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5月15日，南大街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在南

大街街道代家店村开展2018年“家庭医生：我承诺

我服务”主题活动，迎接第8个“世界家庭医生日”的

到来。活动现场，医务人员围绕活动主题，采取现场

签约、义诊、健康科普等形式，践行医务人员的神圣

职责，为居民健康提供优质服务。

记者 陈仕川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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宝峰镇龙凤桥村是永川的偏远乡

村，全村建卡贫困户 49 户 127 人，

2014年被确定为重庆市级贫困村。

作为市级贫困村的龙凤桥村，2017

年，49户127人建卡贫困人口全部脱

贫。是什么让龙凤桥村摘下贫困帽？

近日，记者走进龙凤桥村一探秘诀。

小茶叶做出扶贫大文章
回忆起今年的春茶采摘，在龙凤

桥村深沟村民小组建有茶叶基地的王

建依然喜上眉梢。“从今年开始，我的

160多亩茶叶开始见效了。春茶大量

上市的时候，茶园每天都要采七八十

斤鲜叶。”

34岁的王建挖过煤炭、当过保

安，工资高时万余元，低时一两千元，

一家人的生活还算幸福。

月有阴晴圆缺，人有祸福旦夕。

2013年，王建在家干农活时，不慎致

左脚骨折。前前后后做了4次手术花

了5万余元。家里的存款不仅花完

了，还欠了一屁股债。

因病致贫、脚伤好转的王建开始

思考自己今后的人生路。

“茶叶的经济效益高，茶树种一

次，丰产期能达五六十年。”王建觉得

种茶是个好项目。

开荒、平地、种茶树……2014年，

王建通过借款、贷款等渠道投入50多

万元，当起了160多亩茶园的主人。

为了掌握种茶和制茶技术，一听

说哪里有培训班，王建一定会积极报

名。同时，他还主动到宝峰镇其他茶

园去走走、看看、学学。

“四年了，王建的茶园有收成了，

我们也在这里采茶，多的时候每天能

拿到120块钱，低的时候也能拿到60

块钱。”该村村民陈朝秀告诉记者。

在宝峰镇，流转土地种茶、到茶园

务工，受益的不止是王建、陈朝秀等

人。

“宝峰现有茶园9000亩，茶叶加

工企业两个，种茶大户近20户，而在

龙凤桥村就有茶园4000亩。去年，该

村新发展茶叶面积700亩，建现代化

制茶厂1个。”宝峰镇农业服务中心负

责人称，茶叶虽然周期长，但附加值

高、收益好。只有把近万亩茶产业做

大做强，才能让它真正成为群众稳定

增收的绿色银行。

抱团让龙凤桥村成为鸽村
俗话说，养猪为过年，养牛为耕

田，养鸡为赚盐巴钱。除发展茶产业

鼓起群众腰包外，养鸽也成为龙凤桥

村群众增收的一条路子。

走进龙凤桥村倒插湾村民小组周

业刚的肉鸽养殖场，两栋砖房里长长

的钢丝笼子整整齐齐，笼内白鸽和灰

鸽“咕咕”地叫着。夫妻俩或给鸽子喂

食、或捡拾笼子里的鸽蛋。

“养鸽比在外头打工强。”望着笼

子里“生气勃勃”的鸽群，46岁的周业

刚告诉记者，他建设养鸽场始于2009

年。2013年的一场禽流感让他亏损

30多万元，使他的养鸽场陷入困境。

很多养鸽户动摇了

养鸽信心，1000对以

上的20多家养殖户

骤减至六七家。

“ 凡 事 都 要 坚

持。”凭着一股韧劲，

周业刚的种鸽发展到

了现在的3000多对。

看到养鸽“有利可图”，聂绍伦、杨

承志等纷纷建起鸽场。随着龙凤桥村

肉鸽养殖规模的迅速壮大，永川冈建

肉鸽养殖股份合作社应运而生。专业

合作社的成立，让龙凤桥及宝峰镇的

养鸽人抱团发展，龙凤桥村也成了有

名的鸽村。

为鼓励村里的贫困户养鸽，2015

年，区扶贫办把鸽笼、种鸽、食槽、蛋窝

等种鸽以及养鸽设施送到古德建、聂绍

元、文家华、谢家坤、邓传伟等人家中。

养鸽最大的优势是周期短、见效

快。当年，在大户技术和销售的双重

带动下，患矽肺病的劳弱户古德建60

对鸽子让他增收3600多元。

2016年，龙凤桥村贫困户养鸽达

到高峰期，20多家贫困户户均收入

4000余元。2017年，全村种鸽养殖

规模在 2000对以上的大户达 10多

户，带动龙凤桥及宝峰其他村养肉鸽

100多户，年产值达3000多万元，龙

凤桥村未脱贫的农户也全部脱贫。

“目前，宝峰王鸽存栏种鸽3万

对，出售肉鸽100万只。去年，仅龙凤

桥村，新养种鸽就达6000对，肉鸽8

万只。”宝峰镇相关负责人称，龙凤桥

村产业扶贫走对了路，因地制宜，把

准贫困户致富的“脉搏”成为了脱贫

的秘诀。

养鸽又种茶 生活节节高
——重庆市级贫困村宝峰镇龙凤桥村摘“穷帽”纪略

本报记者 钟 梅 文/图

好消息返乡创业重点企业可申请贷款贴息
申请日期截至6月30日，最高可获60万元贷款贴息

本报讯（记者 钟 梅）5月16日，记者从区就业和人才服

务局获悉，即日起至6月30日，全区返乡创业重点企业可向区

就业和人才服务局申请返乡创业重点企业贷款贴息，获得认

定后最高可享受60万元的贷款贴息。

据悉，为进一步鼓励企业改善用工环境，引导外出农民工

返乡创业，促进创业带动就业，推进农民工稳定就业，推动全

区乡村振兴工作开展，即日起至6月30日，全区返乡创业重点

企业可到区人力社保局一楼大厅向区就业和人才服务局申请

返乡创业重点企业贷款贴息。

区就业和人才服务局相关负责人称，申请返乡创业重点

企业贷款贴息的企业应具备以下条件：区内重庆籍独立法人民

营企业，安置重庆籍农民工达100人以上并签订一年以上劳动

合同，企业申报的贷款类型为在国有及地方控股银行取得的已

归还的流动资金贷款，该贷款未享受其他财政性贴息政策。

仙龙镇大力推进生态文明建设
本报讯（通讯员 肖 渤）今年以来，仙龙镇从注重宣传引

导、压实目标责任、加强源头管控等方面，大力推进生态文明

建设。

据悉，在注重宣传引导方面，在村（社区）居民集中点制作

宣传喷绘200余幅、悬挂宣传标语12条，全面普及土壤污染防

治、大气污染防治、水污染防治等环保法律法规基础知识；畅

通信访渠道，对群众举报投诉的环境保护和生态文明保护等

问题，及时调查、核实和处理，并责成相关责任单位部门限期

整改。在压实目标责任方面，建立完善生态文明建设和环境

保护责任体系，与14个村（社区）签订《2018年环境保护目标

责任书》；严格落实环保“党政同责、一岗双责”，研究制定《永

川区仙龙镇环境保护工作责任规定（试行）》，明确部门及驻镇

单位工作责任，定期或不定期对相关单位部门环境保护工作

责任落实情况进行专项督查，并将督查结果作为部门及负责

人考核评价的重要依据。在加强源头管控方面，建立完善河

长制长效管理制度，总河长、镇河长、村河长带队巡查河道110

余次，整治河面漂浮物、河道沿岸白色垃圾等污染点70余处；

强化日常监督管理，组织开展环保大巡查3次，检查工业、水

产、畜禽养殖企业400余家次，发现整改水污染类问题两个。

周业刚和妻子给鸽子喂食。

践行神圣职责
提供优质服务

▲

图为医务人员为群众检查眼睛。

本报讯（记者 杨 雪）5月15日，

区长罗清泉主持召开全区扶贫开发领

导小组会。他要求，团结一致、沉心静

气，深化落实、见诸行动，确保如期高

质量打赢脱贫攻坚战。市脱贫攻坚大

排查督导组第十三组组长田希勇到会

指导。

罗清泉指出，脱贫攻坚工作，讲的

是政治、干的是民生、体现的是大局、

反映的是党性。要提高思想认识，强

化政治担当，拿出真抓实劲、敢抓狠

劲、善抓巧劲、常抓韧劲，坚决完成脱

贫攻坚各项任务；要贯彻精准方略，注

重工作实效，按照“六个精准”“五个一

批”要求，下足“绣花”功夫，把精准贯

穿脱贫攻坚全过程；要聚焦突出问题，

从严落实整改，针对我区脱贫攻坚存

在的突出问题，各相关部门要主动把

自己摆进去，逐条逐项对照检查、分析

原因，多从主观和工作上找原因，研究

制定过硬过细的整改措施，举一反三

限时抓好整改，强化督查考核，让脱贫

成效真正获得群众认可、经得起实践

和历史检验；要严格纪律约束，改进工

作作风，坚持动真碰硬，深入一线，建

强组织，严查严管，把作风建设贯穿到

整个脱贫攻坚过程中，深入推进扶贫

领域腐败和作风问题专项治理。

罗清泉强调，脱贫攻坚工作已进

入全面冲锋冲刺、全面决战决胜阶

段。全区上下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新

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特别是

扶贫开发战略思想，坚决落实党中

央、国务院和市委、市政府各项决策

部署，切实增强担当意识和使命感，

不放松、不停顿、不懈怠，提高脱贫质

量，聚焦脱贫目标，促进全区脱贫攻

坚工作再上新台阶，以实际行动向市

委市政府、向全区人民交上一份满意

的答卷。

田希勇表示，永川区委、区政府

对脱贫攻坚工作认识到位、措施到

位，希望永川区扶贫开发领导小组成

员单位把永川区委、区政府抓好脱贫

攻坚的意识落实到具体工作中，以市

脱贫攻坚大排查为起点，扎实工作，

通过两年的努力，打赢这场脱贫攻坚

战，促使永川脱贫攻坚工作取得较好

成绩。

副区长王寒峰、市脱贫攻坚大排

查督导组成员、区扶贫开发领导小组

成员单位负责人参加会议。

永川区扶贫开发领导小组会召开
田希勇到会指导 罗清泉主持

▲ 图为医务人员

为群众现场签约。

本报讯（记者 张天彦）16日，

重庆市乡镇人大主席专题培训班

第三组一行40余人来到永川开展

现场教学：考察“永川智造”产业

发展工作，听取区镇人大工作联

动经验介绍。永川区人大常委会

主任王志飞参加现场教学活动。

是日下午，重庆市乡镇人大

主席专题培训班第三组一行40余

人来到永川，开展现场教学。学

员们对永川工业园区凤凰湖产业

园的台正智能产业园、埃马克机

械有限公司、广数机器人有限公

司等进行了实地考察，学员们对

“永川智造”表现出浓郁的兴趣。

随后，在永川区人大常委会召开

重庆市乡镇人大主席专题培训班

永川区现场教学座谈会。王志飞

对市人大常委会把永川作为现场

教学点之一表示感谢，对市乡镇

人大主席专题培训班第三组全体

学员的到来表示欢迎。王志飞

说，市人大常委会把永川作为现场

教学点，体现了市人大常委会对永

川人大工作的重视，这既是对永川

人大工作的肯定，也是对永川人大

工作的鞭策。近年来，特别是换届

以来，永川区认真贯彻落实重庆市

乡镇人大工作条例，以抓思路创新

促进镇人大工作上水平、抓队伍建

设提升镇人大工作活力、抓制度建

设推动镇人大工作规范化、抓阵地

建设提高人大代表履职实效、抓保

障措施强化对镇人大的指导监督

为抓手，强化区镇两级人大工作联

动，全区人大工作迈上了新台阶。

会上，王志飞还向全体学员介绍了

永川的区情。

永川区人大常委会人代工委、

永川工业园区凤凰湖管委会、何埂

镇人大等负责人分别介绍了我区

区镇人大工作联动、现代产业发展、

基层人大创新等工作情况，部分学

员就有关问题开展了提问互动，班

主任对现场教学作了现场点评。

市乡镇人大主席专题培训班来永现场教学
王志飞参加现场教学活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