已核准变更的事业单位法人
“重庆市九龙坡区行政服务中心”
1.
公告事项：
法定代表人的变更：杨珊珊（原：魏建林）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125001073587082222
2.“重庆市九龙坡区城市管理综合行政执法支
队渝州路街道大队”公告事项：

名称的变更：重庆市九龙坡区城市管理综合
行政执法支队渝州路街道大队（原：重庆市九龙坡
区城市管理综合行政执法支队渝州路街道大队
（重庆市九龙坡区城市管理综合行政执法支队石
桥铺商圈大队〕
）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12500107699266848C
三、已核准注销登记的事业单位
“重庆市九龙坡区石板镇人口和计划生育生
1.
殖健康服务站”公告事项：
单位名称：重庆市九龙坡区石板镇人口和计
划生育生殖健康服务站
法定代表人：罗泽文
注销理由：单位撤销
设立时间：
2005-05-26 注销时间：
2020-10-24
2.“重庆西铁路小学”公告事项：
单位名称：重庆西铁路小学
法定代表人：卿亚丽
注销理由：单位撤销
设立时间：
2005-08-03 注销时间：
2020-10-29
3.“建设工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第二中学
校”公告事项：
单位名称：建设工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第
二中学校
法定代表人：秦彦利
注销理由：单位撤销
设立时间：2007-01-05 注销时间：2020-11-05
4.“中央农业广播电视学校重庆市九龙坡区分
校”公告事项：
单位名称：中央农业广播电视学校重庆市九
龙坡区分校
法定代表人：何流
注销理由：单位撤销
设立时间：2007-12-10 注销时间：2020-10-19
5.“重庆市九龙坡区半山小学校”公告事项：
单位名称：重庆市九龙坡区半山小学校
法定代表人：朱兴伟
注销理由：单位撤销
设立时间：
2001-03-29 注销时间：
2020-10-29
6.“重庆市九龙坡区种子站”公告事项：
单位名称：重庆市九龙坡区种子站
法定代表人：王永波
注销理由：单位撤销

设立时间：2011-07-07 注销时间：2020-10-26
7.“重庆市九龙坡区巴福镇财政所”公告事项：
单位名称：重庆市九龙坡区巴福镇财政所
法定代表人：钟家梅
注销理由：单位撤销
设立时间：2011-07-19 注销时间：2020-10-14
8.“重庆市九龙坡区含谷镇财政所”公告事项：
单位名称：重庆市九龙坡区含谷镇财政所
法定代表人：吴慧鹰
注销理由：单位撤销
设立时间：2011-09-20 注销时间：2020-11-06
9.“重庆市九龙坡区公共卫生管理服务中心”
公告事项：
单位名称：重庆市九龙坡区公共卫生管理服
务中心
法定代表人：余毅
注销理由：单位撤销
设立时间：2011-12-07 注销时间：2020-10-19
10.“重庆市九龙坡区巴福镇人口和计划生育
生殖健康服务站”公告事项：
单位名称：重庆市九龙坡区巴福镇人口和计
划生育生殖健康服务站
法定代表人：叶安碧
注销理由：单位撤销
设立时间：2001-03-29 注销时间：2020-10-14
11.“重庆市九龙坡区森林病虫防治检疫站”公
告事项：
单位名称：重庆市九龙坡区森林病虫防治检
疫站
法定代表人：朱秋
注销理由：单位撤销
设立时间：2013-01-04 注销时间：2020-11-02
12.
“重庆市九龙坡区走马镇财政所”
公告事项：
单位名称：重庆市九龙坡区走马镇财政所
法定代表人：桂忠
注销理由：单位撤销
设立时间：2014-12-18 注销时间：2020-10-19
13.“九龙坡区铜罐驿城市集体经济管理办公
室”公告事项：
单位名称：九龙坡区铜罐驿城市集体经济管
理办公室
法定代表人：刘琼莉

注销理由：单位撤销
设立时间：2001-03-13 注销时间：2020-12-24
14.“九龙坡区白市驿城市集体经济管理办公
室”公告事项：
单位名称：九龙坡区白市驿城市集体经济管
理办公室
法定代表人：彭光珍
注销理由：单位撤销
设立时间：2001-03-13 注销时间：2020-12-24
15.“重庆市九龙坡区文化服务站”公告事项：
单位名称：重庆市九龙坡区文化服务站
法定代表人：彭茂伟
注销理由：单位撤销
设立时间：2001-03-15 注销时间：2020-11-20
16.“重庆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军队离休退休
干部服务管理中心”公告事项：
单位名称：重庆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军队离
休退休干部服务管理中心
法定代表人：刘伟
注销理由：单位撤销
设立时间：2001-03-21 注销时间：2020-12-24
17.“九龙坡区市政管理监察支队直属大队”公
告事项：
单位名称：九龙坡区市政管理监察支队直属
大队
法定代表人：黄非
注销理由：单位撤销
设立时间：2001-03-28 注销时间：2020-11-24
18.“重庆市九龙坡区陶家镇人口和计划生育
生殖健康服务站”公告事项：
单位名称：重庆市九龙坡区陶家镇人口和计
划生育生殖健康服务站
法定代表人：刘仕平
注销理由：单位撤销
设立时间：2001-03-21 注销时间：2020-10-26
19.“重庆市西彭工业园区财政所”公告事项：
单位名称：重庆市西彭工业园区财政所
法定代表人：徐东
注销理由：单位撤销
设立时间：2003-12-01 注销时间：2020-10-2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