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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忘初心不忘初心 牢记使命牢记使命
部门街镇负责人晒思路晒举措大型全媒体访谈

扶欢古称“溱州”，因地势平坦开阔，土地肥美，又有“扶坝”之美称。近年来，随着中小企业创业
基地的规划建设，扶欢镇实现了从传统农业镇向工业镇定位上的转变。站在新的发展起点上，扶欢
有哪些新思路、新举措？日前，本报记者专访了扶欢镇党委书记何顺伟。

因地制宜走好转型路 千年溱州蓄力新发展

记者：请介绍一下扶欢镇将实施哪三大举措惠民生。

何顺伟：第一举措是抓实生态环境治理，打造“醉美溱州”。

一是在整治农村人居环境上下功夫。突出示范引领，提出

“六个示范带动”机制，让广大群众学有榜样、做有样板，引领群众

积极参与，有效改善村级公共区域和农户家庭的居住环境。坚持

全域行动，在全民参与、全域整治上着力，形成“人人齐动手、社社

在行动、村村有亮点”的良好局面。突出评比促动。开展“最美家

庭”评比活动，用先进带后进，激发群众的内生动力，确保了整治

效果。今年7月，区里把农村人居环境整治第二季度的现场会放

在扶欢，从某种意义上讲，这也在很大程度上推动和促进了我镇

的人居环境整治工作。

二是在提升城市品质上下功夫。基础设施更完善。进行了

场镇道路白改黑、人行步道风貌改造、公园广场建设和四级汽车

站建设。休闲健身有特色。新建了溱溪河沿河两岸的休闲观光

步道，溱州文化广场、溱州运动公园等公共设施供市民休闲健

身。市政管理更精细。通过整治“八乱”、提升“三化”、拆除“两

棚”，基本实现了市容秩序规范、环境卫生整洁、园林绿化美观。

三是在生态水体治理上下功夫。投入700余万元，对溱溪河

流经场镇段的1.5公里河道进行生态治理，对河堤两岸进行美化

绿化，经过治理，溱溪河生态系统大为好转，水体质量大为改善。

完善场镇污水管网系统，有效解决场镇个别地方污水直排的问

题。同时，坚持生态保护与经济发展并重。从2017年起，对辖区

内3座水电站实施生态改造，保障了扶欢河的生态基本流量，提高

了水资源的利用效率，做到了生态保护与经济发展两兼顾。今年

5月28日《人民日报》对我们的做法予以了肯定性的报道。另外，

实施联动治理。溱溪河及其主要支流，都要流经万盛经开区关坝

镇。为贯彻落实好河长制的有关要求，我们积极与关坝镇沟通，

双方做到了密切配合，常态互动，共同发力，联动治理，并不定期

地开展相关区域的联合执法和治理工作，取得了较好的效果。

记者：打造“醉美溱州”，这是第一个举措，那第二个举措呢？

何顺伟：第二举措是抓实路网建设，打造“通畅溱州”。一是升级出境大

通道。扶欢出境公路主要有三条：两扶路、三扶路和万梨路。2018年，在区

委、区政府的关心下，在区交通部门的大力支持下，我们启动了两河口至扶

欢这一段公路的扩宽改造，路面由6米加宽到8.5米，道路等级由县道升级

为国道。该项目预计今年年底能全面完工并投入使用。二是建设通村通客

线。规划建设通村通客线路，确保每个行政村主干道符合通客要求，目前扶

欢已有12个行政村开通客车，通客率达到了80%。三是加密通组入户路。

2018年以来，我们结合通村通客线的建设，因地制宜，不断新建通组入户路，

共加宽加密通畅线路56公里，截至目前，全镇公路通组通达率为100%、通畅

率达到了93%。

记者：扶欢镇交通便捷，为经济发展开启“新时速”。那么第三个举措又

是什么呢？

何顺伟：第三举措是抓乡风文明建设，打造“和乐溱州”。我们大力弘扬

优秀传统文化，以德浸润人心，以法促进稳定。一是以宣讲引导人。成立背

篼干部宣讲队，形成“人人都是背篼干部，时时都有文明传播”的宣传文化氛

围。在扶欢，背篼干部是党的政策宣传员，也是群众矛盾的调解员，更是困

难群众的贴心人。他们走村入户，给群众送去新思想，同时帮助困难群众解

决通水通电等生产和生活中的实际问题。二是以先进带动人。在全镇范围

内开展乡风文明评比，对评选出的“好儿媳“、”好婆婆”、“好邻居”等进行公

开挂牌和表彰，树立群众标杆，让优秀的传统文化，在乡风文明评比的过程

中，以润物细无声的方式得到传承。三是以制度约束人。将“红七条”“黑十

条”及红白喜事的相关规定纳入村规民约，通过村民代表大会的方式予以通

过，由村委会组织实施，向攀比斗富、铺张浪费、封建迷信等陋习“宣战”，用

村民自己定的制度来推动乡风文明建设。四是以情理感化人。坚持用“三

到位一依法”来解决和处理群众来信来访。针对基层工作中容易简单按照

“行或不行”这个两分法来回应群众的特点，加大了对“生活困难的帮扶救助

到位”这一要求的落实和运用，真正意义上实现了“小事不出村、大事不出

镇、矛盾不上交”，确保了地方的大局稳定。

记者：扶欢古称“溱州”，您能给

我们介绍一下扶欢的悠久历史吗？

何顺伟：扶欢历史悠久，物华天

宝，钟灵毓秀。早在一千多年前的

唐代，就设扶化县，而后是溱州州治

和溱溪郡郡治所在地，管辖方圆五

百里；宋哲宗皇帝为表扬时任长沙

太守的扶欢人氏赵高峰清正廉洁，

特赐“青莲院”牌匾，后人为了纪念

赵高峰，建造了崇恩寺，就在扶欢场

镇旁边；清朝末年，扶欢作为川黔驿

站，是柞蚕丝的集散地；抗日战争时

期，屡立战功的杨怀将军，也出生在

扶欢。

记者：站在新的起点上，扶欢有

哪些发展机遇呢？

何顺伟：“因地制宜走好转型

路，因势利导打造升级版”。为了认

清转型方向，找准升级路径，我们认

真清点家底，当前，扶欢有三大优

势 ：一 是 产 业 转 型 ，工 业 起 航 。

2014，区委、区政府明确提出，要建

设扶欢中小企业创业基地，扶欢实

现了从传统农业镇向工业镇定位上

的转变。2018 年 7 月，年产 4000 万

平方米石膏板的泰山石膏项目建成

投产，标志着扶欢产业转型升级迈

出了实质性的步伐。随着循发公

司、三峰环保、洋铭化工等项目的落

地，扶欢产业转型升级的步伐将更

加稳健，势头将更加强劲。二是路

网完善，物流便捷。建设中的赶水

至扶欢的铁路支线与渝黔铁路相

接；过境扶欢的万梨公路连接渝黔

高速和綦万高速；建设中的渝黔高

速复线关坝出口距离扶欢场镇仅 5

公里，扶欢至两河口公路与国道210

线相交，到綦江城区仅 40 分钟车

程。纵横交错的铁路、公路网，为扶

欢的发展提供了非常便捷的交通条

件。三是地势平坦，宜工宜农。扶

欢三面环山，一面临河，怀拥平坝，

素有“扶欢坝、米粮仓”之称。在农

业方面，有水稻、萝卜两大传统产

业，蓝莓、布朗李等特色经果享誉区

内外，为决战决胜脱贫攻坚，推动脱

贫攻坚与乡村振兴无缝对接，提供

了有利条件。最近几年，我们的产

业正在由农业向工业转型，扶欢的

用地条件，特别有利于工业的集群

化发展。

三大优势助力转型升级

记者：扶欢镇转型发展，机遇集

成，蓄势待发。请问接下来将从哪

些方面着手，推动经济社会发展？

何顺伟：我们将用“123”发展思

路来引领全镇经济社会发展，即一

条主线领航向、两大抓手促发展、三

大举措惠民生。

一条主线，即紧紧抓住“党的建

设”这条主线，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落

实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求，提高政

治站位、强化政治担当、履行政治责

任，坚持实干实效，不断提高基层党

建水平。以开展“不忘初心、牢记使

命”主题教育为契机，在全镇来一次

理论大学习、基层大调研、问题大查

找、工作大落实，锻造忠诚、干净、担

当的党员干部队伍。同时，不断教

育和引导广大人民群众感党恩、听

党话、跟党走，凝聚起推动扶欢经济

社会快速发展的共识和强大动能。

具体来说，首先是通过“小积

分”来管好党员这支大队伍。我镇

结合当前农村党员外流严重、年龄

老化等实际问题，对党员进行分类

管理，让在外党员有归属感，在家党

员有存在感。全镇实施党员积分制

管理，对作用发挥好的党员进行星

级党员评比表彰，对后进党员进行

教育转化，通过先进带动后进，在党

员中形成比学赶超的良好氛围，让

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在各行业、各

领域得到充分的发挥。

其次，通过清单制管理，提升村

（社区）书记抓党建工作的能力。对

基层党组织常年性开展的工作进行

归类梳理，列出24项清单，对党建工

作实施项目化管理，让村（社区）书

记知道党建工作抓什么、怎么抓。

同时，建立“村（社区）党建员、挂片

指导员、季度督查”三项制度推进落

实，实现基层党建有人抓、有人管，

不断提升基层党建的制度化、规范

化水平。

第三，通过年终考核和评星定

级，激励基层队伍干事创业。建立

村（社区）年终目标考核办法，对辖

区16个村（社区）根据全年的任务不

同，实施差异化考核，充分发挥考核

指挥棒的作用；制定星级干部评选

细则，每年对政治素质过硬、勇于实

干担当、工作业绩突出的村（社区）

定员干部和本土人才，分别按20%的

比例开展镇一级的星级村干部评

选，对评上的干部予以奖励，鼓励广

大干部创先争优，营造干事创业的

浓厚氛围。

党建引领凝聚发展新动能

记者：党建是主线，请问“两大

抓手促发展”又是什么呢？

何顺伟：我们全面贯彻新发展

理念，以工业强镇、农业兴镇为重

点，夯实工业发展基础，打造特色农

业产业，不断提升扶欢的综合实力。

第一个抓手，就是推动工业发

展，实现工业强镇。首先科学定

位。将扶欢中小企业创业基地定位

为煤电化园区下游辅料的循环利用

及相关配套的产业园区，把煤电化

园区产生的废渣、水蒸气等“变废为

宝”，发展绿色循环产业。第二精准

招商。依靠产业链招商、以商招商、

以情招商，全力做好招商引资大这

篇大文章。已经投产的泰山石膏有

限公司，今年能实现产值2亿元。目

前，已与重庆洋铭化工签订了年产

3000 吨高纯度钛酸钡项目；与重庆

循发再生资源有限公司达成意向协

议，计划11月份签订正式协议，该项

目主要利用恒泰电厂的水蒸汽、炉

渣和粉煤灰生产新型建材，同泰山

石膏一样，也是非常好的循环经济

项目。此外，全力开展好泰山石膏

二期、三峰环保等已落地项目的企

业服务工作，积极推进项目建设，力

争早日建成投产。第三为企业提供

保姆式服务。竭尽全力完善中小企

业创业基地的基础设施，让企业引

得来、落得下。目前中小企业创业

园已经建成了10KV输电线路，能够

保障落地企业用电；建成的供水管

道，能满足今后五年新进企业的用

水需求；投入2100余元，建成了1公

里的创业基地大道，解决企业的物

流问题。目前，制约中小企业创业

基地发展的要素瓶颈，正在逐个突

破，基础设施正在有序地完善。

第二个抓手，是抓农业发展，推

动乡村振兴。一是抓特色。我们积

极调整农业产业结构，大力发展特

色农业。近几年，安育村的蓝莓、小

卷洞村的布朗李、松山村的柚子等

特色经果热销区内外，逐渐形成一

村一品的格局。同时，政府积极主

导发展的风萝卜、扶欢米粉、血豆腐

等已经成为深受市民欢迎的特色产

品。二是增效益。我们着力转变农

业发展方式，有力推进传统产业提

质增效。如插旗村，采用“合作社+

农户”的方式，统一种子、统一种植

标准、统一加工、统一包装、统一销

售，做响了“狮口馋”大米品牌，既为

农户增收，又壮大了村集体经济。

三是做品牌。我们瞄准农业产业发

展方向，抓住乡村采摘游方兴未艾

的契机，推动农旅融合发展，打造爆

浆蓝莓品牌。从 2017 年至今，已成

功举办三届蓝莓采摘节，接待游客

10 万余人次。同时，我们将发展蓝

莓产业和脱贫攻坚有机结合，蓝莓

园与 150 余户贫困户形成了利益联

结机制，有力助推了脱贫攻坚工作。

工业农业两手抓双促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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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插旗村合作社在收购村民稻谷 记者 吴长飞 摄

图2：游客在安育村蓝莓基地体验采摘乐趣 记者 陈星宇 摄

图3：美丽乡村 记者 陈星宇 摄

图图11

图图22

图图33

文/本报记者 图/均为资料图片

鲜
花
扮
靓
场
镇

记
者

王
京
华

摄

志
愿
者
清
理
溱
溪
河
河
道

通
讯
员

柯
宜
均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