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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李，柚树剪枝要注意‘顶上重、下方
轻’，这样才有助于丰产。”

“小秦，你刚回村种果树，这几天要注意施
肥、防虫，可别偷懒哟！”

……
近日，在丰都县兴隆镇十字口村，村支书

湛常琼一大早就和村干部一起走村串户，指导
村民春耕春管，有村民碰上技术难题，她便委
托懂技术的干部进行现场指导。

由于平日里总是“泡”在田间地头和村民

家中，要么为村民送去农技书籍，要么嘘寒
问暖了解情况，要么现场为村民解决实际困
难……这些年，湛常琼已经成了村民家中的

“常客”，所以，在十字口村，大家都亲切地叫
她“湛常客”。

返乡当干部
她让“后进村”有了凝聚力

今年47岁的湛常琼是土生土长的十字口

村人。十字口村与涪陵交界，属于丘陵山区，
贫瘠的土壤并不适合庄稼生长。上世纪90年
代，湛常琼和村里其他青壮年一样外出务工，
很快便在外地站稳了脚跟。 （下转2版）

丰都县兴隆镇十字口村村支书湛常琼——

“多听村民意见才能当好村干部”
本报记者 左黎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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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车越来越多，路越来越堵，停车场
所更是‘一位难求’。如果不加以重视，
停车难不仅会让老百姓‘购物难’‘办事
难’‘就医难’‘旅游难’，还会‘绊’住潜
在的消费需求！”在今年召开的全市两
会上，市政协委员、重庆理工大学两江
校区管理委员会副主任陈旭川根据自
己两年多的调研结果，提出了推动重庆
市停车智能化与产业化发展的提案。
市城乡建委近日就这个提案回应：各方
关注的“智慧停车”系统已于日前上线
试运行。重庆日报记者就这个提案的
产生过程采访了陈旭川。

小区大妈“与车共舞”，
停车难亟需破解

陈旭川家住九龙坡区谢家湾正
街，说起停车难他有切身感受。光是
直港大道美食一条街和动物园的停车
难现象，就让出去吃饭休闲的他多次
打消了驾车念头。

“在我居住的谢家湾地区，停车难
是处处可见。”陈旭川说，虽然小区门
口宽阔的道路规划有不少停车位，但
仍然满足不了停车需求，很多车辆还
是冒着被处罚的风险挤在人行通道
上。小区门口的广场由于停满了车，
跳广场舞的大妈只能挤在车辆的间隙
中“与车共舞”。

在陈旭川看来，不管是商圈停车
难还是小区停车难，都是需求旺盛、供
给不足的表现。在停车资源有限的情
况下，加大有效供给、合理配置资源是
解决之道，鼓励停车产业化和智能化
是明智之举。

“虽然今年是我第一次担任重庆
市政协委员，但是‘停车难’问题是我
在担任九龙坡区政协委员期间就非常
关注的问题。”陈旭川说，他2015年开
始对九龙坡区杨家坪、谢家湾等区域
的停车难问题进行调研，并向九龙坡
区政协九届三次会议提交过提案。在
提案撰写和办理过程中，陈旭川重点
对主城区商圈和多个居民小区进行调
研。他深刻认识到停车难问题的核心
在于车辆的快速增长与停车场等基础
设施建设滞后的矛盾，解决方案涉及到城市管理体制改革和智慧城
市的持续推进，仅凭区级政府一己之力很难全面解决。于是他在今
年两会期间，再次提出了关于大力推动重庆市停车智能化与产业化
发展的提案。

停车位建设涉及多个部门，亟需形成合力

陈旭川在调研中发现，主城出现停车难问题，主要有两大原因：
一是现有停车位数量赶不上机动车数量的增长。截至2016年底，
重庆主城区汽车保有量约150万辆，每天机动车的上牌量均大于
650辆，而现有停车位统计量仅为112万个泊位。 （下转5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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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 韩毅）清明是祭祖缅怀的日子，也是踏青出游
的好时节。市旅发委4月7日通报：清明小长假全市共接待境内外
游客1207.19万人次，同比增长13.7%；实现旅游总收入74.62亿元，
同比增长24.3%。

清明承载着人们对故人的缅怀和追思，也是传承红色文化、红
色精神的日子。清明假期，红色景区祭奠和旅游，成为节日旅游一
大亮点。沙坪坝歌乐山烈士陵园、酉阳南腰界红色旅游经典景区和
江津聂荣臻元帅陈列馆分别接待游客11.04万、1.94万和1.81万人
次，同比分别增长20.2%、11.8%和4%。

而随着“山水之都·美丽重庆”旅游形象宣传不断深入，以及第
22届重庆都市旅游节暨城际旅游交易会节前成功举办，假日期间主
城片区各大商圈、景区游客如织。渝中区洪崖洞景区接待游客5.8
万人次，同比增长8.8%；江北区观音桥商圈都市旅游区接待18.6万
人次，同比增长15.5%。

清明前后，重庆春意盎然，花开成海。健身休闲、赏花采摘、旅
游观光等乡村旅游红红火火。巴南云篆山、南岸南山乡村旅游片区
分别接待游客7.72万人次和26.16万人次，同比分别增长7.2%、
18.3%。远郊的垫江县牡丹樱花世界接待游客7.73万人次，同比增
长43.9%；南川区“十二金钗大观园”接待游客4.3万人次，同比增长
19%。

清明小长假
重庆旅游揽金74.62亿元

本报讯 （记者 吴刚）经过半年多时
间的试运营，4月6日，猪八戒网与新加坡报
业集团举行仪式，正式发布ZomWork产
品。这标志着猪八戒网国际化战略迈出实
质性的第一步。

可接来自全世界的服务订单

2017年2月，猪八戒网与新加坡报业集
团签约，共同建立一个国际知识工作者共享
服务平台。同年9月，作为双方合作成果
的Zomwork中英双语人才服务交易平台
上线试运营。试运营期间，该平台开创了创
意设计、市场营销、IT与互联网服务等八大
核心服务品类，服务订单来源已覆盖新加
坡、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等多个国家。

ZomWork有什么功用？猪八戒网相
关人士介绍，和猪八戒网国内业务类似，通
过这一平台，东南亚海量而离散的知识工作
者，可以突破时空限制，接到来自全世界的
服务订单。东南亚乃至全球的企业，也可以
通过该平台轻松获得专业的“互联网+行业”
解决方案。

可提高服务商议价能力

猪八戒网为什么要“走出去”？分析人
士认为，主要目的是提高其平台服务商议价
能力。猪八戒网平台已经聚集了上千万服
务商，留住它们是实现商业价值的基础。
2017年初，猪八戒网推出天蓬网，进驻主流
市场为大中型企业提供服务，从雇主层面提

高了人才服务价值；此后，猪八戒网推出旗
下联合办公空间Zwork，致力于构造人才
工作与生活联通的大社区，提高人才的社群
价值；去年开始尝试进入新加坡市场，则能
让猪八戒网的服务商服务更高阶的客户，无
论是从经济收益方面还是公司发展方面都
将引领平台服务商进入一个新的阶段。

机遇与挑战并存

为什么选择新加坡？首先是因为该国
的辐射能力和良好的创业环境。资料显示，
目前新加坡创业生态指数位列全球第10、
亚太区第一，创业活动率为 10年前的两
倍。此外，以重庆市为运营中心的中新（重庆）
战略性互联互通示范项目，其主题为现代互

联互通和现代服务经济，分析人士认为，它
为猪八戒网进入新加坡市场提供了契机。

不过，走向海外市场的猪八戒网也面临
挑战。据了解，新加坡人才共享服务体系建
立多年，市场上已经拥有如freelancer这样
大型的自由职业和众包市场。如何在竞争
中求发展？猪八戒网相关人士透露，主要的
策略是通过技术和商业模式创新，更加精准
地对接供需。例如通过“1v1”模式，在了解
雇主需求后，根据对服务商登记、曾经案例
和口碑等综合考量，为雇主选择合适的服务
商进行一对一服务，从而提高合作成功率。
招标模式上，猪八戒网将给予雇主更多自主选
择服务商的权利。雇主发布需求后，可以让众
多服务商公开参与报价，雇主可以从中选择中
意的服务商进行沟通并最终确定合作。

与新加坡报业集团共建国际知识工作者共享服务平台

猪八戒网国际化战略迈出实质性第一步

本报讯 （记者 陈国栋）4月4日，市
委副书记、市长唐良智率队调研渝西片区经
济社会发展情况，面对面向基层干部群众宣
讲习近平总书记参加重庆代表团审议时的
重要讲话精神。唐良智强调，要深入学习贯
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全面落实中
央各项决策部署，按照陈敏尔书记提出的

“保持定力，精准发力，努力推动经济平稳高
质量发展”要求，加快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
推动高质量发展，加快建设现代化独立新
城，创造高品质生活。

重庆庆兰实业有限公司是汽车零部件
进口替代产业基地的龙头企业。唐良智仔
细查看公司生产的应用于进口高档汽车的
关键零部件，鼓励企业加大自主研发力度，
提速技术革新。重庆恒芯天际科技有限公
司正在投资建设国家级信息安全产业示范
基地。唐良智详细询问了公司产品的用途
和运行原理，对产品技术给予高度评价，希
望企业加快打造产业集群。

唐良智还深入北汽银翔汽车有限公司、
中国微车配件产业基地、龙城天街等企业和

商圈调研。
在随后召开的座谈会上，唐良智指出，

渝西片区是我市新型工业化、新型城镇化的
重要区域，对全市经济具有重要支撑作用，
承担着推动全市高质量发展的重要使命和
责任，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对重庆
提出的“加快建设内陆开放高地、山清水秀
美丽之地，努力推动高质量发展、创造高品
质生活”目标，团结一致、沉心静气，让既定
的行动纲领、战略决策、工作部署兑现，努力
推动重庆各项工作迈上新台阶。

唐良智强调，要努力推动经济高质量发

展，经济讲质量，投资促增量，债务防风险。
要狠抓实体经济，搭建产业平台，推进工业
园区化、园区产业高新化，策划实施一批重
大项目，促进有效投资增长。要狠抓招商引
资，打好“重庆牌”，大力推进“零距离”招商、
主动上门招商、全天候关注招商，绝不能隔
靴搔痒，更不能按兵不动，一旦有招商信息
就要立即跟进，雷厉风行、拎包就走，到沿海
去、走出国门去招商。要持续优化营商环
境，主动对企业嘘寒问暖，切实解决企业实
际困难，着力降低企业物流、融资等成本，激
发和保护企业家创新精神。要强化科技创

新，高起点建设创新平台，提升高新区产出
效益，加速集聚创新要素，全面增强创新创
业活力。要推进高品质城市建设，坚持生态
优先、绿色发展，做好统筹规划、职住平衡，
率先实现乡村振兴，不断完善基础设施，加
快实施渝西水资源配置工程，建设产业现代
化、城市现代化、农业现代化、功能配套完备
的独立新城。要加强督查考核，对区县反映
的问题列出清单逐项督促解决，制定考核办
法倒逼工作落实，推动渝西片区经济社会健
康发展。
. 市领导吴存荣、李殿勋参加调研。

唐良智调研渝西片区经济社会发展情况时强调

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推动高质量发展
建设现代化独立新城创造高品质生活

4月8日至11日，博鳌亚洲论坛2018年年会将在海南博鳌举行，习近平主席
应邀出席论坛年会开幕式并将发表重要主旨演讲。

本次年会主题为“开放创新的亚洲，繁荣发展的世界”，来自各国的2000多位
嘉宾将汇聚一堂，期间有哪些看点值得期待？

时间节点与主题选择都有哪些深意？
——聚焦博鳌亚洲论坛2018年年会五大看点

主题选择
有深意

重磅嘉宾
云集

议题设置透露
诸多“中国机遇”

深化人类命运
共同体理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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湛常琼（左一）正在走访村民。
（受访者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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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1月，巫溪县兰英乡兰英村老虎嘴崖路全部硬化完成（摄于3月29日）。

“天路”硬化
带来幸福生活

不
少
村
民
家
里
盖
起
了
新
房
。

德润巴渝德润巴渝··新时代重庆人新时代重庆人
最美基层干部

去年11月21日，《重庆日报》刊登的《绝壁
上凿出幸福路》，报道了巫溪县兰英乡兰英村
村民用了4年零3个月时间凿出一条1.2公里
崖路的故事。在该报道的推动下，今年1月，崖
路全部硬化完成。

近日，记者再次来到兰英村，映入眼帘的
是平整干净的水泥路。道路硬化后，各种材料
运上山，不少村民家里盖起了新房，当地的土
特产也能顺利运下山，村民的生活正越来
越好。 记者 齐岚森 摄

川藏铁路拉林段第一隧贯通
全线通车后坐动车从重庆到拉萨只需十余小时

用变秋天为春天的精神“耕耘”一生
——红岩烈士蓝蒂裕遗训《示儿》背后的家风传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