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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好“源头活水”
在实践中破解城乡融合发展难题

重庆日报：铜梁如何破解“城乡发展
不平衡、农村发展不充分”难题？

唐小平：我们将学深悟透习近平总
书记视察重庆重要讲话精神，用好“源头
活水”，结合实际、遵循规律，问题导向、
精准施策，以实施乡村振兴战略为抓手，
对内全领域融合、对外全方位融合，在加
快推动城乡融合发展、区域协调发展等
方面体现新担当、展现新作为，增强铜梁
高质量发展的潜力后劲。

我们将深入推动乡村振兴战略，坚
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按照“产业兴旺、
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
裕”的总要求，走城乡融合发展之路，建
立健全城乡一体融合发展的体制机制和
政策体系。

与此同时，我们要正确处理好长期
目标和短期目标的关系、顶层设计和基
层探索的关系、充分发挥市场决定性作
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的关系、增强群
众获得感和适应发展阶段的关系，推动
生产发展与生态保护、结构调整与群众
增收、组织引领与群众参与紧密结合。
加强道路、危房改造等基础设施建设，
发展好管护好基本产业，建强建实农村
基层组织。大力发展新型农村集体经
济，激发群众内生动力。深入推进城市
品质提升，坚持内外兼修、加减并重，打
造“产城景”一体化现代独立新城。优
化城乡空间布局，加快城乡公共服务融
合、城乡要素融合。加快推进产业融
合、狠抓农旅融合，大力发展农产品精
深加工，实现延链升值。打好铜梁龙文
化、乡愁、生态“三张牌”，推动全域旅游
升级发展，实现城市让生活更美好、乡
村让人们更向往。

盯住“三基”
补农业农村短板缩城乡差距

重庆日报：铜梁从哪些方面着手补
农业农村短板、缩小城乡差距？

唐小平：破解“城强乡弱”格局，建立
健全城乡一体融合发展的体制机制和政
策体系是一项长期性、系统性工程。我
们牢固树立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
以乡村振兴战略统筹推进美丽乡村建
设、特色小镇建设和全域旅游发展，从资
金投入、要素配置、公共服务、干部配备、
人才回引等方面探索，激活人、地、钱等
关键要素，盯住基础设施、基本产业和基
层组织这“三基”，加快推动城乡融合发
展，推进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

针对农村基础设施短板，我们结合

主导产业和全域旅游发展，聚焦路、水、
电、讯、房和环保等重点，下大力气加强
基础设施建设；持续改善农村人居环境，
深化美丽乡村建设，消除道路路域“脏乱
差堵”等现象；做好“生态+”文章，推动农
业绿色循环化改造。

针对基本产业缺乏、小农户对接大
市场能力弱，我们坚持向闲置土地、闲置
资产、农村电商、大户带散户、产业融合
发展和流转土地等要新型集体经济，发
展带动群众持续稳定增收的产业，完善
与群众的利益联结机制，改变过去农业
资金“垒大户”的局面，激发群众内生动
力。目前，我区已通过“六要”路径，发展
水果、蔬菜、中药材等多个产业，成功打
造“原乡小艾”“铜梁龙柚”等农产品品
牌，消除集体经济“空壳村”152个。

针对农村基层组织力量薄弱，我们
开展了基层党建“扎桩工程”，全覆盖建
立乡村振兴讲习所，从全区党员干部、党
校教师、致富能手等群体中选聘专兼职
讲师，持续开展本土人才回引、“把老乡
留在老家”行动，打造一支“不走的乡村
振兴工作队”。

着眼基本面不撒胡椒面
打造乡村振兴示范片

重庆日报：加快推进城乡融合发展，
“融”字是关键，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振
兴”是题中之意，就此铜梁将从哪些方面
发力？

唐小平：我们将围绕建立健全城乡
一体融合发展的体制机制和政策体系，
深化改革创新，着眼基本面、不撒胡椒
面，突出抓好铜梁乡村振兴西郊示范片，
以此串点连线、成片扩面，整合资源、资
金、项目、要素，推动农业“接二连三”，加
快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实现城乡一体
融合发展，让农业成为有奔头的产业，让
农民成为有吸引力的职业，让农村成为
安居乐业的家园。

西郊示范片位于铜梁城区西部，涉
及5个镇（街）13个村（社区），是我区实
施乡村振兴战略的大动作。我们将围绕

“一年通道路、二年现美景、三年抓提升”
的目标，打造城郊智慧农业众创基地、科
技成果展示基地等1.3万亩；完善绿色
化、优质化、特色化、品牌化的农产品产
销供给体系，大力发展精品水果、清水养
鱼、花卉苗木，重点支持经营效益好、产
业带动力强的主导产业，培育发展农村
电商、微企村，扶持一批乡村旅游经营主
体；统筹建设旅游产业环线道路、便民服
务和游客接待中心、农产品交易中心、农
事体验中心等。

我们全面推行“积分制”等激励机

制，动员群众在50公里环线绿道沿途栽
花种草、美化环境，布局特色产业基地、
乡村旅游景区20余个，推动菜园变花
园、产业园区变旅游景区，推动“绿道”向

“绿网”、“绿道经济”深化，力争到2020
年，将其培育成我区一二三产业融合发
展的乡村振兴示范片。

我们通过示范片串点成线、连片扩
面，在全区大力推进村庄“五化”、房屋

“五改”和乡村庭院绿化美化提质工程，
切实提升乡村“颜值”“气质”。利用公路
网串点成线，变交通线为“流动风景线”，
着力打造产业一流、景观一流、示范效应
一流的农村人居环境整治示范片。

突出抓好乡村振兴 全领域全方位加快城乡融合
——访铜梁区委书记唐小平

本报记者 王亚同

怎么走城乡融合发展之路，乡村振兴和农业农村现代化是绕不
过的坎儿。在实际工作中，从何处着手？思路从哪里来？

铜梁区结合当地实际、遵循发展规律，党员干部带着问题到
群众中寻找答案，带着方案到基层听取意见，带着草图到农家院
坝中去完善。通过自上而下、自下而上反复论证，当地实施乡村
振兴战略有了最契合地方实际的方案，绘出了清晰的路线图、时
间表。

实践证明，思路从群众中来。标尺之一就是看群众满不满意、参
与热情高不高。记者在铜梁采访中了解到，自去年末至今，铜梁已有
1.5万名在外务工农民回归家乡就业创业；在农村人居环境整治过程
中，不少农村居民自发投入到房前屋后、庭院环境整治中去，有的甚
至贡献出自家的花草美化村居环境；在产业发展、基础设施建设中，
过去“干部埋头干、群众围着看”的现象，变成了干部、群众一起出谋
划策。

思路从群众中来，最终目标还是为群众服务。实施乡村振兴，走
城乡融合发展之路，铜梁区坚持生产发展与生态保护、结构调整与群
众增收、组织引领与群众参与紧密结合，又“着眼基本面、不撒胡椒
面”，选择关键的“融”字突破，以示范片引领带动全区发展，可谓是因
地制宜、实事求是的选择，相信铜梁城乡融合发展之路一定会走得稳
走得好。

思路从群众中来
□王亚同

6月2日上午，重庆日报记者在铜梁区巴川街道玉皇村看到，沿
绿道公路两侧的农家房屋正在进行立面改造。

行进在绿道公路上，两边农户庭院干净整洁，柴草物件堆码整
齐，家禽实行了圈养，不少农户的房前屋后种上了花草。

在十一社，农户黎龙芳家的鲜花步道格外引人注目。这段连接
绿道、长10多米的步道两边，撒播的格桑花、木春菊形成花带，与绿
道葱茏的花草相映成趣。

而在十二社农户邓时民家的绿道边上的小院里，七八种盆景花
开正艳，院外竹树葱茏。

“在我们玉皇村有150多户农户，都随绿道建设自发展开了农村
人居环境整治，有的农户还在院前栽种了竹子，放置了盆景，把小院
装扮得更加美丽。”村支书柏小林说，下个月，村里就将开展最美庭
院、最美农家评选，获得先进的村将奖励生活用品。

“现在，政府在门前修好了‘彩色路’，路边种上了美人梅、观赏
桃、三角梅、紫薇等，环境变美了！”村民黎龙芳高兴地说，“我们也不
能闲着，大伙都动起手来，自觉投入到农村人居环境整治中去。”

在玉皇村便民服务中心办公室，记者看到农户与村里签订的庭
院环境整治提升承诺书和村环境整治积分管理制度，上面清楚地规
定着农户要做的具体事宜以及获奖的标准。

“社里开院坝会，组织大家学习，每家每户都签了承诺书。各家
各户都按要求去做，都想把奖牌和奖品抱回来。”黎龙芳说。

玉皇村有11家农业企业，全村有200多名村民常年在企业务
工，加上100多名短期务工的村民，全村村民年创务工收入在500万
元左右。

收入有了保障，村民十分注重生态生活环境的打造，干部群众齐
动手，在绿道沿线栽种花、树，沿途农户也不甘落后，在房前屋后栽种
果树和丛生月季、野菊花、旱金莲等多年生开花植物，把自家院落装
扮得干净漂亮。

在玉皇村，一座新的村便民服务中心正在抓紧建设之中。村干
部介绍说，新建的便民服务中心不但功能更完善，而且还设计了文化
景观。

据了解，如今，铜梁西郊绿道的建设增强了群众的获得感、幸福
感，群众积极参与、美化家园，呈现出了共建共享的良好氛围。

“今年春节以来，城里的市民到西郊绿道环线步行、骑车健身、休
闲观光的不少呢，特别是早晚人更多。”柏小林说。

共建共享美丽宜居环境

玉皇村打造幸福绿道
本报记者 王亚同 通讯员 赵武强

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视察重庆
重要讲话精神系列访谈之（10）

习近平总书记视察重庆时强调，要加快推动城乡融合发展，
建立健全城乡一体融合发展的体制机制和政策体系，推动区域
协调发展。

地处渝西地区和成渝城市群中轴线重要节点的铜梁，如何
将总书记的重要讲话精神贯彻落实到实际行动中，以新担当新
作为加快推动铜梁城乡融合发展？近日，重庆日报记者专访了
铜梁区委书记唐小平。

铜梁西郊绿道环线。 通讯员 赵武强 摄

西郊示范片位于铜梁城区西部，涉及5个镇（街）13个村
（社区），是全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大动作

力争到2020年，将其培育成铜梁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
的乡村振兴示范片

■打造城郊智慧农业众创基地、科技成果展示基地等1.3万亩

■动员群众在50公里环线绿道沿途栽花种草、美化环境

■布局特色产业基地、乡村旅游景区20余个

在西郊示范片

铜梁将围绕“一年通道路、二年现美景、三
年抓提升”的目标

一树香风，十里相续。每年4月是
梁平区合兴镇龙滩村村民忙碌而兴奋
的日子，一年一度的柚花节又将迎来成
千上万的游客。可是，邻近的银恒村却
还是冷冷清清，多少年来村民们都在期
盼：什么时候能够如龙滩村一样迎来如
潮的客人？

生态修复 综合整治

多年来，我市开展农村田、水、路、
林、村的综合整治，用地的集约节约有
了很好的效果，土地的产出率有了很大
提高，村容村貌有了很大改善。可是，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要达到农业强、农
村美、农民富的目标，山水林田湖草的
全域规划、全域设计、全域整治才是根
本，把生态修复这一曾经略有忽略的一
课补起来，不但要让农业强农民富，更
要生态美，这才是农村土地整治工作的
重点。

2018年7月17日，市国土房管局
相关负责人一行来到梁平调研，对合
兴镇“中国名柚园”山水林田湖草综合
整治项目进行实地考察，实地了解普
里河河道整治效果、银恒村道路及房
屋建设情况、龙滩村“中华·梁平柚海”
等土地综合整治实施情况。

如何让与龙滩村具有同样地质土
壤条件、同样地理气候环境的银恒村
后来居上？

市农村土地整治中心以山水林田
湖草六大要素为生命共同体的全新理
念，推出了促进传统土地整治向国土
空间整治修复转型发展的具体实施方
案，投资近5000万元的综合整治项目
在梁平区合兴镇银恒、龙滩两村成功
落地。

据梁平区规划和自然资源局相关
负责人介绍，正是因为有这个项目，区
委、区政府把一年一度的柚花节定在了
合兴镇龙滩村，把此项目所涉及的龙滩

和银恒两村定为全区乡村振兴的示范
点。

田园银恒 美丽初现

半年多过去了，梁平区规划和自然
资源局相关负责人多次踏勘龙滩村、银
恒村，与几百户村民推心置腹促膝交
谈。项目在广大村民支持下陆续展开，
银恒村在统筹山水林田湖草系统的综
合治理中，正慢慢给出答案，改变容颜。

据梁平区土地整治中心负责人介
绍，整个项目中，各条道路的投资费用
要占40%之多。道路通，百业兴。今
天，连接龙滩村与银恒村的约1公里南
北大道已经打通，游人可以在干净整洁
的水泥路面上，顺利完成两个村庄或柚
园或田园不同特色的观赏游览。

同时，流经银恒、龙滩两村的普里
河，一改过去河岸坍塌、杂乱无序的垃
圾沟式的景象，经拓宽改造，一种新型

的八字砖筑成的护河堤已经成型，洪
水之时可以有效防护堤岸田地免遭水
患之灾；枯水季节，镂空的护堤砖可以
让小草自由生长，当然也是小鱼小虾
自然栖息的天地。河道两岸已经建起
休闲的彩色步道，不管是当地村民还
是外来游人，都可以沿河赏景休闲观
光。步道旁边才栽种的柚子树，正焕
发勃勃生机，河道柚树林既美化了河
道两岸，又是村集体专业合作社的一
项收入来源。

除了溪流河沟等区域，在土地整治的
现场，利用八字砖砌成的田坎，用木制栅
栏隔离的生活区与生产区，同样让人耳目
一新，当然也是生态的规划使然。

曾经的建卡贫困户陈明胜激动地
说：“你看现在好美，环境清洁了，水也干
净了。”

问到他的主要经济来源，他说，他
还是种田，现在整治了河道，洪水之际
再也不怕河水漫田稻谷被淹。整治之

后，他又流转了一些稻田，现在自己种
10多亩，一年有3万多元的收入。

据银恒村支部书记冯中伟介绍，整
治项目涉及4个村民组500多户人家，
其中有20多户建卡贫困户，现在已经全
部脱贫，基本解决了“两不愁”的问题。

“三保障”之一的住房安全，项目整治的
规划就有危旧房改造，约80户村民已经
签约宅基地复垦，每户村民基本不花多
少钱就可以入住集中居住区，届时村容
村貌将是巨大的改变。

银恒村打造的是“田”的游园，那一
块块大田的田坎是红色的沥水砖铺就，
或观光游览，或农活体验式游玩，任你
喜欢，为的是充分发挥乡村旅游的内
涵。

“田园银恒”即将展现出她迷人的风采。

“柚”惑龙滩 迷醉游人

4月19日，重庆梁平第七届柚花节

在合兴镇龙滩村的中华梁平柚海开幕，
上千名嘉宾和游客齐聚于此，与春天相
约，随柚花起舞，体味原乡风情，感受

“千家竹叶翠，百里柚花香”的独特景
观。

约2公里的南北产业大道观光带把
龙滩柚海与银恒村连接了起来，大道两
边柚林成行，累累硕果，赏心悦目，乐而
开怀。

流经两村的普里河形成了东
西生态河道休闲带，看鱼翔浅底，
品稻香柚甜，美丽的田园风光尽收
眼底。

“做强梁平柚产业，引领农业结构
调整，大力发展乡村旅游，推动乡村振
兴走在全市前列，不断谱写生态美、产
业兴、百姓富的时代画卷。’”梁平区相关
负责人表示。

柚“惑”龙滩，正上演一部迷醉众多
游人的乡旅大片。

杜成纲

借名柚之力 助乡村振兴
梁平区规划和自然资源局探索农村土地整治的新路径

铜梁区安溪镇，清漂船在安溪河上清理垃圾。（本报资料图片）
崔力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