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讯 （记者 周雨）1月10日，
重庆日报记者从永川区举行的2019年
一季度招商引资项目集中签约仪式上
获悉，由中交科创科技有限公司与德国
Streetscooter公司合资建设的智能制

造新能源汽车项目正式签约落户永川，
这也是德国STS电动物流车落户我国
的首个整车生产项目。

该项目总投资约38.4 亿元，分为
STS电动物流车和e.GO电动乘用车两
期。其中，STS电动物流车投资约12.6
亿元，预计两年内建成；e.GO电动乘用
车投资约11.3亿元，将在STS电动物流
车项目建成后启动建设。

据了解，德国STS电动物流车现

为欧洲销量排名第一的电动车，被誉
为德国工业4.0的经典案例。成立于
2010年的StreetScooter公司，仅用3
年时间就实现了 STS 电动物流车从
零到规模量产。目前，光德国邮政使
用的 STS 电动物流车就超过了 6 万
辆。

中交科创科技有限公司副总经理
邬财浩介绍，STS电动物流车项目在永
川建成投产后，估计每辆售价仅10万

元，他们还将发挥央企资金优势，开展
“以租代售”业务，进一步降低营运业主
的运营成本。

在这次集中签约仪式上，永川共签
约了31个项目，总投资74.32亿元，达
产后预计实现产值111.56亿元。这些
项目中，工业项目20个，总投资69.75
亿元；大数据产业项目9个，总投资1.02
亿元；另外还有1个旅游项目、1个商贸
服务业项目。

德国STS电动物流车生产项目落户重庆

本报讯 （记者 张亦筑）与全球顶级的医学技术同步，推
动具有国际先进水平的医学创新项目来渝落地。1月10日，
国际先进医疗技术创新峰会暨重庆国际医学创新中心举行揭
牌仪式，重庆国际医学创新中心正式启动运营。

同时，重庆国际医学创新中心与全球排名第二的美国克里
夫兰医院创新中心签署战略合作协议，推进国际先进医学创新
项目建设。

重庆国际医学创新中心作为一个国际医学创新项目孵化
和加速平台，致力于推动国内外优质医学项目与技术走向市
场，为孵化企业提供创业辅导、资本对接、国内外高端医疗资源
导入等增值服务，吸引一大批具有国际先进水平的国际医学人
才、项目、企业入驻。

“我们将打通从科研到临床应用、从临床应用到产业化
的通道。”重庆国际医学创新中心总经理李喆称，该中心将开
展创新医疗技术孵化和研究，引进全球创新医疗技术，助推
临床成果转化，并开展创新医疗技术应用和展示，比如建设
影像中心支持远程医学影像和人工智能诊断、3D打印，建设
精准医疗平台支持精准诊断和精准治疗技术应用，应用全球
创新传感器技术实施智慧医疗等，还会积极开展国际间合作
和交流，加速高端医疗服务资源聚集，实现高端医疗服务集
群化发展。

目前，重庆国际医学创新中心已储备了100多个国际国内
医疗创新项目，预计未来3个月内将完成首批10个项目的签
约入驻。为促进项目加速孵化，重庆科技风险投资有限公司管
理的重庆医学创新发展引导基金还将对入驻孵化的项目予以
资金支持。

此次与美国克里夫兰医院创新中心签署战略合作协议，无
疑又给重庆国际医学创新中心建设增添了“推进器”。

美国克里夫兰医院是全球排名第二的医院，成立于1921
年，在医学创新领域享有国际声誉，其创新中心成立于2000
年，目前有超过50名全职的创新流程管理人员，已获得超过
1200项专利，达成超过500项专利技术许可，其孵化或已退出
的公司价值高达40亿美元。

美国克里夫兰医院创新中心主任汤姆·萨杜表示，今后，克
里夫兰医院在医学创新领域的经验将在重庆推广应用。

另外，市科技局、渝中区政府、重庆医科大学共同签署了
《环重医创新生态圈共建协议》，围绕重庆医科大学周边建设医
学产业创新创业生态圈，推动创新医学成果转化，力争到2020
年初具规模，引进和培育50个创新医疗相关的企业及医疗服
务机构，形成医疗创新产业生态圈。

重庆国际医学创新中心揭牌运营
已储备百多个国际国内医疗创新项目

“我们把村里闲置的农房、小学、荒山坡等资源激活后，为
村集体经济的发展，探索出一条新路径。”前不久，北碚区委组
织部相关负责人对重庆日报记者介绍，到2018年底，全区104
个村中，已有88个摘掉了“空壳村”的帽子。

让闲置资产不再闲置

新年上班第一天，北碚区歇马街道天马村党委书记唐安阳
就组织开了一次村党委会，决定了今年乡村振兴工作的一件大
事：通过去年组建起来的大磨滩瀑布旅游开发公司，进一步激
活村里的闲置资源，加快集体经济发展。

“思路一变，闲置资产就变成了集体经济的‘财源’。”唐安
阳说，在刚刚过去的2018年，村里清产核资后，将5000多平方
米闲置资产出租给民营企业，获得了14万余元的租金收入；通
过为村里的几十家企业进行环境打造等服务，又获得服务性收
入7万多元。

目前，像天马村这样利用闲置资产发展集体经济的村，在
北碚区还不少。

柳荫镇通过清产核资，发现有12.5万平方米的闲置房
屋，就通过引进项目，把这些闲置资产激活。如合兴村有一
所闲置多年的村小学，村里便以这房屋入股，引进了一个文
化旅游项目。

以消除“空壳村”为突破口

把闲置资产、闲置资源变成集体经济的“财源”，这是北碚
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一项重要措施。北碚区委组织部相关
负责人说，2018年初，区委在决策党建引领乡村振兴时，就决
定把发展农村集体经济，消除“空壳村”作为突破口。并提出了
以激活农村闲置资源、提供服务、混合经营等方式，探索农村集
体经济发展的新路径。

据介绍，在扶持乡村激活闲置资源、发展集体经济项目
中，北碚区设立起扶持村级集体经济发展专项资金，区政府
连续3年每年统筹2000万元资金，扶持集体经济薄弱村的项
目发展。

闲置农房变特色民宿

三圣镇茅庵村在海拔近900米的青峰山上，多年来，村里
没有任何集体收入。“2018年，我们终于摘掉了‘空壳村’的帽
子，有了稳定的集体经济收入。”村党支部书记林照富指着用闲
置农房打造出的“云山外·竹林里”红豆杉民宿说。

茅庵村在北碚万亩红豆杉基地范围内。2018年5月，来
自北碚城区的投资者王平，以15至20万元的租金，将三村民
组陈敦光和陈宜高两位农户闲置多年的土墙农房租下来，租期
30年。

王平获得这2幢总共650平方米农房30年的使用权后，
又投资300万元，在不改变原貌的原则下，将其打造成能够一
次性接待40名游客住宿、100人就餐的民宿。

之后，茅庵村又有12户村民与投资者签订了租用闲置农
房合同，用于发展民宿旅游。

“我们村共有217幢闲置农房，为将这些闲置资源激活，村
里成立了重庆杉缘露经营管理有限公司，负责向外推荐闲置农
房，引进投资业主打造红豆杉民宿旅游。”林照富说，这不仅增
加了村民的收入，村集体也在通过经营管理公司对民宿进行管
理和配套服务中，获得不错的收入。

“以激活闲置资源为主的集体经济发展路径，是当前见效
最快的方式。”柳荫镇党委书记丁小兵说。

2018年，柳荫镇在激活闲置资源发展集体经济中，根据能
够利用的闲置生态、荒山坡等资源，规划实施了东山和西山休
闲旅游带，按照“一村一品”的规划，在7个村分别发展各具特
色的产业，7个村都分别成立集体经营公司，对闲置资源进行
经营。目前，仅在西山休闲旅游带，就利用闲置资源引进了7
个产业项目。

闲置资源变成集体经济的“财源”——

北碚区88个村摘掉“空壳村”帽子
本报记者 罗成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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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到盖个章要收20元好处费，大到
有些村干部一家6口违规享受扶贫补
助，有个别基层干部，甚至把手伸向老
百姓的救命钱、养老钱……群众对这些

“身边的腐败”可谓切齿痛恨。
基层党员干部“微权力”量大面广，

如何才能纳入制度的笼子？重庆大足区
将党员干部亲属涉权事项等情况公开，
通过比对、核查，前移监督关口，让以权
谋私、优亲厚友等违规违纪问题难以遁
形，基层“微权力”运行有了“真规矩”。

给“微权力”戴上“紧箍咒”

大足区纪委书记朱福荣告诉半月
谈记者，区纪委2016年底开展专题调
研发现，一些基层干部以权谋私、优亲
厚友的问题突出。每年近一半的民生
类案件都指向基层“微腐败”问题。

“有的党员干部伪造、虚报资料，以
获取政策支持、资金补助；有的将项目、
帮扶资金提前告知亲友、延后向社会公
开，以便于亲友获取；有的明目张胆，将
工程项目交到亲戚朋友的手上；还有村
民担心自己本该享受的惠民政策被取
消，不得不‘巴结’村干部……”朱福荣
说，“微腐败”可能造成大祸害，既让群
众怨气大，也破坏了基层党风政风。

预防“微腐败”，首在规范“微权
力”。2017年以来，大足区以解决优亲
厚友、以权谋私为重点，建立党员干部
亲属涉权事项公开制度，按照报告、比
对、核查、公示、说明、监督执纪等程序
予以监督。

具体来说，全区有民生资金和项目
审批权限的31个区级部门、27个镇街、
309个村（社区）7300多名党员干部要报
告亲属关系和亲属涉权事项。党员干部
本人及亲属享受补助、救济等惠民资金
或承接建设项目等情况要申报、公开。

同时，建立党员干部亲属关系数据
库。在审批惠民资金和建设项目时，将
资金（项目）受益人信息数据与数据库
资料进行比对，完成合规性核查。

“没有经过比对、核查、公示的惠民
资金和项目，不得审批或实施。”大足区
纪委副书记谢国超说，区级以下纪检监
察组织，对涉权事项按不低于30％的比
例进行随机抽查，区纪委按不低于10％
的比例抽查。一旦发现问题，严肃问责。

“涉权事项公开，接受组织、群众监
督，就是要扭转过去‘重事后惩处、轻事
前预防’的现象，以公开促规范，给‘微
权力’戴上‘紧箍咒’，让优亲厚友无处
遁形。”大足区委书记章勇武语气坚定。

让“群众明白、干部清白”

“区农委科长唐全仲的哥哥唐全
孟，享受贫困户节日慰问40元……”大
足区农委定期公示享受涉权事项的农
委干部亲属，接受“阳光监督”。

“我们做到‘两公示’，一是在党员
干部所在单位进行公示，二是在亲属享
受资金或项目实施所在村或社区公
示。”大足区农委主任黄克成向半月谈
记者介绍道。

“公开是为了监督，起到震慑作

用。”谢国超说，党员干部亲属涉权事项
公开以来，确有人在申报、比对环节被
查出问题线索。珠溪镇一名村党支部
书记将自己的哥哥、儿子、姻亲等3户人
申报为建卡贫困户，区农委比对、核查
后，发现这3户都不具备建卡贫困户条
件，认定其违规获得扶贫款 4000 多
元。这名干部因此被给予党内严重警
告处分。

还有人在信息公示环节被群众举
报。大足区两名基层干部利用职权，违
规为亲属揽到21口山坪塘整治工程，核
实后遭党纪处分。

涉权事项公开以来，大足区共比对
惠民资金（项目）2385项，涉及金额32亿
元，取消不符合条件的低保、扶贫、困难
群众慰问救助等对象700多人次，给予
党纪政纪处分33人，移送司法机关1人。

对许多清清白白的党员干部而言，
公开制度不仅是红线，更是“安全帽”，
帮他们卸下了包袱。龙水镇桥亭村支
部书记杨进德的儿子因车祸死亡，儿媳
改嫁，留下两个年幼的孙子。2015年杨
进德按照程序为两个孙子申报了低保。

“有的群众一直不理解，认为我是
村支书，孙子才能吃低保。”杨进德说，
涉权事项公开后，他如实向组织报告了
情况，并把孙子吃低保的原因、标准张
榜公示，群众看得清清楚楚，误解自然
也就消除了。

“既要管人，也要管事”

在大足区试点基础上，从2018年5

月开始，重庆市全面推开党员干部亲属
涉权事项公开制度，已比对涉权事项20
多万条，4000多人主动向组织说明情
况。

“既要管人，也要管事。”涉权事项
公开，既对党员干部形成警示、教育作
用，也能发现相关政策漏洞，推动制度
调整完善。

张安磊是大足区在涉权事项公开
后挖出的一个典型“蝇贪”。不到两年
时间里，作为龙水镇社会事务办副主
任，他刻意编造虚假惠民政策，骗取国
家低保资金90多万元，被追究刑事责
任。

这一案件暴露出基层民政部门不
少政策漏洞。一是有政策不执行。低
保资格审查，文件要求每个乡镇至少落
实2～3人经办，但张安磊却一人包办低
保审核所有程序，相关规定要求形同虚
设。二是政策执行打折扣。张安磊提
供的30户低保户名单，有些申报资料不
完整、流程不严谨，却还能“吃低保”，足
见区级部门审批把关不严，监管失灵。

“针对这些问题，根据涉权事项‘谁
审批、谁负责’的原则，问责到人头，同
时督促区级、镇街民政部门举一反三，
立查立改，将相关制度漏洞赶紧补齐。”
谢国超强调。

“涉权事项公开，既形成了高压震
慑，让党员干部‘不敢腐’，又用制度规
范干部履职行为，促使党员干部‘不能
腐’。”朱福荣说。

（来源：《半月谈》）

给“微权力”运行立“真规矩”
——重庆大足公开涉权事项防止优亲厚友

半月谈记者 李勇 徐旭忠 李松

1月8日，一辆高铁列车从施工中
的长寿火车北站综合交通枢纽旁驶
过。长寿火车北站综合交通枢纽及商
业配套项目于2018年6月开工建设，目
前主体工程基本完工，预计2019年9月
前竣工投用。该项目按交通部一级客
运站标准建设，配置一个一级长途客运
站、一个公交首末站及配套设施。

记者 谢智强 实习生 林豪
摄

长寿火车北站
综合交通枢纽9月投用

(上接1版)

新官上任，“第一把火”
遭到村干部反对

游四海准备在村里烧的“第一把
火”是——种花。

这个想法并不是凭空产生的。村
民们告诉游四海，艳山红村最早名叫

“烂泥坝”，这里每年春天都会开满红艳
艳的映山红，因此在上世纪四五十年代
更名为艳山红村。

他对村里的土壤进行化验，结果显
示是呈酸性，适合种植果树、花草苗
木，印证了村民的话。于是才有了在村
里发展苗木，搞乡村旅游带动大伙儿致
富的想法。

可他刚一提出想法就遭到村干部
的强烈反对。大家有三点担心：一怕村
民不愿流转土地，二怕挣不到钱付不起
租金，三怕种出来没有销路。

游四海说：“怕这怕那，咋干得成
事？大伙儿只管干，责任我来担！”

说干就干，游四海立即带领群众成
立专业合作社，由合作社、村集体、村民
共同入股。为打消群众顾虑，他还和村
支书、村主任共同出资10万元作为风险
保证金。

鲜花基地建起来后，花卉不仅外
销，还用来美化村里的环境。结合农村
人居环境整治工程，游四海带领大家改
厨改厕、装扮庭院，农房土墙上还用手
绘图案增加艺术气息……

小山村很快变了样——过去垃圾

遍地、污水横溢的村庄，如今到处开满
鲜花，家家的庭院都变得干净整洁。

村里的变化让村民对发展产业有
了信心。借着这个势头，游四海又在村
里发展了鳅田稻、奇异果、高山鸽……
一个个集体经济产业建起来。村民入
股集体经济 1130 股，股金达 56.5 万
元；村集体还对未脱贫的6户19人实行
托底保障，每人每年至少分红3500元，
让农户都能靠产业增收。一年时间，艳
山红村全村人均年收入从2017年不足
6000元提高到2018年超过万元。

三件小事，让村干部
思考身上的责任

村子要发展，人人要齐心出力，单
靠几个村干部咋能忙得过来。游四海
正为这事头疼时，村里出了几件事。

一是去年4月，村民们因果树杀菌
需要石灰，找村干部帮忙。村干部一打
听，武隆城区没有货，就以此回复了村
民，并按惯例认为此事已办结；

二是村民代山私自将集体水管架
设到自家田地取水，因此与村主任黄东
发生了纠纷，两人在争执中，代山摔
倒。一时间，“村主任打人”传言传遍了
全村，黄东觉得十分委屈；

三是全村8个村民小组，7个小组
长要求申请低保，群众十分不满。

群众利益无小事。这三件事背后，

折射出的是党员干部的观念问题。游
四海第一时间在村里组织召开党员大
会，主题是“村民生产生活所需的事都
是大事”。

会上，相关村干部当着大家的面作
深刻检讨；会后，游四海多方联系，终于
从长寿购买了2吨石灰拉到村里，供村
民免费取用；黄东找到代山主动道歉，
并承担了医疗费用；7名小组长主动收
回了低保申请……

“以前觉得当村干部只要不贪不
占、不优亲厚友就够了。”钱代兵告诉重
庆日报记者，但这几件事下来，村干部
们开始重新思考身上的责任。

村干部作风的改变赢得了村民的
信任。现在，村里要修路、搞建设，只要
村干部一说，村民就积极响应，主动提
着工具来帮忙。

家乡发展，村民能帮忙
的都来帮忙

村里外出打工的人多，有时遇到老
板欠薪不知该如何维权。游四海发挥
区总工会的优势，组织村民成立了联合
工会，请来律师帮邓仁超等十多个村民
追讨欠薪。这下，全村在外务工、创业
的村民都知道村里来了个能干事、会干
事的驻村第一书记。

游四海动员大家建起微信群，将在
外务工、创业的村民都拉进来。他建议

大家成立村民理事会，有钱出钱、有力
出力，都来为家乡的发展尽点心。大家
一呼百应，村里很快建立了三级理事
会，成员100多名，多年没回过村子的
人也回来参与家乡建设。

理事会成立后的第一件大事，就是
筹资为村里安装太阳能路灯。半个月
时间，大家捐了近30万元，装完路灯还
有剩余。以前太阳一落山，村里就漆黑
一片，现在有了路灯，村民们走夜路再
也不怕摔跤了。

他又组织党员们成立了4支党员志
愿服务队，为村里的老人免费理发、干
农活、维护公路等。去年7月，武隆遭遇
暴雨袭击，出村公路被山体滑坡阻断
了。游四海在群里发了一句“村里受
灾，公路断了，大家能帮忙的回来帮帮
忙”，之后便去组织干部群众抢险。谁
知50多个志愿者连夜从武隆、重庆主
城、涪陵等地赶回来帮忙，有的还自己
花钱租了挖掘机，很快便抢通了道路。

47岁的村民王双红在外打工30多
年，早已在武隆城区定居。但从去年加
入村民理事会后，他每天自驾车回村里

“上班”，村里的大事小事抢着干。离乡
多年的他今年还准备回老家发展养殖
业，“村里如今发生了大变化，在家发展
也能致富”。

村里的环境变美了，村干部的责任
心变强了，远近的村民交口称赞。一点
一滴，党员干部们的行动，村民们看在
眼里记在心里，去年，艳山红村17名村
民递交了入党申请……

脱贫致富路上的追梦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