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女士，您刷一下这个二维码，把
纸板放进这个箱子就可以了。”11月
30日上午，铜梁区巴川街道龙城云洲
小区里的智能垃圾分类设备前，社区
工作人员认真地为小区居民讲解智
能垃圾分类柜的使用方法。

今年以来，铜梁区在实施城市
综合管理“七大工程”中，继续加大
垃圾分类试点工作力度。在居民较
多的城区小区安装了智能垃圾分类
柜，为居民分类投放降低了难度，切
实推进了城区的垃圾分类工作进
程。

在铜梁农村，则有一个个干湿
分类垃圾桶整齐有序地摆放在各家
各户房前。为成片解决分类厨余垃
圾的处理问题，铜梁在农村地区分

片区建设乡村阳光堆肥放房 7座，
每个堆肥房站点都配备了垃圾分类
巡检员和电动车。巡检员将农户初
分类的垃圾收集到定点分类点后，
进行第二次精细分类，容易腐烂的
生活垃圾进入发酵室，最终转化为
有机肥料，不易腐烂的生活垃圾可
利用的进行回收利用，不可利用的
统一运往垃圾填埋点，进行无公害
处理。

“目前铜梁城区60%以上、乡村
80%以上已经建成生活垃圾分类体
系，城乡生活垃圾分类工作取得了阶
段性成效。”铜梁区城管局环卫所所
长向焱介绍，全区将于2022年基本
建成生活垃圾分类体系。

铜梁区融媒体中心 李慧敏

铜梁 城乡扎实推进垃圾分类

区县头条 8CHONGQING DAILY

2020年 12月2日 星期三
责编 刘俊颖 美编 张雪原

连日来，重庆厚元汽车配件有限公
司生产车间晚上都灯火通明，热火朝天
的场景让企业总经理吴志刚感慨良多：

“是国家出台的一系列税收优惠政策雪
中送炭，帮助我们渡过难关。”

疫情让快速发展中的厚元汽配
被迫“急刹”，订单为零，生产暂停，而
人员薪资、厂房租金、固定资产折旧
等支出照旧。一季度末，公司的周转
资金已捉襟见肘，运营举步维艰。

了解到企业情况后，重庆南岸税
务部门工作人员主动打电话宣讲政
策。“指导申请的银税互动项目的280
万元贷款很快就到账了，极大地缓解
了生产经营压力。”吴志刚说。此外，
企业还享受了近100万元的各项政
策红利，在困境中有了坚持科技创新
和产品研发的信心。截至10月底，厚
元汽配销售额已超去年全年，并连续5

个月同比增长100%，并且陆续申请了
近10项国家专利。

除了高新技术产业，独立书店也
面临着重重危机。为了防控疫情，南
滨路上的精典书店自1月下旬开始闭
店，3月下旬逐步恢复营业，6月初才
恢复正常营业。刚刚缓过气没多久，
8月又遭遇特大洪水，一楼损毁严重，
近一个月无法正常营业。

南岸区税务部门对包括精典书
店在内的辖区内所有独立书店进行
了点对点联系，送上优惠政策。精典
书店共计享受到增值税35万余元的
税收优惠，位于弹子石的大众书局也
享受了7万余元的税费优惠。“在政策
帮助下，我们没有辞退一名员工，更
增添了向前的力量。”大众书局店长
石纹琦说。

南岸区融媒体中心 李诗韵

南岸 税收优惠直达企业手中

拓宽公路网 铺就脱贫路

上世纪80年代，永兴村就以种植
夏橙远近闻名，柑橘产业初具规模。
为何会成为贫困村？驻村扶贫工作队
梳理原因后发现，缺水、少路，严重制
约了产业发展。

过去缺乏资金，柑橘生产没有产
业道，拉高了生产成本。10年间，因
为基础设施薄弱，土地承包业主换了
一茬又一茬。

要致富，先修路。2019年，驻村
扶贫工作队向长寿区交通局申请交通

项目资金480万元，对全村5.1公里村
级主干道实施升级改造，3.5米宽路面
升级为5米，全面拓宽了全村发展主
动脉。

为了破除运输瓶颈，长寿区水利
局申请精准扶贫基础设施配套建设项
目305万元，为全村硬化7.4公里机耕
道和17.8公里人行便道，为柑橘产业
壮大进一步铺平了道路。

做好“水”文章 种出花果山

永兴村地处丘陵地带，坡多路陡，
地形高差大，加之缺乏灌溉设施，农业
灌溉基本靠天吃饭。

每逢旱季，有能力的果园尚且能
请劳力人工灌溉，实力稍弱的农场和
散户只能听天由命。2018年，永兴村
因为干旱造成的经济损失高达300万
元。

要把柑橘产业发展作为带动全村
脱贫致富的主导产业，必须解决灌溉
用水。

驻村扶贫工作队积极与当地农
委、水利局对接，申请水利局后扶资金
225万元，引进高效节水灌溉项目，对

全村主要集中地的3000余亩果园实
施节水改造，同时新建3座提灌站和3
个蓄水池，修复1个蓄水池，对果园实
施水肥一体化改造。

自打实施高效灌溉节水项目后，
高效灌溉水管通到了张先福家的80
亩果园，而且蓄水池就建在果园旁
边。水问题解决了，果园一下子活了
过来。“今年我的柑橘产量至少还能提
高30%。”张先福很有把握。

张先福主动申请成为村里的致富
带头人，带动了3名贫困户和20多名
农户脱贫致富。永兴村里像张先福这
样的家庭农场已有6家，加上2家龙头
企业示范带动，柑橘种植总面积超过
5200亩，成为名副其实的花果山。

壮大合作社 抱团同富裕

随着水、路条件的全面改善，永兴
村柑橘每公斤生产成本比之前降低了
0.3元，并凭借可靠的品质在市场上争
得一席之地。柑橘好卖，增强了村民
脱贫致富的信心。

村民文应金曾经因病致贫，现在
一边在巽泰农业公司务工，一边学习

柑橘种植技术。他利用自家及亲戚的
30亩土地发展血脐和柑橘，今年单靠
柑橘就能增收4万多元。如今在永兴
村，像文应金一样通过务工和柑橘产
业多渠道增收的农户不在少数。

2019年以来，为进一步巩固永兴
村产业发展成果，驻村扶贫工作队持
续打造一村一品项目，通过改土建园，
打造154亩标准化示范果园，成为全
村柑橘产业的培训、科研基地。为解
决全村柑橘储存难题，工作队引来项
目资金，修建了一座可容纳140吨柑
橘的冻库。

结合村里实际情况，工作队又组建
了永兴村股份经济合作联合社，将全村
柑橘种植户纳入统一管理、统一防治、
统一生产、统一销售。抱团发展既创造
出村集体收益，又解决了村民销售难
题。“如果有人上门收购，农户可自由选
择出售。如果村民没有销售渠道，合作
社就组织统一销售，确保农户收入稳
定。”永兴村第一书记韦胜强说。

今年，永兴村第一次用集体经济
赚的钱为全村村民分了红，大家一起
朝着共同富裕大步迈进。

长寿区融媒体中心 徐强

彭水 产业路通向白茶园

半个月多前，一群青年来到九龙
坡区黄桷坪街道新市场社区的铁路三
村，他们三五成群，不时拿出相机拍
照，拿出尺子比划。居民们有些好奇：

“他们要干啥子？”
半个月里，居民们与这群青年成

为了朋友：“他们是来打扮三村的，我
们也要帮忙。”

半个月后，居民们竖起大拇指：
“我们的家很有艺术范儿。”

通过来自长江流域沿线8所艺术
高校师生联袂“微更新”，老旧小区铁
路三村“逆生长”成高颜值，赢得居民
游客齐声点赞，并通过网络声名远播，
成为新晋打卡地。

爬楼都是件快乐的事

铁路三村168号，一栋有着30多
年历史的楼梯房，“破旧”是它曾经的
底色，如今焕然一新。

“新”的是每一层的楼道，没有任
何杂物堆积，反而如艺术展厅。这是
一件出自四川美术学院学生向伟君团
队的作品，名为“楼道美术馆”。

整栋楼道重新刷上了白漆，进入
楼栋的右侧墙壁，曾经的木质信箱变
成了居民们的储物格，里面放有长牌、
扑克、玩具等，供大家随拿随放。

拾阶而上，管道粘上了“玩具坦

克”，算盘、电脑风扇等废旧物件“长”
到了墙上，随手拨弄一个玩具电机开
关，还会发出“呜呜呜”的运转声。

一个红色的小垃圾桶也搬到了墙
上，里面放满了“牛皮癣”，稍稍琢磨就
能理解创作者的良苦用心——“爱护
环境，不能乱贴乱画”。

阳光，也被画在了3-1住户的家
门外。每年立冬那天，下午4时的阳
光投影会与墙上的画重合。

向伟君说，楼栋一共有6层，总共
花费600元左右。其中，1层、2层以
物为缘起，3层、4层主题为“静时光”，
5层、6层则是“好邻居”，意在通过楼
道空间这个载体，呈现物的故事和记
忆，并用“时光”来延续与传递铁路三
村和谐的邻里关系。

“楼栋变美了，还有了艺术范儿，
爬楼都是件快乐的事。”5楼住户张燕
谈及家门前的变化开心大笑。

裁缝铺成了公共“草药铺”

“这里以前是我的根据地，现在变
成了草药铺！”李恒惠在铁路三村开了
十几年的裁缝铺，“退休”后她的铺子
变成了社区的工具棚。

通过青年们的奇思妙想，一排在
中草药房常见的药柜立在了这里，上
方雨棚挂起了写有“众生堂”的木牌。

药柜格子里装的不是中草药成
品，而是活的植物，一侧还有一些废旧
塑料瓶做的种植容器，里面种有虎耳
草、紫苏、猪毛七、盐咳药……

“每一株都被认领了，我领的是虎
眼万年青。”居民朱萍说，自己以前在
家种了些花花草草，现在种中草药，还
有点担心照顾不好它们。

因为是很多人一起认领，便有了
“竞争”的心理，如果自己照顾不好，
就被“比下去”了。现在老街坊们坐
在一起，除了聊家长里短，还有绕不
开的话题——“如何种好这些中草
药”。

作者孙磊为这件作品取名《草生
民间》，期望居民参与到草药种植的社
区微更新中来，并通过设置认领机制，
促进邻里交流。

老街坊也是创作者

长江流域沿线的四川美术学院、
西南民族大学、湖北美术学院、南京艺
术学院、江南大学、中国美术学院、上
海大学上海美术学院、同济大学8所
高校师生齐聚铁路三村创作，是第三
届长江上下公共艺术行动计划活动和
重庆第二届黄桷坪社群艺术季活动的
一部分。仅用半个多月时间，20余件
作品全部按时完工亮相，让市井味浓

郁的铁路三村增添了艺术气息。
这份成绩除了来自师生们夜以继

日的创作，还离不开居住在这里的老
街坊的帮忙。

“170号的卓显珍阿姨所在楼道
虽没有改造，但她依然热心地为我们
忙上忙下；167号的彭年秀阿姨和丈
夫前一天晚上还帮我们弄灯到半夜
……”对于老街坊志愿者的帮助，向
伟君感恩在心。她说，除去前期走访
构思，真正实施只用了5天时间，如
此短时间完工，离不开热心的街坊
们。

在一栋楼的外立面上，一个橙黄
色、2米多的正方形十分醒目，这是王
然创作的作品，名字也很特别：《我听
见三村有个方太阳》。与“方太阳”遥
遥相望的，是一辆粉红色的“蒸汽火
车”，名为“铁路三村号”，是用三村居
民捐出来的废弃蒸笼、风扇、椅子，甚
至路由器等生活用具组装成的火车浮
雕，唤醒了因成渝铁路而生的铁路三
村的历史记忆。

极富创意的“微更新”让社区充满
活力，让诗意回归家园。“几乎所有居
民都参与其中，社区的变化，让大家有
了更多获得感和归属感。”铁路三村社
区党委书记邓杰说。

九龙坡区融媒体中心 肖雨

“微更新”后老旧小区“逆生长”

石柱 农村存量危房应改尽改
“新房子盖好了，心里也踏实

了……”自从前不久搬进新房后，
石柱县下路街道高平村高潮组村
民王小军便经常把这句话挂在嘴
边。

王小军的老房子修建于上世纪
70年代，由于年久失修，破旧不堪，无
法居住。加之王小军患有三级肢体
残疾，年幼的孩子正在上小学，家庭
十分困难，无法独立修建新房，两父
子面临无家可归的窘况。

下路街道相关工作人员得知这
一情况后，立即按程序申请将王小军
家纳入2020年农村危房改造计划，
并实行包帮到户责任制，落实专人协
助办理危房改造相关事宜，仅仅3个

月就帮助王小军搬入了新家。
近年来，石柱县除了大力实施四

类重点对象农村危房改造外，也将一
般农户存量危房全面纳入改造。为
精准落实危房改造政策，石柱县成立
了片区督导组，采取分片包乡的方式
开展实地督查指导，及时反馈督查问
题，跟踪督导问题整改工作。

“截至目前，石柱县累计投入资
金3.61亿元，分别完成四类重点对象
农村危房改造15192户、一般农户农
村危房改造14534户，动态消除农村
存量危房，全面实现了‘人不住危房、
危房不住人’的保障目标。”石柱县住
房城乡建委相关负责人表示。

通讯员 彭燕琼

万州

九龙坡

11月30日，江津区首张“跨省通
办”营业执照在区行政服务大厅发
出。四川效率路桥工程有限公司员
工周攀在江津拿到了成都市武侯区
行政审批局核发的营业执照，标志着
川渝事项“跨省通办”工作在江津有
效落地。

当日9时，周攀通过四川政务服
务网填报了申报资料。随后，成都市
武侯区行政审批局工作人员通过了
周攀的申请，江津区市场监管局工作
人员在“跨省通办”系统看到信息后，
立即进行了确认。不一会儿，周攀就
收到了消息，可以前往江津区行政服
务大厅打印营业执照。

“简直太方便了！”当日11时，周

攀拿着身份证，在江津区行政服务大
厅内的一体机上花了不到1分钟，就
拿到了营业执照正副本。他十分欣
喜：“如果是在以前，肯定要回成都去
申请，万一资料不齐全还要来回跑，既
耽误时间，又花费精力。”

为实现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
国家战略，江津区与成都市武侯区签
订了《“跨省通办”政务服务战略合作
协议》，双方在行政服务大厅专门设置

“跨省通办”窗口，工作人员可现场指
导市民填报材料，并进行“跨省通办”
初审，大大提高了市民办证的时效
性。此外，江津区还与河北省雄安新
区和西安市雁塔区签订了“跨省通办”
协议。 江津区融媒体中心 贺奎

江津 发出首张“跨省通办”营业执照

长寿

11 月 28 日，彭水县保家镇清平
社区白茶基地，青翠茶树间蜿蜒着
通畅产业路。近年来，彭水县下力
气加强产业路规划建设，进一步完

善乡村基础设施建设，推动产业发
展，打通群众脱贫增收快速通道，铺
就条条致富路。

彭水县融媒体中心 廖唯 摄

特色产业都有了科技特派员
“照着专家传授的方法管理，玫瑰

香橙口感更好，产量更高。”11月29日，
趁着天气晴好，甘宁镇永胜村“四月红”
玫瑰香橙果园负责人朱文祥一大早便
带着工人在果园里除草，说起国家“三
区”科技人才邓烈等专家近日送上门来
的果树管理新技术，朱文祥一脸笑意。

今年以来，万州区科技局创新科
技特派员工作思路，实行“定制化”服
务，组织农业专家组成服务队，进村
头、上屋头、到田头，全区特色产业实
现科技特派员对接服务全覆盖，为种
植大户及农业科技型企业“问诊把
脉”，让农民家门口学技术。

“去年越冬管理没做好，对产量影
响很大，今年专门来听专家支招。”冉
启全曾是熊家镇腊烛村6组建卡贫困
户，这几年靠发展玫瑰香橙摘掉了“贫
困帽”，可由于技术没跟上，去年8亩
地的玫瑰香橙只赚了2万多元。“老师
讲得好，用的都是我们农村的土话，接
地气，学了就能用到生产中。按照专
家教的方法管理，今年3万元的纯收
入雷都打不脱。”冉启全说。

腊烛村村主任宋永康介绍，腊烛
村一共种植有3700多亩玫瑰香橙、
3000余亩枇杷，年产值超过3500万
元，水果已成为当地农民经济收入增

加的重要来源和致富的重要途径。科
技特派员下村来开展技术培训，既有
现场示范，又有产前、产中、产后等系
统的理论讲解，给全村上千户农民带
来实实在在的好处。

为解决科技特派员供求不足的矛
盾，万州区科技局经过摸民情、听民
意、想办法，结合全区产业发展实际，
创新科技特派员工作思路，从原有的
一名科技特派员单一服务一个农业企
业，到国家级“三区”科技人才和市级、
区级科技特派员“组合”选派，精准服
务一个产业，并通过在产业发展较好
的乡镇设立科技特派员工作站或指导

企业建设专家大院等方式，实现三级
特派员的优化组合。

同时，科技特派员坚持缺什么补
什么的原则，区分不同培训对象，有针
对性地开展技术培训推广示范、产品
加工、电商销售、文旅融合等“定制化”
服务，通过以点带面的方式把农业新
成果、新技术、新信息及时传递到企业
和田间地头，推动全产业链加快发展，
实现现代农业的规模化、高效化。

目前万州区市、区级专家大院总
数达到13个，主导产业和特色产业实
现科技特派员对接服务全覆盖。今年
全区已开展培训62场次，培训农民
3922人次，引进新品种146项、推广新
技术224项、解决技术难题372项，为
决战决胜脱贫攻坚提供了坚实的科技
支撑。 三峡融媒体中心 黄玉保

永兴果农不再守着橘园受穷

北碚 爱心“恩福橘”销往全国
11月 29日，已持续开展3年的

“恩福橘”公益行动再次集结出发，
150多名志愿者来到北碚区东阳街道
桃花山村，帮助村民打包、搬运、销售

“恩福橘”。
“恩福橘”公益行动的背后，是

关于桃花山村一位老人的爱心故
事。老人名叫革恩福，因大儿子早
逝，二儿子、二儿媳和孙女都有一定
程度的智力障碍，全家人的生活全
靠老人售卖柑橘的收入勉力维持。
2018年，年事已高的革恩福老人无
力继续繁重的体力劳动，眼看着树
上已成熟的柑橘因无法及时采摘就
要坏掉，老人急得不行。所幸一些
爱心人士了解到老人的故事，发起
了“恩福橘”公益行动。

今年，公益行动全面升级。“桃花
山村里还有很多像革恩福一样的老
人，因为缺乏劳动力，果子成熟后无
法及时采摘。”发起人余尾介绍，所以
今年的帮助对象不再只是革恩福老
人一家，志愿者们将帮助村里所有需
要帮助的老人采摘、售卖果实。

11月23日，革恩福老人的爱心
微店和顺丰年丰小当家平台上开启
预售，第一次将“恩福橘”销往全国。
截至11月27日，来自全国22个省市
的1913位顾客购买了2.4万斤“恩福
橘”。11月29日当天，公益行动联合
发起方顺丰速运专门安排了物流车
辆在采摘现场装运发货，爱心和温暖
随着每一份订单传递给了更多的人。

北碚区融媒体中心 秦廷富

11 月 26 日 ，澄
澈湛蓝的开州汉丰
湖 映 衬 着 举 子 园 。
汉丰湖目前蓄水175
米，水域面积达 14.9
平方公里，与城市、
青山交融生辉，展现
了高峡出平湖、水天
一色的壮美景观。
开州区融媒体中心
叶娟 摄

开州开州 汉丰湖水天一色汉丰湖水天一色

脱贫攻坚进行时脱贫攻坚进行时

正是柑橘成熟季节，长寿区龙
河镇永兴村巽泰农业公司的果园
里，黄橙橙的柑橘挂满枝头，10多
名农户脸上挂着幸福的笑，穿梭在
果林间为柑橘套袋。

永兴村是长寿区最偏远的山村
之一，受长寿湖阻隔，三面环水，交
通不便，贫穷常年纠缠着村民。由
贫困村向柑橘产业强村的蜕变，还
得从基础设施大变样说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