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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参考报记者李勇 李松

渝北区作为重庆市乡村振兴综合试
验示范区，近年来在乡村产业发展上率
先探路，全区53个股份合作社，经营近8
万亩农地。记者近日在渝北走村串户，
实地调查，发现不少新现象：经过宜机化
改造，土地不再是零散经营的“巴掌田”，
成了机械化操作的高产田；农民自己不
再种地，而把土地交给合作社进行专业
管理，统一打造品牌、闯市场……

西部丘陵山区乡村产业振兴面临
三个难题：散户种地不赚钱；种地的多
是老人，经营粗放；农业产业难以形成
规模效益、品牌优势。渝北区对8万亩
农地实施新集体经营，对破解这些难题
进行了有益探索。

农地“从分到合”：
合并“巴掌田”振兴乡村产业

重庆渝北区是典型的南方丘陵山
地地形，山高坡陡、土地细碎。“在渝北
农村，平均每户农民承包地在8块以
上，大的地块也就1亩，小的还不到1分
地，农业生产成本高，比较效益差。”渝
北区农业农村委主任陈华说，散户种地
不挣钱，一些地方出现了田干、地荒、人
走等问题。

如何突破“巴掌田”限制，推动乡村
产业振兴？渝北区首先从改地开始，实
施农地宜机化改造，打破田坎界限，因地
制宜实施土地“零改整”“坡改缓”“弯变
直”和互联互通。目前改地面积近8万
亩，改变了过去土地高低不平、零碎分散
格局，为集约规模经营创造了条件。

在渝北区统景镇江口村，昔日的
“巴掌田”如今成了大果园：全村1700
多亩土地经过“零改整、坡改缓”等宜机
化改造，零散地改成整片地，一条条机
耕道延伸到田间地头，地里的柑橘树已
是阡陌成行、郁郁葱葱。

过去的江口村，可是另一番景象。
“村里大部分是坡耕地，种地效益差，村
里多数青壮劳力都进城打工去了，农业
产业长期不见起色。”江口村支部书记
余才兵介绍，这几年政府下定决心，从
改造农业基础设施条件做起，创造了规
模集约经营的条件。

渝北区大盛镇青龙村的宜机化果
园里，种满了柑橘树。放眼望去，一垄
垄土地集中连片，犹如绿带缠绕山间。
不少农民熟练地操着割草机，在果园里
除草，他们告诉记者：“以前种地全靠人
工，肩挑背扛辛苦不说，还挣不了钱。
现在土地平整、成片了，栽种、收获有拖
拉机、植保有无人机，果树下还装有智
能水肥灌溉系统，生产成本下降，效益
大大提高。”

改土与改制并行。在充分征求群
众意见的基础上，渝北区主要以行政村
为单元，对农地宜机化改造所涉及的

1.6万多农户，按1亩1股的标准，成立
了53个股份合作社。以股权为纽带，
农户与合作社利益共享、风险共担，推
动农业提档升级。

过去土地“从分到合”的过程中，一
些地方主要将土地流转给社会资本来
经营，取得一些效果，但也存在着问题，
一是遇到经营不景气时，经营主体时常
弃租跑路，给农民和政府留下“烂摊
子”；二是产业发展对农民的价值，还局
限在收租金、务工上，农民本应是乡村
产业振兴的主体，有时反倒成了“看
客”。陈华告诉记者，在宜机化实施区
域，渝北区不搞简单流转，而是因地制
宜选择股份合作，探索“资源变资产、资
金变股金、农民变股东”“三变”改革，以
新集体经济组织带动，发挥农民在乡村
振兴中的主体作用。

变分散生产到集体经营：
合作社合股联营带动农民

在渝北，由股份合作社统一经营的
农地，又基于生产规模大、产销链条长的
经营实际，渝北区结合合作社、供销社、
信用社生产，供销，金融“三社”融合试
点，在股份合作社内部，建立了负责产业
规划、生产管理的生产合作部；统筹农资
供应、农产品销售的供销合作部；探索新
型农村合作金融的资金互助部。依托

“一社三部”，带动农民一同搞生产、闯市
场。

大盛镇青龙村股份合作社经营土
地2300多亩，其生产合作部拥有上百
台套的拖拉机、旋耕机、无人机，从操作
无人机洒药植保、收割机快速除草到使
用拖拉机高效犁地，15个专业农机手就
种下了以前500多户农民的土地。“我
们犁地、施肥、打药遵守严格的‘农事日
历’，机械化操作效率比人工超出五六
倍。”生产合作部负责人王斌说，搞规模

农业有钱赚，吸引不少农民回到合作社
务工，成了拿月薪的职业农民。

不仅土地换了新种法，合作社经营
方式也有大变化。“以前散户是提篮‘小
买小卖’，现在经营规模大了，我们在合
作社内专门成立了供销合作部，统一负
责农资采购、农产品销售。” 青龙村集
体股份合作社理事长黄志说，规模采
购，光是有机肥一吨就能节约上百元，
经济效益显而易见。

而在渝北区古路镇乌牛村，由村集
体合作社统一经营的果园面积已达到
3000多亩。记者看到，水肥一体化的
灌溉系统延伸到了田间地头，可以根据
李子等果树的营养需求精准放水、施
肥；无人驾驶的采果轨道车，可以将鲜
果直接运送到分拣车间；果园旁就是分
选、包装车间，智能化的设备可以根据
果子酸甜度进行“选美”分装……

在渝北区供销合作社牵头下，各合
作社供销合作部还互通信息，统一发布
农资订单，抱团议价。“我们统一发布全
区股份合作社农资采购需求，采购价比
市场价低了8%左右，节本增效的作用明
显。”渝北区供销合作社主任辜夕尹说。

在股份合作社内，农民除了能以地
入股之外，还可以按照3000—5000元/
股的标准投入现金股，累计筹集的现金
股金超过了3800万元。“通过封闭运
行，现金股金既可以用来满足合作社流
动资金的需求，对想搞生产但缺钱的社
员，也能提供资金服务。”渝北区统景镇
东河畔股份合作社理事长游小峰说，资
金互助的好处是，既壮大集体产业，也
能对社内一家一户个性化资金需求有
帮助。

改土还需政策打捆扶持
改制仍待完善监管政策

改土改制3年多来，渝北区乡村

曾经的撂荒地，变成了阡陌成行的大
果园、大景区。由合作社统一经营的
仙桃脆李、御临农珍、印盒李花等一批
农业品牌逐渐成型，现代农业雏形初
显。

随着产业发展开始见到效益，渝
北不少股份合作社正在回馈发展红
利。

今年初，大盛镇青龙村股份合作社
500多户农民股东分到了101万元股份
红利，户均分红近2000元。一手拿着
股权证、一手拿着分到的现金，大伙儿
笑着说：“跟着集体一起干，收入有保
障，乡村有希望。”

“盘活农村土地资源，尊重农民主
体地位，稳妥推进‘三社’融合、‘三变’
改革，正是破解‘三农’难题的一把‘金
钥匙’。”渝北区委书记唐川告诉记者，
在新集体经济牵引下，渝北把乡村生
产、流通、金融要素融合起来，实现农民
增收、产业增效、生态增值。

在西部农区，实施土地改造、推动
新集体经济发展，是乡村产业振兴的重
要路径。采访中，一些基层干部介绍，
目前宜机化改造一次性投资强度比较
大，渝北区改土加上后期投入，一亩投
入标准达到了8000元。目前各地农田
建设资金渠道不少，包括高标准农田建
设、农业综合开发、水土流失治理等，单
一政策的资金强度都有限，建议国家站
在保土地生产能力、保主要农产品供给
的战略高度，参照脱贫攻坚政策，鼓励
各类建设资金打捆使用，提高政策惠农
力度。

同时，农村合作金融是推动现代
农业发展的基础制度，建议金融监管
部门积极研究类似渝北股份合作社合
作金融发展新模式，完善相应的监管、
扶持政策，在控制金融风险的前提下，
满足农业农村资金互助等小微金融需
求。

改土改制并行 山区长出“大农业”
——重庆渝北新集体经营近8万亩农地观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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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 张莎 实习生
肖鲲）7月20日，由大渡口区教委主办
的王红旭事迹首场巡讲在大渡口区春
晖路街道古渡社区举行，与王红旭共事
12年的大渡口区育才小学教师刘铤钏
以“用生命托举希望”为主题，与居民们
分享了王红旭先进事迹。

“王红旭把自己活成了一道光，
照亮了身边的人。”通过专题片和刘
铤钏的讲述，大家再次走进王红旭生
命最后一刻——6月 1日 18时左右，
两名儿童在长江大渡口万发码头段
不慎落水，危急关头，王红旭第一个
跳入江中救人，两名落水小孩被成功

救起，王红旭却不幸被江水卷走，壮
烈牺牲。

宣讲结束后，大人孩子都眼泛泪
光。“王老师用生命给我们上了‘最后一
堂课’，我要向他学习，从身边事做起，
帮助需要帮助的人。”大渡口区钢花小
学六年级学生舒钰涵说，自己将与更多

小朋友们分享王老师的故事，把他的精
神传承下去。

72岁的老党员万泽明是一名社区
志愿者，她说，王红旭是重庆的英雄，值
得所有重庆人学习。“我们老年人即便
无法像他那样救人，也要尽力在社区发
光发热。”

“我们要学习王老师的优秀品质，
做一位平凡的英雄！”“英雄是民族的脊
梁，是家国的精魂！”……更多居民在

“用生命托起师魂”展板上写下想对王
红旭说的话。

据了解，王红旭事迹巡讲将陆续走
进大渡口区10个社区和幼儿园。

用生命给我们上了“最后一堂课”
王红旭事迹首场巡讲在大渡口古渡社区举行

重庆高新区 提升服务体验 折射为民情怀
打造社保服务新模式，实现“帮办代办、一站式办、一窗通办”

由“跑现场办”变为“等上门办”
全市首创“科学政务帮”上门服务

“快捷、方便、服务好……”
家住重庆高新区白市驿镇的
76岁老人刘嘉华拨打“科学政
务帮”帮办代办热线“点单”，一
个电话便让养老待遇资格认证
服务“派送”到家门口。

当天下午，帮办代办员上
门手把手帮助刘嘉华完成了资
格认证全部手续，整个办事流
程由“跑现场办”变为“等上门
办”。

哪里有社保业务需要，哪
里就有“科学政务帮”帮办代办
人员的身影。重庆高新区政务
服务和社会事务中心在全市首
创“科学政务帮”上门服务，为

民解忧纾困，破解了三大难题：
流程不懂，不知道找谁办？材
料不齐，不清楚怎么办？腿脚
不便，不知道怎么去办？

每天，60 岁以上的老年
人、已办理残疾人证的残障人
士等行动不便群体，他们对于
社保业务的所期所盼，都会通
过“科学政务帮”直通重庆高新
区政务服务和社会事务中心。
凡是邮政揽投队伍可到达之
处，都可实现全流程“免费办
理、免费送达”。

业务通接通办
税险联动开启“一站式”服务

花不到10分钟时间就缴
纳完职工社保费用，重庆品正

橡塑制品有限公司的出纳王女
士毫不犹豫地在满意度一栏填
上“非常满意”，一脸轻松地离

开。
从过去的半天时间缩短为

10分钟，改变的转折点在于

“税险联动一站式”服务。重庆
高新区政务服务和社会事务中
心创新社保费征管服务合作新
模式，整合社保、医保、就业、税
务等数据，面向企业推行“税险
联动一站式”服务。

每月初，重庆高新区政务
服务和社会事务中心都会联合
重庆高新区税务部门，实现社
保五险征缴数据传递、信息核
对。数据传递成功后，社会保
障事务部工作人员会及时电话
告知企业，让企业“少跑腿”“好
办事”。

“一站式服务”理念围绕群
众关切的“热点”，解决群众遇
到的“痛点”，衍生出“税险联
动”“综合柜员制”等多项创新
改革举动。

“办理业务请到这边来排
号。”在办事大厅，引导员正耐
心地指导前来办理社保业务的
群众。排队、取号、等待，一旁
的屏幕上循环播放着排队情
况，大厅内所有标准化对外服
务窗口均可通接通办社保、医
保、就业各险种业务，综合柜员
制实现“一窗口受理、一站式服
务、一柜台办结”。

下一步，重庆高新区政务
服务和社会事务中心将以增进
民生福祉为出发点，不断提升
服务体验感，为西部（重庆）科
学城全面建成具有全国影响力
的科技创新中心发挥积极作
用。

王雪莱 阳丽
图片由重庆高新区公共服务局提供

从解决“有没有”到解决“好
不好”，从解决“能不能”到解决
“优不优”，老百姓离得近、看得
见、用得上，才能发挥社会保险改
善民生的作用。

自 2020年 1月 1日重庆高
新区直管园实行经济社会一体化
管理以来，重庆高新区政务服务
和社会事务中心建机制、强队伍、
抓落实，以高标准推动高新区社
会保障事业高质量发展：配置人
力社保自助一体机，实现24小时
自助服务；创新推出“科学政务
帮”、“税险联动一站式”服务、民
生事项“综合柜员制”服务新模
式，探索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免申
即享”，一项项举措都是掷地有声
的民生答卷。

窗口工作人员为企业办理人员增减申报业务

（上接1版）
那时候，廖老汉家里只有三间土

屋，门口是一条坑坑洼洼的泥结石路，
平时出行都费力，遇上下雨更是泥泞
不堪。

黄瓜山素有种梨的传统，每年三
四月间，漫山遍野的梨花成为一道独
特的风景线。1998年，永川在这里举
行了第一届赏花节，吸引了不少游客
前来。

游客多了，却没有个歇脚、吃饭的
地方，好客的廖国强就把大家招呼到
自己家里吃饭，差桌子板凳、锅盘碗
灶，就找左邻右舍借。后来廖国强干
脆就办起了农家乐。

来玩的人越来越多，老廖就把远
在广州打工的儿子廖昌华喊了回来，
把经营农家乐当成事业来做。此后，
从粉刷土屋到平整地面，从贷款建起
四层高的小楼到增添篮球架、乒乓球
台等设施，农家乐设施越来越齐全。

事实上，随着黄瓜山乡村旅游区
的建设，其他基础设施也在逐一完善：

2004年，家门口的公路硬化；
2006年，饮用水源从井水变成了

自来水；
2013年，天然气取代了煤炭和柴

禾；
……
如今，黄瓜山每年接待游客上百

万人次，廖国强的收入也跟着水涨船
高，每年收入六七十万元。旅游收入
成了当地村民增收致富奔小康的重要
依靠。

经营之变：从只做几个月到
唱响四季歌

廖氏好客山庄的生意，廖昌华一
开始并不看好。“那时候农村真穷，基
础条件真差，不然我为啥跑去广州打
工？”他说，“就这个条件，城里头的人
还要来耍？”

随着首届梨花节成功举行，廖氏
好客山庄忙得不可开交，廖国强催儿
子回家的电话也一个接一个：“给别人
打工也是打，给自己打工也是打，赶紧
回来！”

带着疑虑的廖昌华回了家，没想
到第一个月竟然结余了1000多元。

“这个事情看来还干得。”
但是，梨花节闭幕后，游客人数直

线下滑，有时候甚至一天接不到一桌
客人。这让廖昌华有点抱怨：“我在广
州好歹也有五六百块钱一个月，不比
这断断续续的生意好？”

每年梨花开放时的3-4月，采果
时的7-8月开农家乐，剩下时间外出
务工，这也是当时许多村民的共同选
择。农事看天吃饭，农家乐也必须如
此？

为了经营好农家乐，廖昌华很是
想了些法子。

比方说，贷款新修了四层接待用
房，增添了12个房间用于住宿，让有
时间的游客能够住下来，享受乡村的
幽静与悠闲。

又如，增添娱乐设施，建起篮球
场、羽毛球场，买了乒乓台等，又把池
塘清淤，投放鱼苗，让游客多个耍事。

此外，他还想方设法找到一些单
位，和他们联合搞一些活动，如梨树认
养、采果比赛等，增加趣味性、互动性。

与此同时，当地政府也开发建设
了穿岩洞、象鼻嘴、董家岩洞、虎头山、
情人谷等多个自然景点，通过招商引
资建起了猕猴桃园、蓝莓园、“其中园”
等产业园，引进体验性项目，丰富游客
玩法，延长游玩时间。

种种措施之下，黄瓜山逐渐形成
了“年年有节、季季有果、月月有花、天
天有客”的全季全时旅游业态，唱响了
四季歌。

思路之变：从随意排放到和
谐共生

随着黄瓜山上的游客增多、农家
乐增多，环保成了头等大事。

“也没法，毕竟人多了嘛，要吃喝
拉撒睡，总会带来一些问题。”廖昌华
告诉记者，尽管自己家里修了污水池，
但只能容纳日常生活产生的污水，完
全无法满足农家乐经营的需要，污水
常常溢出。

各家各户都是如此，长此以往怎
么了得？

“政府花了大力气。”望着自家
前庭后院的青山绿水，廖昌华感
叹。政府投资修建了污水处理厂，
并给每家每户配备了三格式化粪
池，解决了生活污水、垃圾处理的硬
件设施问题。

与此同时，设立环境卫生“曝光
台”，每两个月更新一次，将“最美农
户”“最差农户”张贴在这里，引导村民
向环境卫生好的农户学习，也“逼”着
村民改掉不良习惯。

靠山吃山，让廖昌华和不少村民
都愈发意识到，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
山。“不少城里人告诉我，平时在城里
很喧闹、嘈杂，来乡下就是图个清净和
舒心。如果村子到处都是脏乱差，那
我们还有什么优势？”

经营农家乐多年，最让廖昌华懊
恼的一件事，就是把原来的老房子拆
了，修成了楼房。“那个老房子可以改
造成多好的民宿，但当时就觉得什么
都得向城里人靠拢，搞得土不土洋不
洋，没了乡村的味道，被许多人提了意
见。”

随着人们消费理念的变化，廖昌
华也计划到其他地方学习一下，筹资
建个民宿。“这一回，一定要学会就地
取材，要修得像老屋的样子。”他感叹
道，“毕竟，有乡土味才让人向往。”

（上接1版）
重大项目加快建设，招商引资合

同投资额918亿元，增长39%，市级重
大项目完成年度投资目标的87%。其
中，新引进10亿元级以上重大项目23
个，长安高端品牌整车、康宁玻璃基板
熔炉等重大项目先后落地，三一“灯塔
工厂”落户1年即投产；新区第一人民
医院扩建等一批民生项目开工，民生
领域投资达42.7亿元，增长32.6%。

科技创新成效明显，新增市级以

上研发平台23家，累计达342家；新
增入库科技型企业533家，增长68%；

“双创示范基地”两获全国表彰，两江
数字经济产业园新增数字经济企业
467家，增长45%。

对外开放提质上量，实际利用外
资13.5亿美元，占全市31%；果园港
中欧班列到发151班，增长94%；两路
寸滩综保区服务贸易执行额达4亿美
元，增长近8倍；跨境电商交易额38
亿元，增长9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