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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北非法餐饮船污染两江整治行动——

三个船主弃船上岸背后的故事

本报讯 （记者 王亚同）近日，铜梁区
因土地节约集约利用成效明显，获国务院办
公厅督查激励表扬，并获今年新增建设用地
计划指标1000亩的奖励。5月8日，重庆日
报记者从铜梁区获悉，这是当地在土地管理
上秉持“惜土如金”理念结出的硕果。

近年来，铜梁坚持“以集中推进集约，以
集聚促进节约”的思路，在工业园区招商引
进的企业中，单位土地面积投资强度和容积
率远高于国家标准。在实施农业现代化与
产业化中，则以土地整治为基础，引进产业
化的龙头企业，建设多个在全市叫得响的生
态农业旅游项目。

如何实现单位面积投入与产出效益最
大？铜梁区国土房管局有关负责人介绍，

“惜土如金”一方面是促进土地节约，另一
方面就是要让土地产出最大的效益。在存
量方面，通过强化规划计划管控、深挖土地
潜力来实现工农业用地规模合理、布局最
优、功能合理。在增量方面，通过低效闲置
土地清理、土地整理整治、矿山治理等增加
供应。

自实施土地出让招拍挂制度以来，铜梁
区就规定了对建设总投资1亿元和用地规模
50亩以下的新增工业项目不单独供地，而是
大力修建标准厂房，吸引企业入驻。如重庆
重润表面工程集中加工区，规划用地265
亩，全面建设完成后可容纳约100家表面处
理企业，实现年表面处理能力5000万平方
米。而铜梁工业园区则通过鼓励企业建设
多层、高层厂房，向空中和地下要土地，仅
2017年，就有6家企业申请在原地增加建筑
面积5000平方米。通过鼓励和引导企业

“退城入园”进行土地置换，铜梁区又新增建
设用地近1000亩。

南城街道黄门村奇彩梦园是铜梁通过
土地整治实现土地效益增长的典型代表。
几年前，这里还是一个普通的城郊村庄。
2013年，该村被纳入市级土地整治项目，开
展村民集中居住、乡村旅游景区打造和山水
田园路综合整治，全村423户村民住进了功
能齐全的风情小镇，并打造成4A级景区，引
得八方游客前来，最终还新增耕地108公
顷。

铜梁区国土房管局相关负责人介绍，去年，该区通过土地开发“占
补平衡”补充、高标准农田建设、矿山复垦等，实现耕地净增面积6.75
公顷。在铜梁中医院改扩建项目中，该区实施了耕作表土剥离试点，
将建设用地上的肥土剥离并运输到荒地上，使5亩荒地成为高产良
地。而在华兴镇团林村则实施矿山生态综合治理，500亩采砂矿山被
复垦种上了茶树。

为从制度上保障土地供应计划执行，节约集约利用土地，铜梁区
成立了土地管理委员会，由区长、分管副区长分别担任主任和副主任，
各相关委局主要负责人为成员。凡是涉及国有建设用地出让和划拨、
农村集体土地使用等事项必须先经过委员会会审。同时，该区还将违
法用地查处整改情况纳入镇街年度考核，并定期通报土地执法监察落
实情况。

（2版刊登《铜梁团林村废弃矿山的前世今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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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 杨永芹）5 月 13
日，来自市交委消息称，我市交通建设“三
年行动计划”已全面启动，目前，“四好农
村路”、高速铁路、高速公路和普通干线公
路建设等各项工作正全速推进，实现了良
好开局。

去年8月起，我市围绕补齐交通基础
设施建设短板，制定了交通建设“三年行
动计划”方案，出台了“四好农村路”、高速
铁路、高速公路和普通干线公路4个行动
工作方案。

市委、市政府高度重视我市交通基础
设施建设，将交通建设“三年行动计划”作
为各项交通工作的重中之重。市交委称，
为确保交通建设“三年行动计划”各项工
作扎实推进、取得实效，我市已建立了指
挥长制和项目责任制，成立专项督查组，
并把目标任务纳入各区县、各有关单位年
度考核。

目前，交通建设“三年行动计划”在
市级各部门的协调配合下，已多次召开
重点项目调度会、部门联席会，重点项目

加快了前期审批，并在资金计划下达和
用地方面得到保障。同时，国家部委也
加大了对我市交通建设“三年行动计划”
的支持力度。

根据交通建设“三年行动计划”，到
2020年，我市计划总投资2685亿元，提
速“四好农村路”、高速铁路、高速公路和
普通干线公路建设，打造国际性综合交通
枢纽。其中“四好农村路”建设突出“加
硬”，硬化农村道路，提高通畅水平。高速
铁路建设突出“加快”，建设进度加快，运
行速度加快。高速公路建设突出“加密
度”，进一步完善高速公路网络。

“一系列举措，旨在加快推进面向开

放战略的通道型交通基础设施建设，加快
推进面向‘三农’需求的网状型交通基础
设施建设，加快推进面向民生和企业的综
合型交通运输体系。”市交委相关负责人
称。根据规划，到2020年，全市村民小组
公路通达率达到 100%、通畅率达到
80%；全市高铁在建规模达到1579公里，
基本形成“米字型”高铁网开工建设格局；
全市高速公路通车总里程达到3800公
里，对外出口通道达到27个，乡镇覆盖率
由47%提高到75%。到2020年，全市国
道二级以上、省道三级以上占比分别提高
到90%、65%。

（详见3版）

努力建设国际性综合交通枢纽

重庆交通奋力跑出“加速度”

新华社大连 5
月 13 日电 （于晓
泉 侯融）5 月 13
日，我国第二艘航
母从大连造船厂码
头启航，赴相关海
域执行海上试验任
务，主要检测验证
动力系统等设备的
可靠性和稳定性。

据了解，自去
年 4 月 26 日下水
以来，第二艘航母
建造工作按照计划
稳步推进，完成了
系统设备调试、舾
装施工和相关系泊
试验，具备了出海
试验的技术条件。

图为：5 月 13
日，我国第二艘航
母从大连造船厂码
头启航。

新华社发

“在行动”大型系列报道

不做年入几十万的老板，宁做“芝麻大”
的村干部——巫山县骡坪镇路口村村支书袁
孝辉给重庆日报记者的第一印象就是踏实、
不爱笑。这几年，在他的带领下，路口村不仅
解决了饮水难题，还发展起脆李、中药材等产
业，村民们尝到了增收甜头。

看着村里几十年一个样，
他心里很不是滋味

42岁的袁孝辉是土生土长的路口村
人，以前一直在外务工，从替人打杂的学徒，
慢慢成长为经营中药材的小老板，行情最好
时，他一年能挣七八十万元。

每年春节，袁孝辉都要回老家过年。可

看着村里几十年一个样，乡亲们靠种植玉米、
土豆过活，辛苦一年也攒不下几个钱，他心里
很不是滋味。“因为生意往来，我经常辗转沿
海、东部一些地区，看着那里的农村这些年发
生翻天覆地的变化，好几次我都想回来，为家
乡发展做点事情。”2012年，正值村支书换届
选举，经过再三思索，袁孝辉终于放下药材
生意，返回路口村，并以全票当选为村支书。

（下转2版）

巫山骡坪镇路口村袁孝辉

不当老板当支书 带领乡亲奔富路
本报记者 左黎韵

我国第二艘航母首次出海试验

新华社播发长篇通讯

袁孝辉正帮助村民铺设饮水管道。
（受访者供图）

一年前，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出

席“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并主

持领导人圆桌峰会，同与会各方共商推

进国际合作、实现共赢发展大计，开启

了“一带一路”国际合作的新航程。

一年来，“一带一路”建设进一步提

质增速、精耕细作，各方秉持共商共建

共享理念，同心打造国际合作新平台，

为世界共同繁荣发展注入推动力量、增

添不竭动力。 （据新华社）

扫一扫
就看到

共同构筑发展
繁荣的美好未来

——写在“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举办一周年之际

最 美 基 层 干 部

本报讯 （记者 陈维灯）5月7日，
国家生态环境部正式启动“清废行动
2018”打击固体废物环境违法行为专项
行动，从全国抽调3000人对长江经济带
11省市进行专项督查，其中从辽宁省抽
调的两个督查组共40人负责对重庆进行
督查。截至目前，督查组在重庆共现场检
查52个点位，发现问题41个，提出整改
要求35项。

据悉，两组督查人员共分为10个小
组，采用“点位核查＋巡查检查”的方式对
我市58个点位及周边区域进行现场检查。

10个督查小组于5月9日分别赴巴
南区、武隆区、南川区、涪陵区、丰都县开
展检查；5月 10日分别对渝北区、巴南
区、北碚区、合川区、綦江区、开州区、秀山
自治县和彭水自治县等8个区县开展检
查；5月11日，10个督查组再次分别对万
州区、綦江区、秀山自治县和彭水自治县
等4个区县开展督查。

5月13日，督查组在万盛经开区万

东镇督查时，发现该镇孝子河耀皮桥桥头
有人倾倒了近百吨建筑垃圾。督查组人
员立即对点位进行登记，并现场对万东镇
相关负责人提出了5月15日之前完成整
改的要求。

督查组负责人介绍，对于现场督查发
现的问题，督查组会以“督查问题确认单”
形式，交地方书面确认，同时由督查组对
问题点位逐一登记、建档立卡，整治完成
一个，销号一个。

在渝北区，督查组现场检查了重庆
市昆仑化工有限公司固体废物堆存情

况，发现其存在 5个问题。随后，渝北
区立即责成区环保局、洛碛镇人民政府
指导并督促企业迅速行动，立查立改，
制定切实可行的整改计划，明确整改时
限及整改要求，确保全面彻底地落实整
改。目前，企业已对库房进行了封闭，
将围堰升高约40厘米，根据厂区危废
产生种类重新对库房进行分区，并设立
了临时收集点，同时在厂区内单独设立
了液体危废储存间，并将改造前未利用
未处置的氢氧化钠溶解罐、过滤罐等予
以再利用。

生态环境部启动“清废行动2018”专项行动

在重庆已检查52个点位发现问题41起
重 庆 环 保 督 察 在 行 动

国 办 督 查 激 励 看 重 庆 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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黔江是土家族聚居地，背背篓出行是当地人的
习惯。要做好检察工作，首先要了解当地的风俗民
情，融入当地老百姓——

大山里的“背篓检察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