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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发展成就巡礼·渝北

渝北大盛镇 环境好起来 旅游热起来
大盛镇位于渝北东北部，辖区御临河（东河）横贯全境，明月山清秀怡人，拥有较好的农业生产条件和得天独厚的自然生态环境，是渝北区“乡村振兴产业引领型试验示范镇”，曾获市科普示范镇、市生态镇、市卫生镇、市文明镇等荣誉称号。

去年以来，该镇坚持稳中求进的工作总基调，紧紧围绕“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富民兴镇”目标，全力推进“质量大盛”、“美丽大盛”建设，全镇经济社会发展欣欣向荣。该镇多措并举，全面改善生产生活环境，全镇乡村旅游业迅速发展。

樱花小镇 康养大盛

时值旅游旺季，渝北区大盛镇天
险洞村的“樱花小镇”，每到节假日总
是挤满了前来休闲观光的市民。高
昂的人气，带动当地乡村旅游蓬勃发
展，群众共奔小康的步伐不断提速。

在“樱花小镇”，“特色景观鲜明、
农旅文融合发展、宜居宜业宜游”的
发展格局已基本形成——万亩野生
樱花林、日出云海、廖家湾古院落、十
里樱花大道、红枫观赏园等特色景观
优势明显；游客接待中心、特色农产
品展示厅、停车场、餐厅、农家乐以及
共享农庄功能完备；以灵芝庄园、红
枣庄园、蔬菜公园为代表的特色农业
企业，为游客提供着丰富的观光休
闲、农事体验、鲜货采摘等游览体验
选择。

“樱花小镇”地处主城四大山脉
之一的明月山脉槽谷内，海拔在560-
1034米之间，距渝北城区45公里，位
于重庆一小时经济圈内。

天险洞村幅员面积 8.1 平方公
里，森林覆盖率达80%以上，拥有万

亩野生樱花林。该村辖12个社，户籍
人口2354人，系市级生态村、市特色
景观旅游名村和市绿色新村，正着力
打造产业兴、百姓富、乡村美的和谐
示范村庄。

大盛镇是渝北区定位的乡村产
业引领型试验示范镇。“加快樱花小
镇建设”是加快当地发展乡村旅游业
的首要抓手。

目前，大盛镇正依托“重庆市特
色景观旅游名村”建设，加快推进天
险洞村整体风貌及功能提升。以樱
花为媒，不断扩大樱花种植面积，利
用林相改造和通道绿化栽种各类樱
花3万余株，逐步形成独具特色的樱
花景观，打造集观光、休闲、康养为一
体的全域旅游新地标。

此外，全镇将依托“一山一水”自
然资源，利用产业发展优势，按照农
旅融合发展思路，以“一镇（樱花小
镇）”、“两园”（灵芝庄园、水果公园）、

“三会”（樱花观赏季、山地越野自行
车赛、龙舟赛）、“四民宿”（白岩樱花

民宿、顺龙康养民宿、青龙渔村民宿、
千盏农耕民宿）”为工作重点，不断优
化全域环境，逐步打响“樱花小镇·康
养大盛”旅游品牌。

多措并举 环境焕新

产业特别是乡村旅游产业的发
展，立足于环境的全面改善。去年以
来，大盛镇按照“八改六化”要求，全
力投入旧房整治提升工程，建成青龙
村太和场示范点及天险洞等7个村示
范片，整体面貌焕然一新。

同时，全镇推动河长制、林长制、
路长制等工作全面落实，清理辖区内
河流26条、水库5座，清运垃圾420
余吨，清理水域3.5平方公里，辖区河
流、森林、道路巡查机制扎实有效。

持续开展森林提质增效行动，投
入资金3000余万元，实施公路绿化
138公里、林相改造600亩、聚居点绿
化4个、步道绿化5公里、水系绿化
200亩。

成功创建顺龙村、隆盛村2个市
级生态建设示范村和天险洞村市级
绿色新村，顺利关闭禁养区养殖场8
家，累计治理场镇雨污管网15余公
里。

全力推进土地宜机化整治，建立
起占地2350亩的重庆市第一个丘陵
山区集机械化、自动化、信息化于一
体的现代化水果产业基地，栽种优质
柑橘树6.7万株。全面投产后，预计
可以带来亩均1万元的收益，并通过

“9+1+1”（销售柑橘的九成收益归群
众，一成受益归合作社；所有农作物
收益全部归群众）的分红模式助力村
民增收致富。

完成隆仁、东山、天险洞等4个
村人工湿地修复工作，鱼塘村水土
保持治理及隆盛、菊花坝、东山等村
废弃矿山综合治理工程正有序推
进。

落实全镇保洁、清运经费520余
万元，进一步规范场镇、农村保洁队
伍运行管理，进一步配齐垃圾清运设
施，进一步完善制度措施，确保农村
生活垃圾治理全覆盖、常态化、规范
化、制度化。

此外，大盛镇去年还突出重点项
目建设，基础设施全面提档升级，建
成综合文化服务中心、体育公园、大
盛二桥。整治完成白岩、明月、东山、
隆仁4个撤并场镇雨污管网工程，完
成大盛场镇、湖滨公园提档升级。升
级改造大白路等4条辖区主干道，硬
化人行便道80公里，硬化公路55公
里，新建泥结石路20.4公里。渝北粮
油储备基地建设项目有序推进。积
极支持市区重点项目建设，东环铁
路、碑口水库用地协调服务工作有序
开展。

去芜存菁 留住乡愁

自开展农村人居环境整治工作
以来，大盛镇按照以“五乱”整治为基

础，以环境优化为重点，坚持规划先
行，因地制宜，深挖文化，融合发展，
制度保障的工作思路，逐步将大盛镇
建设成为一个交通便利、环境优美、
产业兴旺、风貌独特、乡愁浓郁的美
丽新大盛。

按照“八改六化”整治标准，以青
砖墙、坡屋顶、小青瓦、灰屋脊、白瓦
头的巴渝风貌建筑风格为主，对大型
院落进行整体打造，对小型院落和散
户按照点面协调发展的原则进行整
治，做到既有点上的特色亮点，又有
面上的整体效果，形成高低错落有
致、色彩清明素雅、景观层次清晰、具
有旺盛生命力的整体风貌。整治过
程中兼顾农房的居住属性与经济效
益，吸引到1500万元社会资本共同
参与建设，建成共享农庄10余家、开
办农家乐23家。

就地取材选用当地松木、片石
改造农户鸡舍、柴房，制作堡坎、人
行步道等设施，既美观大方，又节约
成本。注重保留原有青苔石阶、片
石墙、水井、石碑等建筑，力求在整
治过程中原汁原味地保留农家院落
原有特色记忆点。将群众生活中废
弃的犁头、磨盘、猪槽、石臼、陶罐等
器具栽种花木，打造特色景观小品，
让乡愁韵味符号化地留在群众身
边。

深入挖掘当地水码头、鼓楼戏
台、白莲教遗址、万亩樱花等特色景
观和白岩山歌、千龙百凤手绘等特色
非遗，凝聚出独特的文化元素符号融
入整体建筑风格，设置文化墙、画廊、
亭台等特色景观小品，让文化气息时
刻浸润群众。总结提炼出天险洞“樱
花”文化，干坝“长寿”文化，聂氏、廖
氏等“家训”文化等优秀民俗文化，探
索村民自治制度，农村精神文明建设
纵深推进。

贺娜 彭光灿

大盛镇全貌 摄/许可

山野中的新村——大盛镇 摄/熊伟

渝北洛碛镇 家园风光美 城乡气象新
“一江五河汇六脉，一半山水一半城。”在山水相依中，滔滔长江水、郁郁老君山共同构成了千年码头、滨江洛碛的秀丽底色。
去年以来，洛碛镇以农村旧房整治提升为突破口，全面改善农村环境。同时，建管并重力促场镇环境提档升级，为群众打造环境优美、舒适宜居的家园。

示范引领 旧房大变身

“做梦都没想到，这辈子还能住
上这么好的房子！”洛碛镇大天池村
低保户李云安对而今的居住环境非
常满意。

青瓦白墙木窗门，袅袅西风日半
沉。灰雀也爱新檐好，去年堂前未曾
闻。走进李云安家，目光所见，是坡
屋顶、小青瓦、白瓦头、灰瓦脊、三角
檐、木门窗、白粉墙、石墙裙的川东民
居风格“八要素”。得益于去年渝北
区农村旧房整治提升工程的推进，施
工队对年久失修的李家老宅进行了
大刀阔斧地整治升级。同时配合电
路、厕所、厨房、院坝、畜禽圈舍等整
治工作，对房前屋后的沟渠、便道也
进行了清理打造。历经3个多月的施
工，老宅面貌焕然一新。

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一直是洛
碛镇的奋斗目标。良好的人居环境，是
村民的殷切期盼。守护好一方绿水青

山，留住独特的乡土味道和田园风光，
更是乡村振兴的应有之意。在大天池
村，和李云安有着同样经历的村民有
63户，他们共同组成的大天池村朝家
坝示范点。背倚群山，面朝碧水，按照
川东民居风格进行整治修缮后的房屋
院落，错落在碧水青山的画卷中，充满
了浓浓的乡愁味道。

农村旧房整治提升，并不限于狭
义的屋舍。洛碛镇对朝家坝示范点
的整体环境，也进行了高标准的规划
设计。在这里，工匠们将新建栈道、
凉亭、小路、户外广场、庭院灯等基础
设施，对现有小路、院坝、廊道进行提
档升级改造，对雨污管网、生活垃圾
等进行集中规划、处理，充分运用美
丽的山、水、田、林、井等自然资源，打
造一片“桃花盛开的地方”。

按照渝北区部署，洛碛镇将充分
利用得天独厚的地理环境和自然条
件，把朝家坝示范点建成全区旧房整
治提升工程“示范中的示范”，成为渝
北乡村旅游的又一张靓丽名片。

在洛碛，农村旧房整治提升工程
现已全面铺开。全镇着力打造2个示
范点和9个示范片。其中，2个示范
点为大天池村朝家坝和水溶洞村苏
家湾，涉及群众74户；9个示范片分
布于大天池村、老君山村的张白路沿
线，水溶洞村1社、2社、7社，上坝村4
社、5社以及砖房村、沙湾村、新石村、
桂湾村、宝华村的渝万高铁沿线，涉
及群众1485户。

目前，2个示范点的74户房屋改
造已全部完成，示范片以社为划分标
准，分18个标段稳步推进，其中完成
房盖整治920户。今年3月，已陆续
开展对竣工房屋的验收。

高位推动 乡村展新颜
农村环境的变化，离不开高效的

组织架构和的工作调度。为高效推
动农村旧房整治提升工程，洛碛镇由

镇长牵头成立工作领导小组，下设综
合协调、现场指挥、项目验收、财务审
计、资料整理5个分组。现场指挥组
组长分别由镇分管领导担任，要求指
挥部成员现场指导监督。

洛碛通过制定实施方案，召开各
级工作布置会和院坝会，更好地与群
众协调沟通，更好地向指挥部汇报工

作动态。项目管理上，确定有设计单
位进行“一户一图”设计及工程量预
算，有预算编制及审核单位进行样板
房的单价审核，有监理单位对现场施
工进行质量安全监管，有跟踪审计单
位对工程量审计核算及实施程序的
过程把关，确保做到“为民办实事，为
民办好事”。

在农村旧房整治提升的基础上，
洛碛镇坚持“点线面结合，突出重点，
统筹推进”原则，进一步完善农村环
境。面上，以“保洁”（垃圾治理）、“排
危”（排除危房）、“拆棚”（拆除彩钢棚，
进行坡屋顶改造）、“植绿”为重点；线
上，以张白路、洛张路沿线等为重点；
点上，聚焦“四个重要节点”，以“八改”
为整治重点，以“六化”为整治标准，深
入推进农村旧房整治提升，农村条件
明显改善，村庄环境焕然一新。

洛碛镇处于古洛环线乡村振兴
示范带，是渝北乡村振兴的“主阵地”
之一。下一步，洛碛镇将加快启动古
洛环线乡村振兴示范带建设，通过旧
房整治提升与环境整治同步实施的
方式，力争到今年底，古洛环线乡村
振兴示范带洛碛段建设取得实效。

同时，统筹推进示范片建设工
作，围绕“缺什么、补什么”，以“八改”
为整治重点，以“六化”为整治标准。
完善农村生活垃圾收运体系，持续推
进化粪池改造力促“厕所革命”，持续
推进清洁家庭户评选活动，涵育文明
乡风。切实起到示范作用、达到示范
效果，加快推进产业兴旺、生态宜居、
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的美
丽乡村建设。

建管并重 场镇提品质
场镇是洛碛镇的“面子”，更关乎

洛碛人生活的“里子”。与农村环境
全面改善同步，洛碛的场镇面貌也日
换新颜。

从沪渝高速经洛碛互通驶入洛
碛镇，依次映入眼帘的是美观醒目的
牌坊、宽敞美丽的广场、修葺一新的
屋舍、干净整洁的街道。

去年，洛碛场镇建设日新月异。
累计投入资金3269万元，先后完成场
镇环境综合整治（三期）、药川路环境
综合整治、移民迁建集镇小区综合帮
扶（第一批）、状元广场、法制广场、杨

左路6个移民重点项目，共整治环境
2.8万平方米，新建广场11100平方
米，屋顶改造7245平方米，外墙修复
1.68万平方米，道路黑化1200平方
米、人行道改造1.12万平方米，新建道
路0.87公里，基础设施进一步完善。

洛碛还投资8350万元，对中心场
镇进行提档升级。累计改造房屋立面
135栋、17万平方米，完成公厕改造10
座，新增背街小巷路灯102盏，安装人
行路锌钢花台护栏1920米，修剪场镇
树木 2865 棵，新增场镇绿化面积
4000平方米，补植绿化800平方米。

既要建好，更要管好。在洛碛场
镇，居民们从去年起发现环境面貌有
了较大改善，违章建筑拆了、卫生死
角没了、枯枝败叶少了……

去年，洛碛镇投入238万元，委托
专业公司对场镇进行全方位保洁及
绿化管护，累计清理垃圾3800余立
方米。完成卫片执法综合整治12宗、

“四山”违法建筑整治31宗、“大棚房”
问题整治13宗，拆除违法建筑6860
平方米，有序实施雨污管网测绘，畅
通“毛细血管”37公里，建成区内涝问
题基本解决。

不仅如此，洛碛镇还以居民素质
提升为导向，以全国文明城区建设为
契机，探索开展“以洁为标”、“路长
制”等工作，集中整治乱搭灵棚、占道
操办红白喜事等乱象，累计依法取缔
流动摊点890余起，处置占道经营、乱
堆乱放等违规行为40余处，努力做到
还路于民、还路于行。

当前，洛碛镇以“不忘初心、牢记
使命”主题教育为契机，坚持“四个轮
子一起转”，上下一心，聚焦“为民服
务解难题”目标，从解决人民群众最
关心最期盼最急切的问题做起，通过
入户走访调研收集意见，并逐条研
究，认真梳理，抓好整改落实，让人民
群众真切感受到主题教育带来的新
变化、新成效。 饶杰 张鹏飞

洛碛大天池村居民新村 摄/李永福

绿水青山的洛碛镇 摄/刘晓莉

大天池新村全貌 摄/王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