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01 设计理念

以“智”字拼音部首“Z”、中
文“江”字和大雁为主创元素。

“江”字体现长江、嘉陵江两江
交汇的重庆特征；由“江”字幻
化为大雁形象，表示智能、智
慧、智士的三束羽翎汇聚成翅
膀展翅高飞。

标志以“江”“汇”二字的共同点巧妙结
合，创新组合成寓意智慧、力量、勇气的雄鹰
振翅长空的视觉形象。右边的“Z”（智的首
字母）运用了数字化、模块化的元素，体现两
江新区大数据时代智能化、科技化等优势
产业。鹰的翅羽外开内聚，喻意两江以开
放之姿，广纳精英之才，共兴未来之愿景。

本案中起伏的曲线含山形与水
相，透射出蓬勃生机与无限活力的气
息。包含代表“无穷”的符号“∞”，寓
意智汇两江，创造无限。图形又形似
飘带，象征通过建立组带关系实现互
动，喻示两江新区为创业创新者提供
优质服务。

logo由拼音首写“LJ（两江）”、
汉字“两江、汇”、江河、智能方块、
智立方、印章等视觉元素有机融
合构成幻化的汉字“智”的三维图
形架构，有浓厚的时代气息，简洁
时尚，具有较强的视觉冲击及形
象定位功能。

创意来源于“无限符号∞”，
简洁明快的造型将“无限符号”、
大数据智能化符号、地球、字母

“ZHLJ”等设计融合在一起，直
观体现了重庆“智汇两江”品牌
特性以及汇集全球科技创新人
才，共创无限未来的良好愿景。

以抽象化“汇”字为设计基础，有机融
合 Lj（两江）、三条智汇箭头、数据智慧方
块、风鸟等元素。三条智汇箭头、汇字：即
智能、智慧、智士，喻指全球创新资源要
素、海内外创新创业英才、天下有志之士，
汇聚重庆两江新区，共创无限未来的良好
愿景。

将两江、体现智慧的“e”字母和“智
汇”的“汇”字融合在一起形成智汇鸟，
整个图案形成“汇”字，它的右边部分形
成字母“e”，突出了两江新区大数据智
能化等优势产业，以及有创新创业梦想
的创新人才。

以两江的首写字母“LJ”为设计视
觉元素，将其汇聚成江河，幻化成一双
创新创业之手、充满智慧的科技小方块
和飞翔的鹏鸟，体现出智汇两江的主题
形象和两江新区大数据智能化的优势
产业，展现出创新创业英才汇聚重庆两
江新区，共创无限未来的美好愿景。

采用“智汇两江”的拼音首字
母“zhlj”作为基本元素，总体看似
一“创”字，倒过来看亦有“汇”“江”
的变形；右边是振臂前进的人的造
型，象征创新飞跃；同时意指全球
创新要素、国际创业英才汇聚重庆
两江新区，共创未来的广阔图景。

将大脑、两江交汇、问号以及龙回头
进击的造型变化融为一体。大脑象征智
慧的源泉；两江交汇象征两江新区的地
理特征；问号象征智慧的成因和求知精
神；巨龙环绕象征中华民族奋发向上的
精神。整体线条由远及近汇聚到一起，
象征各方智慧奔流汇聚到两江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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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12日，“智汇两江”品牌标识征集网
络投票正式启动。

两江新区围绕“长江上游创新中心”的战
略定位，不断探索创新高质量发展路径。今年
6月，两江新区正式发布“智汇两江”双创品牌，
以进一步汇集全球科技创新人才，构建面向未
来的国际创新城市、创新区域、创新地标，打造

“长江上游创新中心”。
今年9月，为打造好“智汇两江”双创品

牌，由两江新区管委会主办的“智汇两江”
LOGO（品牌标识）征集活动正式启动，得到
社会各界人士的广泛关注和大力支持。经过
半个月的征集，本次活动共收到来自全国各
地的248件作品。通过初选、专家评审会，现
有 10件作品脱颖而出进入网络投票环节。

最终名次将结合网
络得票数及媒体、
专家评审意见，对
其中 6 个作品进行
奖励。

即日起，10 件
作品进行网络公开
投票，欢迎广大网友
积极参与，为你喜欢
的作品进行投票。

（杨骏）

“智汇两江”品牌标识征集
网络投票启动

扫一扫 欢迎投票

曾经“望水兴叹”的贫困乡，不仅
家家户户吃上干净卫生的自来水，越
来越多的老百姓甚至“因水增收”。

10月9日，重庆日报记者来到丰
都县三建乡廖家坝村，54岁的贫困户
王素娟一边淘着米，一边感慨：“现在
我们再也不用为吃水的事发愁了。”

三建乡是我市18个深度贫困乡
镇之一。“水困难”曾是脱贫攻坚面临
的首要难题。近年来，当地政府通过
精准滴灌，不断补齐农民生活、农业生
产、农村发展的水利短板，让产业发
展步入“快车道”。截至目前，全乡累
计脱贫722户2988人，贫困发生率降
至1.58%。

“集中＋分散”供水
村民喝上干净水

记者从丰都县城出发，一路颠簸
近两个小时才到达三建乡，这里地处
两山夹槽的断头山部位，平均海拔在
200至1200米之间。特殊的地形地
貌使三建乡季节性缺水严重，虽然
2005年前后，丰都县在当地龙河入河
口段修建了鱼剑口水库，用于水利发
电，但由于村民居住的地方大多位于
水库之上的山丘地带，缺水难题依然
未得到缓解。

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村民们搭伙
挖口水池，靠着漫上来的地下水解决
用水难题。“说是水池，其实就是个泥
巴窝窝。遇上下雨天，舀出的水是泥
黄色的，要先沉淀半天，再反复烧开才
能饮用。”王素娟说，干旱时节，池子里
没水，她还得到几公里外的双鹰河挑
水喝，来回一趟就是大半天，哪还有时
间发展产业？

2018年，脱贫攻坚步入深水区。
农村贫困人口饮水安全是“两不愁三
保障”的重要指标之一，三建乡如何才
能补齐短板？在经过反复走访调研
后，乡党委政府最终确定了“集中供
水＋分散供水”的实施方案。

“根据方案，我们首先要解决水源
问题。”三建乡副乡长朱小冬坦言，他
们在邻近的南天湖镇厂天坝村寻找到
骨干水源，并整合扶贫资金，拟定修建
一座蓄水能力达130万立方米的小
（一）型水库。目前，水库右岸管网已
铺设完成，年底将正式投入使用。

针对三建乡海拔落差大，村民居
住分散的实际情况，他们还分散修建
了蓄水池，使其能够发挥丰水期蓄水、
枯水期调节的作用。与此同时，在蓄
水池边配套建设自来水厂，借助过滤、
消毒、输水管网等设施，可分散解决少
则几户，多则几十户村民的饮水安全
问题。

专人管水
饮水源源不断

事实上，自脱贫攻坚开始以来，三
建乡便将基础设施建设放到重要位
置，其中人饮工程更是放在第一位的
大事。早在2017年底，红旗寨村自来
水厂便已投入使用，村支书张先荣成
了村里第一批用上自来水的村民。

可好景不长，张先荣还是常常为
吃水而犯愁。由于缺乏专人监管，水
管经常爆裂，自来水时有时无，张先荣
一气之下还是决定挑水喝。

“农村人饮工程管护是个大难
题。如果管不好，就不能充分发挥效
益，村民的获得感和幸福感就会大打
折扣。”朱小冬称，乡党委、政府思前想
后，最终决定让老百姓自行管护，“这
样既能增强大家的主人翁意识，又能
促使村民加大管网设施的管护力度。”

经过公开推荐筛选，村民董中信
成功应聘为村里的“管水员”，负责自
来水厂及其配套沟渠管网的监督管

理。虽然月工资不到1000元，但董中
信干的活却不少，他说：“村里的自来
水管网加起来有6公里，我每天巡逻
一遍就要两个小时，主要检查水管有
无破裂、漏水等。尤其是夏季，自然条
件使管道压力加大，我巡逻的次数还
要增加，一旦发现水管出现爆管风险，
我基本都是自己垫钱买来材料，先进
行维修更换。”

红旗寨村自来水厂离董中信的家
不远，当初村民们正是看中了这点，才
一致推举他为“管水员”。从暨龙河泉
池引来的水在这里停留、沉淀，然后进
入过滤环节。董中信除了负责水厂的
每日投药外，还要负责设备的清扫、维
修等。“水厂里的污水沉淀每隔两天就
要进行一次大清理，否则处理后的自
来水会有股味，村民们不爱喝。”董中
信坦言，他的任务就是从源头上保障
村里能安全、稳定供水。

如今，在三建乡，全乡7个行政村
都配上了像董中信这样的“管水员”，
自从“管水员”上了岗，村里的自来水
就很少再断过。

保障生产用水
产业发展步入“快车道”

水是生命之源，更是农业生产的
保障。因为缺水，三建乡产业发展常
年滞后，这也是造成当地贫困的主要
原因。

王素娟还记得，脱贫攻坚开展以
前，三建乡几乎年年夏季都要遭遇大
旱。县里出动的送水车排着队定时往
缺水的村送水，可每户村民每天仅能
分到两小桶水。政府送来的水，被她
多次循环利用，一盆清水用成了脏水
还舍不得倒掉。因为缺水，有一年，她
养的大肥猪竟然被活活“渴”死。

“不但人要喝水，菜田、牲畜也要
解‘渴’。”朱小冬说，自2018年以来，
三建乡累计整治山坪塘79口，累计新
增、恢复蓄水能力4.2万立方米。

农田水利有了保障，村民们发展

产业的积极性也越来越高。对此，乡
政府又按照“长短结合，以短养长”的
思路，为贫困户规划了脱贫产业。去
年，在政府的带动下，王素娟种植了3
亩香桃，养殖了1000只绿花鸡。年
底，绿花鸡出栏，便为她带来了4万元
的纯收入。“短期产业保障了贫困户的
近期收入，三年后，以香桃为主的长期
产业见效后，他们的钱袋子会逐渐鼓
起来。”朱小冬说。

三建乡夜力坪村，深秋时节，这
里依旧洋溢着丰收的喜悦。村民们
将收获的优质稻谷打成新米，每斤收
购价比普通大米翻了一番。稻谷收
割后，村民们还忙着撒播油菜籽，期
待着来年春季“油菜花开满地黄”的
美景。

杨云是夜力坪村驻村扶贫“第一
书记”，他说：“过去，村里缺水，村民们
只有等到晚上需水量小了，才敢把水
池中的水舀出来犁田，‘夜力坪’这个
名字由此而来。”驻村一年多，杨云带
领工作队从基础设施建设入手，既保
证村民用水，又保障生产用水，让村里
的“望天田”变成了“活水田”。

该村村民先后发展起1700多亩
优质水稻，并采取“水稻＋油菜”的轮
作方式，增加土地利用率。“以前种水
稻是看天吃饭，遇上干旱常常颗粒无
收，现在用水有保障，我们水稻种植户
总算吃了颗‘定心丸’。”在夜力坪村，
靠种植优质水稻成功脱贫的深度贫困
户就有14户。

事实上，夜力坪村只是三建乡依
靠水利工程发展农业产业的一个缩
影。近年来，该乡不断夯实产业基础，
打造了以优质水稻、雷竹笋、油桃等为
主的特色农业产业，让全乡87%的耕
地都种上了经济作物。“下一步，我们
还将利用三建乡地处雪玉洞和南天湖
两大景区的区位优势，大力发展乡村
旅游，实现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带动
更多村民稳步脱贫。”朱小冬信心满满
地说。

补齐水利短板 兴产业拔“穷根”
——丰都三建乡缓解用水难纪实

本报记者 左黎韵

本报讯 （记者 王亚同）10月
11日，重庆日报记者从渝北区相关
部门获悉，去年以来，该区以落实商
事制度改革举措为着力点，促进民营
经济高质量发展，深入推进“多证合
一”“证照分离”、注册登记全程电子
化、市场主体简易注销等商事制度改
革，进一步优化营商环境，实现了企
业开办从申请到领取执照“一个工作
日”办结的目标。

渝北区相关负责人介绍，该区围
绕“简政放权、放管结合、优化服务”，
推动商事制度改革在更大范围、更深
层次上不断深化。一年多来，渝北区
通过推进企业名称登记管理改革、建
立工商登记窗口“四办”服务机构、试
行住所（经营场所）登记申报承诺制、
推行企业登记注册联办机制等举措，
不断提高窗口服务效能，极大激发了
市场主体活力。

以前，企业登记制度要求企业进
行名称预先核准。然而，由于近年来
市场主体持续增多，企业名称库中的
已使用和禁用词条数量巨大，预先核
准一次性通过较难，影响了企业开办
时间。为此，去年7月，渝北区在全

市率先开展了内资企业名称自主申
报试点，取消名称预先核准环节，改
为自主申报，建立企业名称查询、对
比系统，提高了自动化程度，进一步
增强了投资者自主选择权利。今年，
该区又将这一试点扩大到外商投资
企业及个体工商户。

为进一步压缩企业开办时限，渝
北区还在创业聚集区试行了住所（经
营场所）登记申报承诺制，实行“一址
多照”、集群注册、工位注册、商务秘
书托管注册等，对于符合条件的市场
主体，只需对其申报的住所真实性作
出承诺即可获得核准。此外，针对高
新技术产业集群化发展，该区还在仙
桃数据谷试点了企业集群注册办法。

此外，渝北区还建立了工商登记
“四办”服务窗口，推行“网上办、马上
办、随地办、辅导办”，落实“材料齐全
马上办、材料不全指导办、遇到困难
帮助办、特殊项目跟踪办、重点项目
领导办、紧急项目提速办”制度，促进
相关招商项目尽快落地。同时，该区
还强化了部门联动，市场监管部门与
区行政服务中心、税务部门、银行等
统筹协调，在区行政服务中心开办综
合受理窗口，为企业提供营业执照、
税务申报、银行开户等一条龙服务。

目前，渝北区已实现企业从申请
到领取营业执照“一个工作日”办结
的目标。截至今年6月，渝北区市场
主体总量已达109280户，其中，今
年上半年新增市场主体12916户，同
比增长12.23%，均位居全市前列。

渝北区深入推进商事制度改革

申办企业“一个工作日”办结

本报讯 （记者 周雨）“老人
家，我们来发放区委征求意见表，听
听你们有些什么建议意见，生产生活
中还有哪些困难？”近段时间以来，这
样的对话场景，在荣昌城镇社区、农
家院坝随处可见。

为深入推进“不忘初心、牢记使
命”主题教育，结合软弱涣散基层党
组织排查工作，荣昌区委组织71个
区级部门2000余名机关干部和部分
镇（街道）机关干部，成立工作组进家
入户开展大走访，发放区委征求意见
表，广泛收集民意，了解各基层党组
织存在的突出问题和群众迫切需要
解决的困难等。

“可别小看这样一张小小的调查
表，它的问题十分通俗易懂，是由区
委深思熟虑制定出的，可在面对面与
群众对话中，进一步畅通民意反映渠
道。”区委主题教育办公室相关负责
人介绍，在开展主题教育中，区委发
现平时收集的群众意见存在不全面、
没有针对性等问题，为全面了解当前群
众迫切需要解决的困难及问题，对镇街
村社意见等，特制定出区委调查表。

记者翻开区委征求意见表，可清
楚地从表上看到村社、被走访人信
息，调查范围为城市社区或农村等信
息，调查问题包括村社干部作风、小
区物业管理、村社难事，以及居民有
无矛盾、有无黑恶势力干扰等10余
个方面的问题。

群众有需要，我们有行动。在收
集到的意见表中，一则白象社区居民

反映很多小区由于没有固定的充电
装置，市民纷纷从家里拉线充电存在
安全隐患的问题，立即引起了区委的
高度重视，现已让相关部门加紧落
实，在部分小区试点设置充电桩解决
居民难题。盘龙镇部分村民建议在
村民聚居点增设健身器材，让村民农
闲之余可以锻炼身体，增强身体素
质，也提供一个村民间交流沟通的良
好平台。区委已及时安排区级主管
部门拟定计划，分步实施。

“填写意见征求表只是区委采取
的一项措施而已，其目的是为了摸清
群众最迫切最需要解决的问题，找准
导向，把群众关心的问题解决好。”荣
昌区委书记曹清尧介绍，全区在开展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中，
不是开门坐等群众上门提问题，而是
打开门走出去，沉到基层一线居民家
中问需于民，真正把群众不满意的个
性、共性问题收集起来，作为我们改
进工作的依据。同时，针对工作组走
访摸排出来的问题，荣昌还会建立问
题台账，制定整改措施，逐项销号。
能现场解答的个性问题，要现场给群
众解答反馈；对于共性问题，区委召
集部门、镇街及时研究后，从根子上
解决。坚决克服“八九不离十”差不
多就行的思想，切实做到为民服务解
难题，提高广大群众的获得感和幸福
感。

目前，全区近30余万份《荣昌区
委征求群众意见表》，已全部发放完
毕。

荣昌区推进“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

进家入户问民需 上下联动解难题

■采取“集中供
水＋分散供水”的方式，
集中修建小(一)型水库、
分散修建蓄水池，并在
蓄水池边配套建设自来
水厂，让村民喝上干净
水。

■农村人饮工程管
护是个大难题。三建乡
7 个行政村都配上了

“管水员”，让老百姓自
行管护人饮工程，村里
的自来水很少再断流。

■自2018年以来，
三建乡累计整治山坪塘
79 口，累计新增、恢复
蓄水能力 4.2 万立方
米。农田水利有了保
障，村民们发展产业的
积极性越来越高。

优化营商环境

▲三建乡完成整治的山坪塘。 （三建乡供图）

◀王素娟拧开水龙头，清澈干净的自来水立刻汩汩流了出来。
记者 左黎韵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