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讯 （记者 杨铌紫）7月7
日至8日，由市委统战部、团市委联合
主办的“巴渝新锋·乡村振兴公益行”
启动仪式暨首场示范活动在巫溪县
天元乡举行，正式拉开了我市新的社
会阶层人士助力乡村振兴、开展扶贫
攻坚活动的序幕。

市新专联依托相关社会公益机构，
组织新的社会阶层人士、爱心志愿者，
到贫困山区访贫问苦，充分发挥新的社
会阶层人士的智力优势、创新优势，将
活跃的思维、创新的理念，勇于突破、敢
于拼搏的精神注入乡村，帮助农民脱贫
致富转变观念、扩展视野、提升志气。

同时，发挥网络新媒体人士的渠
道优势，帮助农民对接市场、畅通渠

道，把资源变资本、把产品变商品，探
索整合社会力量开展扶贫扶志、扶贫
扶智的乡村振兴社会化工作新模式，
着力把我市贫困山区的绿水青山变
为农民致富的金山银山。

此次活动中，80余名新的社会阶
层人士、公益志愿者在天元乡开展了
探寻脱贫良策的“智力众筹”、推广乡
村特产的“又见乡愁”、关心留守儿童
的“七彩梦想”、关怀孤寡老人的“温
暖陪伴”等特色活动，为乡村振兴、扶
贫攻坚注入了发展新动能，受到了当
地群众的热烈欢迎。据悉，我市新的
社会阶层人士将陆续深入全市18个
深度贫困乡镇开展此项特色公益活
动，为乡村振兴贡献积极力量。

整合社会新力量 创新扶贫新模式

全市新的社会阶层人士
助力乡村振兴扶贫攻坚

本报讯 （记者 王翔）7月 10
日，涪陵区“河长集中巡河周”在蔺市
镇长江岸边正式启动，涪陵区委书
记、总河长周少政为大溪河和小溪河
的河长送上了“作战图”。而从当天
起，该区700余名河长库长都将开始
挂图作战，重点解决河流、水库污染
的重点难点问题。

涪陵位于三峡库区腹地，境内河
流众多，其中流域面积大于50平方公
里的河流就有19条。自实施河长制
以来，涪陵区层层落实责任，目前，已
形成609名区、乡镇街道、村（社区）三
级河长，97名区、乡两级河库警长，
143名人民监督员，505名管护人员
组成的河长团队。

同时，按照“一河一策”方案，加
大污染源治理，共开展224家工业企
业整治，关闭蒿枝坝片区、乌江沿线
18座非煤矿山，大力打击关停非法采
沙及污染企业，兴建污水处理厂，使
该区河流水库周边生态环境得到了

巨大的改善。
“启动‘河长集中巡河周’行动，旨

在进一步提高各级河长的认识，督促
其加快解决污染河流、水库的重点、难
点问题。”涪陵区河长办李敏介绍，经
过一年多时间的整治，涪陵区河流水
库周边生态环境得到了较大改善，但
一些重点、难点问题还没有彻底解决。

此次巡河周启动后，河长办已经
向各个河长库长下发了“作战图”，将
所有的重点、难点问题全部标注在了

“作战图”上，在7月10日至15日的河
长库长集中巡河周期间，河长、库长都
要带上“作战图”，按照其标示，认真细
致的走访、巡查这些污染源头。同时，
在后续的工作中，都要结合“一河一
策”方案，进行具体的整治。

“到年底时，各级河长库长将向
区委区政府交上‘答卷’，如果没有解
决好‘作战图’上所列示的重点难点
问题，将按照相关规定进行追责。”李
敏如是说道。

涪陵区“河长集中巡河周”启动

700余名河长库长挂图作战

“老任，我想预订一头分期认领的
猪儿！”前不久，重庆日报记者在武隆
区和顺镇周家山村采访村支书任忠林
时，他的电话不断，陆续接到类似订
单。

分期认领，是任忠林去年去涪陵、
黔江等地学习考察后推出的卖猪奇
招，一经实施便受到了顾客的追捧，每
天订单不断。

在养猪这个行当里，任忠林是
绝对的“门外汉”。在2015年以前，
他以做小生意为生，从未接触过生
猪行业。但靠着自己多年做生意、
上网积累的“销售经”，他在养猪过
程中屡出奇招，不但保证了猪儿的
品质，也让自家的猪儿还没上市就
供不应求。

林下放养
养出的猪儿肉质更紧实

重庆日报记者在养猪场见到任忠
林时，是上午9点左右，但养猪场内却
空荡荡的，没有猪儿的身影。任忠林
夫妇俩坐在家里的电脑旁，正悠哉悠
哉地上网，通过网络查询生猪近期的
价格。

那么，猪儿去哪儿了呢？任忠林
指指房屋背后的山林：“它们都去做

‘晨间运动了’！”
原来，这就是任忠林养猪的奇招

之一——放养。他充分利用了屋后的
山林，让猪儿白天在山林中自由奔跑
觅食，晚上回栏再“加餐”喂些苞谷、金
银花。任忠林告诉重庆日报记者，周
家山村位于大山深处，四周全是山林，
山上长满了葛藤、蒲公英等廉价的中
药材和各种杂草。将猪儿放养在大山
里吃野菜、杂草、中药材，这样不但省
下了买饲料的钱，吃中草药、又在山林
间奔跑嬉戏的猪儿肉质也比圈养的猪
儿好得多。不仅如此，猪儿们改为放
养后，养成了半家半野的生活习性，不
但肉质更加紧实，抗病能力也增强了
不少。

任忠林告诉重庆日报记者，周家
山村的主打产业一直是烤烟，但近年
来随着烤烟种植面积的调整，村民们
也迫切希望能通过发展其他产业致
富。2013年，任忠林在村级组织换届
中成为周家山村村支书后，想通过发
展生猪带动村民致富。但生猪市场价

格波动大，他决定自己先试试。2015
年，他购买了 10多头黑猪，开始试
养。2017年，扩大规模，购入60头黑
猪，正式开始养猪。

分期认领
猪价不受市场行情影响

近年来，生猪市场价格波动犹如
坐“过山车”，“猪贱伤农”现象时有发
生。如何让自己养出的生猪不受市场
价格波动的影响呢？他到涪陵、黔江
等实地考察以及网上自学后，推出了
奇招二——分期认领。

所谓分期认领，就是在让顾客提
前来猪场认领猪崽儿，看中哪头便在
哪头身上做好标记。随后，顾客可以
选择一年四次分期付款的方式购买这
头猪儿，他则负责用生态健康的方式
将猪儿养肥出栏。等到年终猪儿出栏

时，顾客付清最后一笔款项，就可将猪
儿带回家。

任忠林说，在食品安全越来越受
到重视的今天，顾客愿意付出更高的
价钱购买放心的猪肉。通过这种年初
认领，年底带自家猪儿回家的方式，不
但增加了顾客的参与性，这样买到的
猪肉也更加放心。

针对顾客直接带走生猪不便的特
点，任忠林还推出了免费杀猪、办刨猪
宴，以及熏制腊肉的服务。

网络直播
顾客可随时查看猪儿长势

猪儿提前“预售”出去了，但猪肉
品质如何保证呢？

重庆日报记者在任忠林的养猪场
里发现了几个高清摄像头，原来，这就
是任忠林的奇招之三——网络直播。

任忠林介绍，在安装了高清摄像
头对养猪场进行全方位实时监控后，
顾客便可通过手机、电脑等工具实时
查看猪儿生长情况，猪儿吃什么、喝什
么，养猪场的卫生防疫情况是否到位，
便可通过网络一目了然。

自从有了“猪儿直播秀”，任忠林
的黑猪被越来越多人知晓，订单也越
来越多。任忠林介绍，仅去年，他的
养猪场便出栏了30多头黑猪，按每
头200斤、每斤15元的均价计算，仅
去年一年，他仅靠养猪一项便收入
6、7万元，今年他的计划是出栏 60
头。

借着养猪集聚的人气，任忠林也
准备发展观光旅游。目前，他通过流
转土地，在附近种上了100多亩金银
花、100多亩果树，这样一来可利用猪
粪发酵为肥料浇灌果树，二来可吸引
游客前来赏花采果，一举两得。

武隆周家山村村支书任忠林采取林下散养、分期
认领、网络直播等方式——

养猪不走寻常路
本报记者 龙丹梅 实习生 付琳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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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5日下午4点，万盛奥陶纪景
区被云雾包围，却挡不住游客的热情，
体验悬崖秋千项目的游客排起了长
龙，在向外悬挑近70米的天空悬廊
上，也挤满了游人。

奥陶纪景区位于黑山之巅，以高
空体验项目为特色，各种创新的悬崖、
高空、刺激、惊险项目被称为“勇敢者
的游戏”，吸引着众多极限运动爱好者
络绎不绝前往体验。

这只是万盛经开区发展体育旅游
的一个缩影。近年来，万盛经开区将
体育旅游作为万盛旅游新的特质和核
心竞争力，以品牌景区为核心、体育赛
事为载体，加快旅游与体育的深度融
合，不但丰富了旅游内涵，提升了旅游
品质，也让体育旅游成为万盛旅游产
业新的增长极。

体育旅游带火景区

在18米悬崖上荡秋千、挑战获得
吉尼斯世界纪录的世界最长悬挑空中
玻璃走廊……今年“五一”期间，一大
批拍自奥陶纪景区的小视频火遍抖
音，吸引了来自全国各地的游人前往
体验。

万盛旅发委相关负责人告诉重庆
日报记者，奥陶纪景区地处渝黔交界
的大娄山区，海拔1300米左右，以奥
陶纪时期的地质地貌和自然生态为主
体景观，一直有着“小石林”之称。过
去，由于其景观与万盛龙鳞石海景区
相似，同质化发展导致奥陶纪景区游
客稀少、鲜为人知。

2015年，重庆奥陶纪旅业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奥陶纪公司”）接手奥陶
纪景区项目后，投资2亿元打造了5D
科幻馆、儿童欢乐谷以及实景演出等
项目，但这一系列投入并未受到游客
追捧。“当年收入只有100来万元，入

不敷出。”公司负责人李坚说。
当时，万盛已开始发展体育旅游，

鼓励景区因地制宜推出运动类休闲与
度假产品。奥陶纪公司开始重新发掘
景区资源，他们发现景区内有近2公
里悬崖线，便决定利用这得天独厚的
高空资源，打造高空极限体验项目。
于是，2016年，奥陶纪景区推出了悬
空于300米绝壁上的全透明玻璃走廊

“云端廊桥”、悬崖秋千等高空项目，立
刻深受游客喜爱。接下来，奥陶纪公
司趁势打造了天空悬廊、极限飞跃、高
空速滑等高空惊险项目，去年一年便
接待游客100多万人次，仅门票收入
一项便达到1亿余元。

尝到了体育旅游的甜头，公司今
年还将推出高空蹦极、火箭弹射等高

空项目。“高空”已正式成为奥陶纪景
区的主题。

将运动健康植入旅游产业

体育旅游是体育与旅游相结合的
健身方式，近年来，随着消费者对体育
活动需求的日益增长，体育旅游的吸
引力也逐渐显现。位于黑山谷景区北
门入口旁的青年汇巅峰乐园，便是一
个完全以运动为主题的景区。负责人
肖雪告诉重庆日报记者，这里有重庆
首条F3级赛道、全长1公里的山地卡
丁车赛道、越野赛道，直升机、热气球
等空中运动项目，以及高速快艇、摩托
艇、三体帆船等水上运动项目，尽管还
处于试营业期间，但今年上半年已接

待了5万多名游客。
万盛经开区党工委书记肖猛介

绍，万盛拥有5A级景区黑山谷、龙鳞
石海和奥陶纪等一大批自然人文景
观，同时，万盛也是国家羽毛球高水平
体育后备人才基地、国家体育产业示
范基地、全国首个全项目轮滑赛训基
地以及全国首个定向运动训练基地。
近年来，万盛将体育旅游作为万盛旅
游新的特质和核心竞争力，将运动健
康植入旅游产业，打造了一大批各具
特色的体育旅游景区景点。

在大黑山，万盛在推动黑山谷、龙
鳞石海景区提档升级同时，也引导景
区打造运动类休闲度假产品，奥陶纪
世界第一天空悬廊、鲤鱼河漂流、黑山
谷房车营地、南天门冰雪世界、青年汇

巅峰乐园、黑山谷健康绿道等一批新
景点、新项目陆续建成投用。

结合全域旅游布局，万盛还着力
打造乡村体育旅游联动发展带，将体
育健身活动融入乡村旅游——在以内
陆面积最大沙滩为特色的万盛板辽湖
景区，每周都要举办沙滩足球、沙滩排
球等赛事；青山湖国家湿地公园则环
湖修建了50公里塑胶步道，众多跑步
爱好者因此纷至沓来；关坝镇凉风村
则充分利用丰富的水资源打造垂钓基
地……

“体育和旅游的结合，是万盛旅游
产业升级发展的重要突破口。”万盛经
开区旅发委副主任犹玲介绍，以此为
依托，目前万盛正在打造全国极限运
动基地、全国运动健康城市以及全国
体育旅游示范区。

体育赛事成新“引擎”

万盛是羽毛球之乡，先后培养、输
送了钟波、张亚雯等30余名知名羽毛
球教练员和运动员。2015年，万盛举
办了重庆万盛“黑山谷杯”国际羽毛球
挑战赛，短短3年时间已成功举办两
届，吸引了来自10个国家、20多个省
市地区的10000多名运动员参赛，也
吸引了数万名游客前来观赛、旅游。
目前，重庆万盛“黑山谷杯”国际羽毛
球挑战赛已成为中国羽毛球协会积分
赛，并获得国家体育总局、国家旅游局
授予的全国体育旅游精品赛事称号。

2017年3月，万盛在关坝镇凉风
村举办的中国·凉风“梦乡村杯”第一
届国际钓鱼比赛，不但吸引了来自全
国各地的240名钓鱼爱好者参赛，还
引来10名外籍运动员组队参加。如
今，凉风村已成重庆有名的垂钓基地，
每到周末、节假日，前去钓鱼的游客都
将鱼塘围得满满当当。

体育旅游赛事的发展，也能为传
统的山水类景区和旅游目的地带来新
的活力，吸引更多新一代旅行者前往
游览。

“我们以体育赛事为载体推动体
育旅游发展，目前已拥有多个‘世界
级’、‘国字号’体育旅游赛事。”犹玲
说，近年来，万盛举办了包括中国·重
庆万盛“黑山谷杯”国际羽毛球挑战赛、
中国·重庆万盛青山湖国际跑步节、凉
风国际塘钓积分赛、拳力联盟·WBO

职业拳击系列赛、全国徒步大会重庆
万盛站等一批具有国际影响力的体育
旅游赛事活动，取得了良好效果。

今年，万盛还将举办中国重庆万
盛石林拳力联盟·WBO职业拳击系列
赛、万盛石林定向越野跑、青年汇巅峰
全民卡丁车大赛、中国重庆万盛青山
湖国际跑步节暨CCTV体坛风云人物
全民健身公益跑、金沙滩趣味冬季运
动会等一系列精品赛事，赛事举办时
间从1月持续到11月。

体育与旅游的深度融合促进了万
盛旅游提档升级，并成为万盛旅游新
的增长极。今年上半年，万盛已接待
游客1065.7万人次，同比增长37.2%，
实现旅游收入66.81亿元，同比增长
70.4%。到2020年，万盛将建成国家
全域旅游示范区、全国体育旅游示范
城市。

万盛 “体育+旅游”成为产业新增长极
本报记者 龙丹梅 实习生 付琳眉

本报讯 （记者 龙丹梅
实习生 付琳眉）重庆日报记者
近日从万盛经开区了解到，万盛
近年来着力将体育旅游基础设
施和公共服务建设从城市拓展
到乡村，从城市拓展到景区，已
实现体育旅游基础设施全境配
套。目前，万盛体育旅游景区景
点通公交率达100%，在万盛城
区到各旅游景点，只需1元公交
车费便可直达。

万盛经开区旅发委副主任
犹玲介绍，基础设施和功能配套
是体育旅游产业发展的先行要
素，也是推动体育旅游提档升级
的重要条件。近年来，万盛通过
全面健身设施、体育旅游交通体
系、体育旅游基础配套以及体育
旅游信息化服务平台建设，将体
育旅游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建
设覆盖到全域。

近年来，万盛先后投入30亿
元实施体育加旅游交通重点项
目建设，开展旅游风景道建设，
形成了连接山下城区绕城公路
和山上旅游度假区环线公路的
体育旅游密织路网，开通体育旅
游公交线路38条，体育旅游景区
景点通公交率达100%。值得一
提的是，为助推全域旅游发展，
万盛从 2016 年起在全域推行

“一元公交”，在万盛全区域内乘
坐公交车，票价一律只需1元。

万盛全境配套
体育旅游基础设施

奥陶纪天空悬廊。 （万盛经开区党工委宣传部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