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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 周雨 通讯员 陈
元媛）3月19日，由文化和旅游部主办的
公共文化产品供给侧改革现场经验交流
会在上海举行，会上为第三批国家公共文
化服务体系示范区进行了颁牌。江津区
作为西部地区唯一获评“优秀”等级的示
范区，被成功授予“国家公共文化服务体
系示范区”。

创建国家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示范区
（项目）是文化和旅游部、财政部共同组织
实施的一项重大文化惠民工程，旨在推动
各地解决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面临的
突出矛盾和问题，深化改革创新，形成具
有推广价值的典型经验，示范带动全国现
代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

此次入选第三批国家公共文化服务
体系示范区的城市共30个，优秀等级9
个。江津区是西部地区唯一获评“优秀”
等级的示范区。

自入选第三批国家公共文化服务体系
示范区创建城市以来，江津区紧紧围绕“城
乡均衡、网络健全、便捷高效、特色鲜明、惠
及全民”创建目标，扎实推进创建工作。

在公共文化设施建设方面，江津区先

后投入2.2亿元建成“五馆两中心”，投资
1100万元提档升级基层综合性服务中心
和文化中心户。在公共文化服务产品方
面，江津区先后投入753万元开展“活力
江津·魅力之城”系列文体活动。在文化
服务队伍建设方面，该区每年落实1200
万元创建资金，新增镇（街）综合文化站
（中心）人员编制78个。发展文艺协会
14个、特色文化团队68支、文化志愿服
务团队103支，总规模超万人。

“随着国家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示范区
的正式落成，群众将享受到更多实实在在
的便民利好。”区文化旅游委有关负责人
表示，比如江津区文化馆、图书馆等各类
场馆将陆续免费开放，文化站、文化大院
（中心户）达到村村全覆盖，市民可免费学
习绘画、书法、肚皮舞、广场舞等各类文化
培训课。下一步，江津区将进一步巩固成
果，推广经验，推动“政府主导、社会参与、
共建共享、城乡均衡”的公共文化服务体
系建设，深化公共文化产品供给侧改革，
增加多元化产品供给，增强人民群众对文
化的获得感，满足人民对多元化、高品质
生活的追求。

江津区获“国家公共文化
服务体系示范区”授牌

本报讯 气温升高，大地醒
来，又到桃红李白的赏花时节。
从社区绿地到森林公园，从城区
到郊野，巴渝大地春暖花开，美就
在身边，一起去看看。

渝北放牛坪
万亩梨花等你来

这个AAA景区，看万亩梨花
不收门票！3月25日，为期半个
月的渝北放牛坪第十届梨花节将
隆重开幕，登山赏花、徒步越野、
梨树认养等精彩活动等着你。

渝北区茨竹镇放牛坪景区，
坐拥4000亩南天门原始森林公
园和重庆市最大的1.4万亩梨树
基地，是重庆最大的伏季水果基
地之一。本届梨花节从3月25日
持续到4月10日，将举行迎春登
山比赛、非遗文化展演、徒步越野
赛、梨树认养亲子活动等11项大
活动。3月25起上午，开幕式暨
文艺演出将在放牛坪接待中心广
场举行。当日下午，梨花山里还
将举行茨竹镇第七届全民运动
会，游客可观看当地村民参加拔
河、跳长绳、接力赛、种收粮食等
比赛项目。

梨花节期间还将开展农特产
品展销活动，将展示茨竹土鸡、青
椒酱、腊肉、梨膏、梨膏酒、莲子、
荷叶茶等独具特色的农副产品。

潼南崇龛
赏花人气上榜全国十强

阳春三月，山花烂漫，全国进
入“赏花时间”。3月20日，携程
旅游发布《2019国内赏花游人气
报告》，今年国内赏花游人均费用

约1000元人，人气和性价比远超
出境赏花游，其中潼南崇龛跻身
全国十强人气赏花地。

根据3月上旬到清明节前后
的赏花游线路搜索、预订、出行数
据，携程发布的“2019全国十强
人气赏花地”分别是：江西婺源、
无锡鼋头渚、重庆潼南崇龛、西藏
林芝、云南罗平、河南洛阳、贵州
金海、桂林园博园、西安青龙寺、
香格里拉普达措。

两江新区颐和生态公园
蔷薇花墙即将绽放

3月20日，重庆日报记者从
两江新区了解到，位于该区的颐
和生态公园蔷薇花墙，再过半个
月蔷薇花即将盛开，该花墙约50
米长，同期开放的还有红叶李、桃
花、樱花等。

颐和生态公园占地410亩，
位于两江新区人和街道吉兴二支
路，交通便捷，地理位置优越。公
园内种有四季桂和美人蕉，水库
中还种植了荷花、睡莲等。

颐和生态公园开发前为废弃
菜地，自 2010 年开始建设，于
2017年12月完成2期建设并对
市民开放。目前，3期工程正在进
行中，主要为打通1期与2期之间
的园区道路及部分景观提升工
程。园区道路部分预计将于今年
5月初完成，剩余部分将于年底前
完工。

截至2018年底，两江新区范
围内已建成九曲河湿地公园、园
博园、照母山森林公园、石子山体
育公园、滨江文化园等109个公
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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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组稿件均由
记者汤艳娟、韩毅、首
席记者陈钧、实习生
唐璨采写）

黑白背景的画面里，女孩穿着鲜
红的裙子，在绝望的气息中给朋友讲
述自己的成长经历……在今年2月
举行的“全国首届大学生禁毒公益微

艺术大赛”中，由重庆交通大学张婧、
白雪、颜梁等同学共同创作的微电影
《窗外》，从全国186所高校的508件
作品中脱颖而出，荣获微电影作品一
等奖。

《窗外》以禁毒为主题，长约10分
钟，叙述了一位吸毒的父亲给家庭、女
儿带来的灾难。“这部剧取材于真实事
件，联合了学校桥梁、道路等专业的六
七名同学完成，是我们大二上学期思
政实践课的作业。”该校人文学院新闻
传播学专业2017级学生、编剧白雪
说。

《爱与法的抉择》《拥抱身边的天
使-向环卫工人致敬》《指尖上的伤
害》《贷价》……重庆日报记者了解到，
该校2017级的6000多名大学生，还
自编自导拍出了许多部关注社会题材
的微电影。

原来，从2012年秋季学期开始，
重庆交通大学开设了《思政课综合实
践》课，该课程由社会调研、校内实践
和校外实践三个环节（三大板块内容）
构成。

“学生需要先进行为期约1个月
的社会调研，然后进行研读马列经典、
聆听学术讲座、观看红色电影等校内
实践，再完成宣讲活动、志愿服务、人
物采访等校外实践任务，最后通过调
研报告、微电影、情景剧、辩论赛等方
式呈现学习成果。”该校思政课实践教
学培训指导中心主任邱家洪教授介
绍。

在社会调研阶段，该校马克思主
义学院的30多名教师会结合社会热
点为学生们拟出社会调研题目，如“某
地利用当地资源发展循环经济的调
查”“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覆盖情况
的调查”；在校内实践阶段，学生需要
选读如《马克思主义在中国100年》
《中国哲学简史》等经典著作；在校外
实践阶段，学生则要深入乡村、企业、
社区、街道等，进行采访、宣讲、志愿服
务等。

依托“重庆交通大学思政课实践
教学培训指导中心”网络平台，同学们
还可以随时提交与选题、学习进度、任
务进展相关的文字、图片、视频资料

等，指导教师则会及时为学生提供咨
询、帮助和指导。

“这是我在大学里最难忘的一门
课。我们第一次没有在教室学习，自
由选题、自由组队，所有学习内容都需
要自己决定。”周鹏是该校河海学院港
口航道专业学生，他在寒假期间完成
了大足区龙水镇居民就医现状的调研
分析，“我们走进社会这所大课堂，了
解了当地经济发展水平、医疗条件等，
对如何健全医疗体制、加大医师培养
等方面也有了更深入的思考。”

该校发放的问卷调查显示，
89.8%的学生认为《思政课综合实践》
课对自己思想与认识、能力与素质、道
德与行为均有较大提升作用。这门课
在市内外也产生了较大影响，已有中
南财经政法大学、浙江理工大学等20
多所高校前往交流学习。2017年该
校申报的“高校思政课实践教学‘三环
四化’模式创新研究”项目，入选教育
部思政课教学方法改革项目择优推广
计划，成为高校优秀教学科研团队建
设项目。

做社会调研、拍情景剧或微电影……

重庆交通大学思政课吸引20余家高校来取经
本报记者 李星婷

努力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
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
贯彻党的教育方针，落实好立德树
人根本任务，就必须充分发挥思政
课的重要作用。对此，重庆不少高
校进行了许多有益的尝试。拍情
景剧、微电影，做社会调研……这
些有趣的活动，都成了思政课的内
容。同学们的思想与认识、能力与
素质、道德与行为，都在潜移默化
中得到了较大提升。

今起，本报推出“点赞重庆高
校思政金课”专栏，对重庆高校思
政金牌课程作系列报道。让我们
一起来看看这些形式新、效果好
的思政课吧！

【编者按】

▲3月3日，潼南区崇龛油菜花景区，游客乘快艇欣赏
琼江春光。当地万亩油菜花盛开，吸引众多游客。

通讯员 李扬 摄

▲两江新区颐和生态公园内鲜花盛开。
（两江新区供图）

▲3月20日，渝北区茨竹镇放牛坪，放学的小朋友奔跑
在梨花盛开的道路上。 记者 张锦辉 摄

花花

本报讯（记者 杨铌紫）3月19日至
20日，全国残联组联工作会在重庆召
开。全国各省（自治区、直辖市）残联和新
疆生产建设兵团、黑龙江垦区残联围绕助
残服务水平提升、加强残疾人工作者队伍
建设等内容晒亮点、谈优势，交出地方“答
卷”。

“北京已全面实现残疾人证网上申
请、卡证合一。”北京市残联相关负责人介
绍，目前，北京已正式上线新版残疾人证
管理系统，网上办理内容涵盖残疾人证申
请、受理，残疾评定、审批等事项。

甘肃省残联相关负责人称，该省着
力打造“数字残联”，成立大数据办，实现
了动态数据与精准康复、精准扶贫有机
整合；手机App采集应用率达97%，精
准掌握了该省72.26万残疾人的信息数
据。

“市区两级每年通过政府购买助残服
务项目约400个，年投入资金2亿元。”上
海市残联相关负责人称，各区残联多形式
探索助残服务项目，培育了一批助残服务
品牌，如浦东新区的“盲人出行App”、嘉
定区的“聋人子女的早期干预”、松江区的

“孤残人员关怀服务”、青浦区的“就业孵

化项目”等，满足了残疾人个性化需求。
湖北省残联正大力培育发展助残社

会组织。通过实施长江邻居项目试点工
作，先后推出“机构+社工”“机构+社工+
志愿者”“链接资源+政府购买服务”的模
式。据介绍，在湖北全省开展的志愿助残

“温暖行动”，共吸引10.02万人次志愿者
参与，8.7万残疾人受益。

重庆市残联相关负责人介绍，近年
来，市残联在区县推行“申请类”项目228
个，扩大了残疾人服务内容的供给；开展

“德法相伴”活动，教育引导残疾人学法尊
法守法用法；开展“马上就办”活动，加大
了涉残政策法规的落实力度；开展贫困残
疾人脱贫行动，市残联与14个国家扶贫
开发重点区县贫困残疾人家庭开展了结
对帮扶工作。“根据残疾人的需求和实名
制会员的职业与特长，我们成立了相应的
服务小组，结合社区网格化管理，开展有
针对性的精细化服务。”该负责人告诉重
庆日报记者，通过探索“机构+协会”“社
工+义工”的服务方式，实施了“居家助
残”社区困难残疾人帮扶项目。在基层组
织服务能力方面，重庆共配备残疾人专职
委员1.2万名。

助残服务水平如何提升
全国残联系统聚重庆晒亮点

1978年11月一个晚上，小岗村18位
农民开了一个秘密会议，在一份承包责任
制的文书上按下鲜红的手印，开启了中国
农村改革的大幕，一举解决温饱问题，给
江淮平原带来巨大活力。

40多年后，重庆一家互联网企业进
入安徽蚌埠、凤阳等地，把分散的土地整
合起来，进行规模化种植和养殖，给江淮
平原农村注入互联网基因。

大数据进村
土地由分散走向集约

以前，包产到户激发了农民的积极
性，增加了土地产量。不过，近年来分散
化的经营导致了新的问题。

“一块农田里东头种玉米，西头种蔬
菜，各自为政，削弱了农产品的竞争力。”
聚土网副总裁黄祖舸说，根源还是土地分
散，不能规模化种植、农业机械化难以推
行、农产品质量也参差不齐。

在聚土网2015年进驻两江新区互联
网产业园之初，两江新区管委会请来农业
专家帮助聚土网找准未来发展的方向。
谈及我国土地现状，大家都认为土地要从
分散走向集约，农业大数据进村不失为一
个好的选择。

首先，聚土网要打造一个土地流转与
托管的平台，为下一步的土地集约打基
础。具体来讲，平台要为客户提供找地、
挂牌、预约看地、撮合，权证、法务等交易
服务。经过近四年发展，聚土网把业务铺
展至全国，同时积累了丰富的土地数据，
包括土地面积、土壤数据、历史种植物等
数据，当地的气候、水文地质、劳动力状况
也在掌握之中。

“有了这些数据，企业能帮助农民
选择一种最适合的农作物。”黄祖舸介
绍，土地集中后，就能规模化种植降低
成本，也为机械化耕作提供了条件。
安徽当地的农民算过一本账，原来这
里翻一亩土地需要 60元，加上播种约
为 90元。现在集约化种植翻一遍地，
再播种，一共只要60多元。此外，当地
陆续成立起了农机合作社，拖拉机和小

麦收割机轮番上场，种植效率更高。

农产品出村
农民增收更有保障

土地集约之后，面临的挑战是农产品
销售。

四川地区柑橘种植面积已超600万
亩。“大面积种植同一品种，种植管理的统
一和品质统一就很重要。”聚土网产品负
责人田子谦表示，虽然都是同一个品种，
但由于每个农户种植水平高低不同，统一
种植管理标准推行难度较大，导致同一区
域同一品种的柑橘口感参差不齐，价格也
不一致。

“品质统一、口感统一，才能价格统
一，要实现这样的目标，首先是种植管理
的标准统一，未来我们会给果农的手机装
上种植管理软件。”田子谦提到，聚土网的
农业专家会根据柑橘品种的生长特性，制
订种植管理数据模型，通过手机统一给果
农下达“指令”，什么时候施肥什么时候修
枝，更细一点的如肥料中的氮、磷、钾标准
配比都会一一教给农民。它就像给每位
果农安排了一个种植“秘书”，随时提醒果
农及时关注果树情况。

“互联网+土地”
人才引进是痛点

无论是大数据进村，还是农产品出
村，聚土网的商业模式得到了两江新区管
委会的支持。在去年举行的第二届“渝创
渝新”创业创新大赛上，聚土网拿下一等
奖。此外，根据两江新区政府制订的《重
庆两江新区管理委员会关于做好当前和
今后一段时期就业创业工作的意见》，聚
土网也享受到不少扶持。

黄祖舸表示，现在民营企业有良好的
营商环境，人才引进反倒成了痛点。“我们
有很多懂农业的人才，也有不少擅长大数
据分析的人才，但要玩转‘互联网+土地’
必须两方面知识兼备。这样的交叉型人
才大多是在实践中成长起来，他们大部分
集中在北上广地区。”

为了吸引这类人才入驻，黄祖舸希望
企业同高校、政府三方面协同，柔性引进

“互联网+土地”人才，打造没有围墙的科
研院所和实验室，合作共建教育培训基
地。

土地如何实现“互联网+”

大数据进村农产品出村
本报记者 崔曜

推 动 民 营 经 济

高 质 量 新 发 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