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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前，区民政局积极组织开展中秋、国庆送温暖慰问活动，将向全区低

保户、建卡贫困户、特困供养人员、孤儿等城乡困难群众发放慰问金180余万

元。 通讯员 范柏林 胡晓莉

近日，区工业园区管委会着力解决企业“急难愁盼”的突出问题，通过发

放问卷调查、实地走访等方式深入企业，现场解决马路标线问题1个，并收集

到企业用工难、员工技能提升难、融资难等问题13个。 通讯员 李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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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萝卜是去年底泡下的，下

个月就能上市出售了。”9月10日，杨

德兰又来到泡萝卜基地，查看萝卜

的发酵情况。

今年46岁的杨德兰，是隆盛镇

玉星村的萝卜种植大户。2009年，

杨德兰和家人在沿海一带打工。得

知我区积极号召外出务工者返乡创

业，她返乡的意愿更强烈了。

“老家回得去吗？在这边打工

每个月都有收入，回去能干什么？”

杨德兰说出想法后，丈夫表示反对，

认为在老家没有稳定的收入来源。

经过多番思考，杨德兰下定决

心返乡，“至于干什么，就搞农业，种

萝卜。”

隆盛镇相关负责人介绍，该镇

是綦江区的传统农业大镇，有着蔬

菜基地、小黑木耳种植基地、生态黑

猪养殖示范基地、核心特色经果基

地等4大特色优势产业。去年扶贫

到户产业项目遍布17个村，覆盖189

户贫困户，养殖黑猪 238 头、家禽

5350只、蜜蜂76群、生猪357头，种

植优质稻526亩、种菌39000袋。

杨德兰回到玉星村后，从村干

部那里得知，村里的土壤和气候适

合种萝卜，产出的白萝卜口感好、个

头大、易化渣，此前曾鼓励村民多

种，但大家缺乏动力，只有零散几户

种植。

“每年黄豆和玉米收割后，大家

的土地都闲置起来了，不如种萝卜

增收吧。”2010年3月，杨德兰以50

元每亩的价格将村民的土地租过

来，在每年6月到次年2月种萝卜。

这样一来，既不影响村民种黄豆和

玉米，又能给村民带来一笔收入。

一开始，杨德兰租用了 200 亩

地，亩产4吨左右，收好的萝卜直接

卖给泡菜厂，每年都是供不应求。

初获成功后，杨德兰渐渐扩大

规模，采取村民代管的方式，将种植

面积扩大到了1300余亩，涉及玉星

村、双拱村、葫芦村等6个

村 40 多户村民，其中开垦

了150多亩抛荒地。

“村民有收益，积极性

自然就高了。”杨德兰说，她

免费提供种子和肥料，并按

两毛一斤的保底价进行回

收，村民只需要付出劳动成

本，“按亩产4吨来算，一亩

地可以增收800余元呢。”

对于集中成片种植的

村民，杨德兰则直接支付务

工报酬。双拱村贫困户李大福，之

前代管了自己家的7亩地。尝到甜

头后，他将亲朋好友的土地接手过

来，一共种了130多亩。

“种子、肥料和收成都是我的，

李大福则获取务工报酬。”杨德兰

说，李大福帮她种萝卜，一天工资60

元，一个月能挣1600多元，比代管挣

得还多一些。

去年7月扩大种植规模后，销售

上遭遇了难题。“按亩产4吨算，1300

亩一共收获5200吨萝卜，之前联系

的泡菜厂一时没法全部消化，在他

的建议下，我们自己发展泡菜腌制

了。”杨德兰说。

与泡菜收购厂家联系好后，杨

德兰信心满满，这几天正挨家挨户

走访贫困户，让他们也加入到代管

萝卜种植中来，“现在自己富裕了，

也要尽量带动乡亲们增收致富。”

返乡10年 她带领乡亲奔小康
本报记者 吴长飞

近日，三角镇望

石村，村民正在晾晒

稻谷。眼下，我区水

稻陆续进入收割季，

村民忙着收获和晾晒

谷物，乡村到处是一

片丰收的景象。

记者 陈星宇 摄

秋收忙

杨德兰查看萝卜发酵情况杨德兰查看萝卜发酵情况

记者 吴长飞 摄记者 吴长飞 摄

徐祥书和曹莉

第一次去北街10号

住户李某家是 6 月

22日上午10点。北

街属于古南街道遇

仙桥社区管辖，地处

老城区，多是步梯

楼。

“当、当！”拾级

而上，两人来到李某

家门口。前来开门

的是李某的妻子。

“我们来做‘蓝

屋顶’入户统计。”徐

祥书表明来意。

“老李不在家，

我也做不了主。”李

某妻子婉拒。面对

住户的不配合，徐祥

书和曹莉早已习以

为常。

今年 63 岁的徐

祥书是遇仙桥社区

北 部 片 区 居 民 组

长。曹莉是遇仙桥

社区公益性岗位工

作人员。6月11日，

全区启动“蓝屋顶”

集中整治工作。遇

仙桥社区随即将社

区工作人员分为四

组，推进“蓝屋顶”集

中整治工作。徐祥

书和曹莉正是其中一组。

李某是北街出了名的“倔脾气”。6

月 24 日，知晓要拆除自家“蓝屋顶”的

李某来到遇仙桥社区便民服务中心询

问情况。

“我花了那么多钱修的，凭啥要

拆？”

“这是国家规定，蓝屋顶不美观、不

安全。”

社区工作人员极力解释，但李某听

不进去，扭头就走。

外出入户统计回来的徐祥书和曹

莉了解情况后，打电话和李某沟通。

“我不想在电话里谈。”李某态度异

常坚决。

“那我们约个时间再去趟你

家吧。”因为白天要开展入户统

计，徐祥书和曹莉与李某约定，7

月2日晚上8点，去李某家谈。

“蓝屋顶”集中整治工作如

火如荼，7 月已进入拆迁阶段。

北街楼顶上的“蓝屋顶”大片消

失，城市看起来越来越美观，李

某有些动摇。

7月2日晚上8点，从拆迁现

场赶来的徐祥书和曹莉再次来

到李某家中。

“李老哥，‘蓝屋顶’拆除不

是一个人的事，你看，最近大家

都在拆除，咱们楼顶上是不是漂

亮很多？还有，你这顶棚搭了也

有一段时间了，人住在里面不安

全，而且不小心被风吹落了，也

会危及楼下的行人……”

徐祥书和曹莉苦口婆心劝

说了两个小时后，李某渐渐被说

服，同意拆除“蓝屋顶”。

从李某家出来，徐祥书和曹

莉对视一眼，都长长地舒了一口

气。一下午没吃饭的两人坐在

楼下的一家米粉店，美美地吃了

一餐。

8月中旬的一天，徐祥书和

曹莉第3次来到李某家中，维护

拆除秩序，确保现场安全。

“我们的工作很多，前期负

责入户统计，每天要走访十二三

户人家，爬四五十层楼；后期拆

除时，我们要负责拆迁现场的交

通、安全等工作。”高温下连续高

强度工作让徐祥书身体抱恙，住

进了医院。

尽管工作很辛苦，但徐祥书

从不抱怨。她笑着说：“‘蓝屋

顶’拆了，安全隐患排除了，城市

越来越漂亮了，我心里也美着

呢！”

经社区工作人员和居民共

同努力，在集中整治期间，遇仙

桥社区共拆除“蓝屋顶”286户、

16298 平方米，并于 8 月 31 日完

成“蓝屋顶”集中整治工作。

（上接1版）数据最有说服力：在

民企数量方面，今年1-7月綦江新设

立各类市场主体 3933 户，比去年同

期增长7.4个百分点，同时规上企业

达到176户，同比增长10.1%。

在经济收入方面，今年上半年

綦江民营企业营业收入达 42.75 亿

元，同比增长16.8%；今年1-7月，綦

江区民营经济税收收入占全区税收

总额的76.3%。

去年，该区民营经济增加值达

到 244.25 亿元，占全区 GDP 比重的

58.9%，实实在在地撑起了綦江经济

的“半壁江山”。

政策礼包量身定制

綦江民营经济的活力之源，从

何而来？

“宽松的环境，周到的服务，为

民营企业‘松绑’，让我们获得了更

大的发展空间。”重庆友利森汽车科

技有限公司董事长罗世国告诉记

者，正是这些要素，让他们在全国十

几个备选城市里，最终选择了綦江。

友利森公司是一家为汽车、尤

其是新能源汽车提供铝制配件的企

业。初步接洽后，綦江区就表示愿

为其与终端企业之间进行横向联

系，最终帮助企业顺利成为了长安

福特的一级供应商。

2018 年下半年，罗世国同时在

山东、上海、重庆綦江等三地进行贷

款融资，其中前两者的抵押和担保

条件均好于綦江，但由于綦江工业

园区主动出面协调，硬是让綦江这

边的贷款最先落地，只花了2个月就

拿到了 1950 万元款项，为企业顺利

投产奠定了基础。

贴心周到的服务，让该公司落

户綦江后便一路“开挂”，实现了

2018年当年签约、当年开工、当年投

产。今年，该公司年产值将达到

8000 万元左右，明年预计突破 2 亿

元。

“如果将民营企业比作树木，那

么良好的发展环境就是土壤。”綦江

工业园区企业服务科科长冯涛说，

区里深入推进“放管服”改革，为民

营经济保驾护航。

譬如说，从去年开始，入驻綦江

工业园区的企业，都配备了一名服

务专员，为企业协调证照办理、要素

保障、贷款融资甚至员工培训等方

面事宜。

在更广的领域，进一步拓展民

营经济综合配套改革的系列措施全

面推出：在市场准入方面，及时调整

“多证合一”合证事项目录，大力推

动“就近办”“马上办”，全面推进全

程电子化注册登记模式，将企业开

办时间从原来的5个工作日减少为3

个工作日；在减税降费方面，对民营

企业提供专门辅导、深入解读政策，

确保落实西部大开发优惠、小微企

业普惠性税收减免等政策；在金融

支撑方面，落实“银税互动”，累计帮

助189户企业获得贷款2.4亿元……

一系列根据企业实际需要量身定制

的改革，得到市场的热烈响应。

民企迎来发展新机遇

在“风生潮起”的改革开放历史

机遇中，綦江实施以大数据智能化

为引领的创新驱动发展战略行动计

划，加快推进传统产业改造升级，培

育发展新兴产业。民营企业在其中

发挥了重要作用。

綦江区相关负责人表示，该区

的主导产业一直是齿轮、铝精深加

工、装配式建材以及汽摩整车和零

部件，民营企业的活跃，使与大数据

智能化相关的新兴产业也加速成

长。

今年4月，位于綦江工业园区的

华芯智造微电子（重庆）股份有限公

司实现试生产，不仅填补了綦江芯

片生产的空白，也标志着这个老工

业基地初步实现推进传统产业改造

升级与培育战略性新兴产业“两条

腿”走路，从而加快经济转型升级步

伐。

总投资达 103 亿元的腾讯云基

地项目，将在智能制造和工业互联

网领域，与綦江和重庆市的工业企

业实现深度融合，打造世界齿轮电

商交易平台、新能源汽车及配件电

商交易平台、交通用铝电商交易平

台等，预计合作内容全部达效后年

产值可达300亿元。而奥森通讯、博

远高科、伟视安、多次元等项目，在

芯片制造、电子元管件、通讯器材等

高端智能制造产业领域，让綦江实

现了从无到有的突破。

另一方面，传统企业也通过智

能化改造迎来了新生。

这几天，在位于綦江工业园区

的重庆赛之源齿轮有限公司生产车

间内，企业员工正在生产广西玉柴

集团的齿轮订单产品，在这笔订单

中，企业新引进的一台高端数控化

设备发挥了关键作用。

“这种六轴的数控滚齿机是我

们去年数字化车间改造时引进的高

端设备，以前的滚齿机在加工精度

方面达不到客户的要求，差点让订

单飞掉，引入先进设备后才锁定了

订单。”该公司董事长刘昌明说。

目前，赛之源齿轮有限公司已

经完成了生产车间的数字化改造，

企业生产效率提升了20%，产品不良

率降低了5％，综合运营成本降低了

10％，产品竞争力得到极大提升。

数据显示，民营经济已成为该

区创新创业的重要力量：全区累计

培育认定国家高新技术企业33家、

市级高新技术产品123个；民营企业

有效发明专利占全区总量的75.7%，

注册商标、驰名商标、著名商标、地

理商标等均占全区总量近九成。

去年，綦江区出台了《关于全面

优化营商环境促进民营经济发展的

意见》，对民营经济发展提出了新的

目标：力争到2022年，民营经济增加

值占 GDP 的比重达到 65%，就业人

员占全社会就业人员比重达90%，新

培育国家级高新技术企业40家、市

级科技型企业360家。

意见中，一揽子深化商事制度

改革、加快要素价格市场化改革、深

化投融资体制改革等措施推出。不

难预料，随着相关政策措施逐一落

实，綦江民营企业将进一步“松绑”，

未来可期！

据9月19日《重庆日报》

全国民营企业缘何綦江“论剑”

壮丽神州叠屏画，一轮旭日满天霞。

五洲称道丝绸路，四海品尝龙井茶。

调水沧浪铭史册，锁江扬子绣中华。

复兴梦境升平颂，笑傲风云踩浪花。

歌颂祖国诗二首
■姜治印

壮丽壮丽 年年
奋斗新时代奋斗新时代
七十七十

装点江山千古流，征途艰险枕无忧。

飞身彩布悬崖挂，一路欢歌舞练绸。

新中国成立70周年感怀

山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