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要闻·综合
YONGCHUAN

DAILY
2018年7月12日 星期四
责编：凌泽恩
组版：赵晓岚

2 版

全市旅游发展大会明确

提出“山水之城·美丽之地”目

标定位和“行千里·致广大”价

值定位，强调打造重庆旅游业

发展升级版，建设世界知名旅

游目的地。永川区提出要以

全域全景的旅游思维、共建共

享的生态意识，精心构思永川

山水美景、人文图景。

青峰镇如何发展乡村旅

游产业、促进农民增收致富？

青峰镇党委书记包玉海在接

受本报记者专访时表示，将大

力发展乡村旅游、注重农旅深

度融合，兴修农村公路，推进

临江河流域综合治理，用“绿

水青山”铺实乡村旅游致富

路，让青峰成为永川及周边地

区的“菜园子”、“果园子”、“后

花园”。

农旅深度融合，打造乡村

旅游升级版。青峰镇充分挖

掘自身资源和区位优势，积极

引进业主，大力发展现代农

业，通过农旅融合发展模式，

以生态建设带动产业发展、以

产业发展促进旅游开发，实现

了乡村旅游从无到有，产业规

模不断扩大，旅游产品日益丰

富，逐步形成“红、香、甜、鲜”

四个青峰品牌：青峰红——红

高粱酒特色品牌；青峰香——

中药山鸡、跑山猪、生态渔；青

峰甜——葡萄、李子、柚子等

优质水果；青峰鲜——5000

亩无公害蔬菜。青峰镇整合

现有旅游资源，推出了“青峰

里四季游”乡村旅游品牌。按

照“吃、住、行、游、购、娱”六大

要素，对旅游标示标牌、公交

站点、旅游厕所、节点景观、生

态停车场、旅游步道等公共基

础设施进行重点建设。据统

计，2017年共接待游客35万

人，乡村旅游收入共计2800

余万元。

建好农村公路，打造乡村

“自然风景线”。道路通则产

业兴，产业兴则旅游旺，2017

年是青峰镇交通建设史上修

建里程最长、投资最大、任务

最艰巨的一年，全年实际实施

36.2公里。今年，青峰预计完

成沿山路、小莲路、柑长路等

公路硬化里程14.52公里，建

通组公路23公里。这些道路

建成后，必将为沿山产业和乡

村旅游发展构建起一个网络

完善、衔接顺畅、安全便捷的

交通运输体系。

狠抓临江河流域综合治

理，守护绿水青山。青峰镇将

治理工程作为一号民生工程

抓紧抓实抓细，走绿色发展之

路。2017年至今共整治畜禽

养殖场24家，水产养殖场12

家，小作坊7家，农业种植废

水污染两家，完成流域河道清

漂 19.27 公里，39.7 万平方

米，共清理河道沿岸陈年垃圾

堆放点12处，清理白色及陈

年垃圾25吨，通过综合治理，

目前流域河库水面无漂浮物，

河中无障碍物，河岸无垃圾。

2018 年 6 月经过进一步摸

排，青峰河库500米范围内有

畜禽养殖等污染源118个，青

峰场镇和小拱桥居民点有生

活污染源353个。对此，青峰

镇加大了对村居流域综合治

理工作的考核力度，成立了畜

禽养殖污染专项整治等6个

专班，制定了一源一策一班，

明确了工作责任，要求按期完

成整治工作，确保年底水质稳

定达标。

建设乡贤评理堂，营造良

好家风民风。乡风好则致富

实，青峰镇共有新乡贤24名，

乡贤评理堂6个，毛家沟大院

新乡贤康钦儒家也是全区首

个乡贤评理堂。近年来，青峰

镇坚持用好“新乡贤”这支队

伍，发挥好“乡贤评理堂”平台

作用，鼓励新乡贤协助基层组

织处理不涉及法律裁决的利

益纠纷和矛盾冲突，6个乡贤

评理堂仅上半年共计协调处

理矛盾纠纷30余件，对积极

推进乡村德治善治，在涵养乡

风文明、倡导农村移风易俗新

风尚中发挥着巨大的作用，也

为打造青峰镇乡村旅游做出

应有贡献。

▲

青峰油菜花基地。

▲

凌阁堂村饮水源巡查。

青峰镇：用“绿水青山”铺实乡村旅游致富路
——访青峰镇党委书记包玉海

本报记者 张 玲 文/图

本报讯（记者 陈仕川 文/图）

7月9日，重庆水利电力职业技术

学院与南邦职业学院、黎逸技术学

院、黎逸职业学院、卡萨威赛职业

教育学院、帕侬帕莱职业教育学院

等5所泰国职业院校签订合作备

忘录。来自泰国五

所职业院校的校长、

副校长、教师代表等

出席了签约仪式。

据悉，重庆水电

职院与泰国5所职业

院校将就以下方面

开展交流与合作达

成协议。其一技能

人才培训。对接中

国“一带一路”和“泰

国工业 4.0”发展战

略，开展短期技能培

训，切实提高双方学

生实践动手能力，培

训结束将获得双方学校认可的资

格证书，服务两国经济发展。其二

留学生互派。双方在国家政策允

许下，合作办学，开展留学生互

派。双方院校将发挥优势资源、整

合力量，培养高素质人才，学生毕

业后将分别获得中泰两国承认的

学历证书。其三教师互访与培

训。双方院校将互派教师，开展培

训，加强双方师资在国际教育、院

校管理、教学内容、教学方法、教育

资源等方面的合作与交流。其四

语言教学与人文交流。双方将以

语言为桥梁，开展培训，以语言培

训促进双方的人文交流，双方将不

间断开展多种形式的文化交流活

动，打造文化推广新平台，成为中

泰职教间交流与合作的新生力量。

图为重庆水电职院与泰国 5

所职业院校相关负责人庆贺签约

成功。

加强国际职教交流与合作 共育“一带一路”人才

重庆水电职院与泰国5所职业院校签订合作备忘录

本报讯（通讯员 张吉元）

近来，仙龙镇强力推进餐饮行

业污染治理，采取多项措施，做

到实打实整。

一是逐级盯办。按照“属

地管理、分级负责、无缝对接、

全面覆盖”原则，把治理工作

的责任逐级传导、逐级落实到

每个部门、责任人，确保按时

完成餐馆油水分离池的建设

与油烟净化

器的安装。

二是建立台

账。对每个

整改问题都

进行台账式

管理，做到

整改到位一

个，对账销号一个，确保所有

问题如期整改到位。三是形

成常态。始终坚持问题导向，

按照“交办、反馈、督查、整改、

问责”工作法，环环紧扣，不出

纰漏，一步一步扎实做好问题

整改各项工作。确保发现问

题，随时交办整改。四是强督

实查。镇人大、纪检、环保等

部门把环保问题督查作为当

前各项工作督查的重中之重，

以大督查促进问题大整改、工

作大推进，严防各类环保问题

发生。五是问责到底。倒逼

各级各部门，把生态环境保护

主体责任、监管责任，尤其是

第一责任人的责任，砸实到岗

位，把压力传导到人头。

仙龙镇：餐饮业治污力求实效
本报讯（记者 刘 灿）近日，卫

星湖街道紧紧围绕河道截污、清

漂、补水、流域生态修复四大环节，

全力推进临江河治理，成效初显。

划段管理。扎实落实河长制，

将辖区临江河主河道及其3条支流

24.9公里，45.3万平方米进行了划

段分区管理，压实临江河日常巡河

及污水整治责任。

集中整治。确定辖区河段整

治重点领域和行业，分类开展集中

整治。关闭畜禽养殖场7家，小餐

饮14家，整治水产养殖46家，整治

改造世君酒厂等工业排污企业两

家；优化石脚、双凤、星湖3个农贸

市场空间布局，新建优化排污设

施。改建公共厕所两座，新建3条

场镇排污管网，开工建设场镇6.5

公里二三级污水管网。

清漂清於。辖区各村（社区）

组织50-80人队伍开展常态清漂

保洁工作，目前已清运垃圾、水葫

芦等漂浮物150余吨。通过综合治

理，辖区河道通畅，河水逐渐清澈，

流域生态环境明显改善。

督查提效。每周召开一次临

江河整治例会，结合不定期专题研

判会，协调解决推进中的问题，并

成立由主要

领导挂帅的

督导组，适

时开展实地

督查，巩固

整治成效，

防止水污染

“反弹”。

卫星湖街道：临江河流域综合治理成效初显

“我来，我来。”被主持人叫到

的杨小军代表迫不及待地接过话

筒，“我今天就要问一下登东污水

处理站，污水管网的位置比污水处

理站还低，污水流都流不进处理

站，到底是施工出了问题还是设计

出了问题？”

“这个问题提得好，我来回

答。”镇城建办主任唐中超说，登东

污水处理站建设是2013年村庄连

片项目，设计单位是重庆机三院，

施工是重庆成绵建筑工程公司，污

水不能直接流入污水处理站，设计

方案采用的是集污井加污潜泵抽

水方式注入污水处理站处理。

7月6日，这是在宝峰镇第七届

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年中人

代会）的人大代表询问专场上代表

问政现场的一幕。

听取工作报告，分组讨论，形

成决议，这是各级人代会期间的习

惯“套路”。为促进干部作风转变、

兑现承诺，宝峰镇人大坚持以建设

“创新人大、尽职人大”为目标，在

宝峰镇第七届人民代表大会第四

次会议，特别增设了新“套路”——

人大代表询问专场。

代表现场问政，让代表直面问

题，问政民生，问计发展，令人耳目

一新。

在面对面问政现场，临江河流

域治理成了代表们倾情关心的焦

点与热点。代表们聚焦临江河治

理工作，向政府面对面提出了7个

问题，其中一些问题“辣味”十足、

不留“面子”，向相关责任部门现场

“发难”。

问：“登东场镇部分居民的下

水道至今没有接入下水管网，到底

是政府的责任还是居民自己不接

入下水管网？”

答：“每家每户产生的生活污

水应该由本户负责接入污水管

网。”

建议：“把四方井村民小组的

污水管网纳入场镇污水管网处理

行不行？”

回复：“与设计沟通，调整管网

走向，纳入污水管网处理。”

……

代表们围绕“临江河河道整

治”主题畅所欲言，纷纷为临江河

流域宝峰段水环境治理献言计策，

把脉问诊，现场气氛热烈。

“代表履职不能隔靴搔痒。”宝峰

镇人大主席团负责人说，这是人大代

表行之有效的创新履职方式，镇人大

主席团将坚持开展下去，推动代表履

职面对面、实打实、见成效。

代表问政面对面 临江河治理成热点
——宝峰镇年中人代会代表询问现场速写

本报记者 龙远信 通讯员 侯 利

本报讯（通讯员 杨 丹）日前，

来苏镇人大代表集体“回娘家”，与

“娘家人”拉家常，叙冷暖，聊聊知

心话。

“大姐，你在这里干一天活能挣

多少工钱？”来苏镇人大主席宋世莲

一边帮着农民大姐拆除保护葡萄的

纸膜，一边关切地询问道。“差不多

一天能挣七、八十元”，农民大姐回

答道。在来苏镇艾八姐农庄里，一

群四、五十岁的农妇正紧锣密鼓地

在打理已经成熟的葡萄，为明后天

的批量出售做好充分准备。“那你们

的收入可能没有在外打工的人高

吧？”有代表说道。“在家门口打工，

既省了住宿费和交通费，还能同时

照顾家里人，这比去外面打工强多

了，即使外面工资高一些，我们还是

情愿在自己家门口打工。”农民大姐

真切地说道，其他几个人也纷纷点

头表示赞同。此外，在五根松村的

柠檬基地，人大代表们也听到了同

样的群众心声。

通过和村民们、承包商面对面

的交流，人大代表们了解到群众最

迫切的需求和希望，以及种植大户

生产经营中存在的困难。他们表

示，将及时把收集到的社情民意向

镇党委、政府和上级有关部门反

映，争取早日协助他们解决困难。

来苏镇人大代表集体“回娘家”

返乡创业种植竹荪

七月初，竹荪采摘季，永川区仙龙镇牛门口村一大棚内，工人正忙活不

停。

近年来，仙龙镇调整农业产业结构，鼓励农民发展竹荪产业。该镇返

乡创业的种植户何波流转土地50余亩，利用竹屑、杂木等为原料培植长裙

竹荪、棘托竹荪，年产值近70万元，带动周边30余名群众就业增收。

记者 陈科儒 摄

本报讯（记者 付 丽）“用热血

铸就忠诚，用生命守护平安！”7月

11日，杨雪峰先进事迹报告会在永

川区文化艺术中心举行，永川区公

安局民警、辅警、消防官兵、群众代

表等共500余人聆听了报告。重庆

市公安局党委委员、政治部主任蔡

聘，永川区政府副区长、区公安局

局长刘建中等参加报告会。

报告会分为“赤诚情怀 浩气

长存”、“孝爱大义 深情常在”、“初

心不改 信仰永恒”三个篇章，市公

安局轨道交通总队勤务一支队民

警汪泽民、渝北区石船镇太洪村村

民唐兴奎、市公安局渝北区分局交

巡警支队石船大队大队长黄长富、

杨雪峰同志爱人黄雅莉、重庆晚报

记者郑友、市公安局渝北区分局政

委卢政6位报告人从不同视角，饱

含深情地讲述了杨雪峰同志忠心

向党、暖心爱民、公心执法、实心奉

献、真心温情的先进事迹和崇高精

神。

缅怀英烈祭忠魂，扶今追昔思

奋进。精彩的报告，感人至深的事

迹，感染了现场每一个人，引起了

大家的强烈共鸣，大家多次报以热

烈的掌声。

杨雪峰先进事迹报告会走进永川公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