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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民居与漫山盛开的

鲜花相映成趣，美不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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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托农村人居环境整治，打造田园风光和乡土文化，发展休闲农业与乡
村旅游。綦江区永城镇中华村让农业价值最大化——

“整”出农业好“钱”景
重庆日报记者 汤艳娟 实习生 吴志杰

区政协赴南川开展委员交叉调研
母明江参加

10月21日，綦江区永城镇中华

村蜿蜒曲折的村道上，一台渝A牌照

中巴车徐徐地开进了村民钟友平家

的农家乐。

“公路两边红花盛开，农家小院

干净整洁，周边菜园郁郁葱葱，这个

村子果真美成了一幅画。”张福林等

游客下车后，纷纷点赞眼前的乡村美

景。

中华村曾经是典型的农业山村，

蜕变源自2010年永城镇开始的一场

整治行动——依托实施农村人居环

境整治，号召各村打造田园风光和乡

土文化，鼓励发展休闲农业与乡村旅

游，让农业价值实现最大化。

重庆日报记者深入永城镇中华

村采访时，了解到该村“整”出农业好

“钱”景的背后故事。

让人居环境成为生产力

被游客们纷纷点赞的农家乐，名

为“友平农家乐”。这栋农家小楼共

三层，设35个标准间，可一次性容纳

90人住宿、400人就餐。今年国庆期

间，农家乐接待了2000余名客人，创

纯收入6万多元。

昔日的中华村是一个典型的农

业山村，村中到处都是乱糟糟的烂溪

沟、粪水横流的牛栏猪栏、鸡鸭乱飞

的村户院落，村民卫生意识淡薄，村

容环境脏、乱、差。

那么，既没位于风景名胜旅游

区，又非城郊特色小镇，地处中华村

的农家乐为何能吸引众多游客？

“变则通！我们要让优美的人居

环境变成生产力！”村支书李杰说，为

了彻底改善村容村貌，从2010年起，

该村就响应镇里号召，大力开展新农

人居环境整治行动，先后争取到了

500万元的整治资金改善环境，要求

村民在“搞好各家各户庭院整治，实

现绿化美化无害化”和“共同治理打

造公共区域”上下功夫。同时，村里

通过“卫生星评比”“晒晒我家院落”

“小手牵大手”等措施，大力引导村民

逐渐改变生活习惯。

刚开始，对于村里倡导的人居环

境整治行动，有着根深蒂固传统思想

的村民们并不支持。村干部们并不

气馁，租车带着这些村民外出“旅

游”，看外地村落是如何变成了美丽

乡村，了解外地村民是如何过上了健

康、富裕的美好生活。

“村干部说得再多，不如让村民

眼见为实。”李杰说，整治人居环境的

思想统一之后，村里到处都是平沟

渠、清污水、修花台的场景。每月的

家庭卫生评比更是激起一股比学赶

超的清洁氛围。

（下转2版）

“我们正在进行老旧居住建筑

消防设施改造，新安装的消防栓必

须保证每个细节万无一失。”10 月

22日上午，古南街道城市管理综合

行政执法大队队长助理罗耿和往常

一样，开始新一天的工作。

时光荏苒，初心不改。工作十

余年来，罗耿在工作中发扬“钉钉子

精神”，坚持扎扎实实做好自己的工

作，用“耐心”换来群众“真心”。

把青春献给基层

“当初回来，我立志一定要好好

工作，为群众分忧解难。”2009年，在

江苏省一国企工作的罗耿，放弃优

厚的待遇回到家乡，成为綦江一名

普通的大学生村官。

“2010年8月一天的凌晨，突然

下了一场大暴雨，我连夜从綦江城

赶往镇上，又换乘摩托赶到村上，到

了之后马上查看地质灾害隐患点，

组织村民转移。”回忆起在村上工作

的情景，罗耿记忆犹新。

刚回来时，面对和过去截然不

同的基层工作，罗耿倍感压力。“俗

话说得好，松弛的琴弦上，永远奏不

出美妙的乐曲。”他慢慢地把压力转

化成扎根基层、敢拼敢闯的源源动

力。不懂业务知识，他就经常向街

道、村上的“老革命”“百事通”请教，

“扭着”老干部们打破砂锅问到底；

不知如何与群众打交道，他就深入

到田间地头，与当地群众一起干活

儿，边干边听村民摆“龙门阵”，收工

后再认真思考怎样站在群众的角度

思考问题。

“我们基层干部主要就是同老

百姓打交道，这就需要我们有更多

的耐心和责任心，把群众的事当做

自己的事一样对待。”渐渐地，村民

们把他看作自家人，有什么困难都

喜欢和他沟通解决，而他也是耐心

地“照单全收”，能解决的尽全力解

决，对少数受条件限制或者政策不

允许的，也认真做好解释说服工作，

得到了群众的一致好评。

把耐心带给群众

2018年9月，因工作认真扎实、

业务素质过硬，罗耿被抽调到古南

街道开展“大棚房”问题专项清理整

治。

“开展大棚房问题专项整治时，

一户业主抵触情绪非常大。”。在整

治工作开始前，罗耿梳理了整治具

体任务，整治工作启动后，又多次走

访了解业主情况，并结合业主实际，

及时调整原有整治方案，制定出科

学、合理、可操作性强的整改措施。

“这户业主不待见我，一开始吃

了不少闭门羹，我就隔天去一趟，终

于等到他们愿意和我沟通了。”在多

次沟通中，罗耿积极向街道反应业

主的合理诉求，并向区级相关部门

咨询政策，在政策范围内争取合法

的最大权益，尽量减少损失。

在整治过程中，罗耿又和施工

队伍一起，在保障安全的前提下，连

续数天昼夜赶工，在规定时间保质

保量的完成了项目“复垦”“复绿”工

作。当听到业主说“房子虽然拆了，

但我一点都不怪他们”这样的话语

时，罗耿在高兴的同时又深感践行

为民服务的宗旨依然任重而道远。

“钉钉子需要一锤一锤接着敲，

才能钉实钉牢，而基层的工作任务

就如同钉钉子，钉牢一颗、再钉下一

颗，只有不断钉下去，才能大有成

效。”罗耿坦言，自己将继续发扬“钉

钉子精神”，担当尽责为民服务，为

綦江的发展贡献一份力量。

罗耿：发扬“钉钉子精神”担当尽责
本报记者 谢天骄 实习生 刘柳吟

担担 当当 作作 为为 好好 干干 部部

新华社北京10月23日电 1991年

3月，全国扶贫开发工作会议在北京召

开。这是一次将全国性扶贫开发工作

进一步推向深入的重要会议。

在实施奔小康战略过程中，中国对

解决农村贫困人口的温饱问题特别关

注，不断加大扶贫开发的工作力度。

1984年9月29日，中共中央、国务院联合发出《关于帮助贫困地区尽快改

变面貌的通知》，要求集中力量解决十几个连片贫困地区的问题。尔后，从

1986年起，我国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了有计划、有组织、大规模的扶贫开发工

作。

进入90年代，国务院提出的“七五”期间解决大多数贫困地区群众温饱问

题的目标虽已基本实现，但标准低，不稳定，不平衡，差别比较大。

1991年3月，全国扶贫开发工作会议在北京举行。此后，党和国家对扶贫

开发工作紧抓不懈，多次召开扶贫工作会议进行部署。

到1993年底，全国农村没有解决温饱的贫困人口减少到8000万人。这部

分贫困人口主要集中在那些自然环境恶劣、生产生活条件差的地区，扶贫的

难度越来越大。

针对这种情况，国务院在1994年制定并开始实施《国家八七扶贫攻坚计

划》，明确提出要集中人力、物力、财力，用7年左右时间，也就是到2000年末，

力争基本解决8000万农村贫困人口的温饱问题。

根据这一计划，扶贫工作迅速形成全党动手、全社会动员、合力扶贫的新

局面。经过广大干部群众的艰苦努力，扶贫开发取得了显著效果。

公交卡充值就在家门口、道路运输证年度审验不再排

长队……“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开展以来，区交通

局紧紧围绕“守初心、担使命、找差距、抓落实”的总要求，急

群众之所急，想群众之所想，切实把服务做到群众心坎上。

增开窗口 道路运输业务办理更快捷

近日，记者在区货运企业集中办公服务中心一楼看到，

“货运业务服务中心”几个字十分显眼，窗口正对大门，方便

前来办事的群众。

“麻烦帮我审一下这个道路运输证。”重庆宏立物流有

限公司是区货运企业集中办公服务中心的入驻企业，公司

工作人员王霞当天办理公司货车驾驶员代审证件仅仅花了

5分钟时间。

“现在不用出楼就能办完事，确实方便了很多。”王霞深

有体会地说，以前所有的货运业务只能到市民服务中心的

办事窗口办理，人多窗口少，经常要排队，审证一去一回至

少要花一个多小时。

如今，在区道路运输管理处的积极协调下，货运企业集

中办公中心腾出了一间办公室，作为新增的货运业务服务

窗口。这样一来，极大地方便了入驻区货运企业集中办公

服务中心的308家企业。

延伸服务 交通卡业务办理更方便

“现在就是方便，不仅公交车开通了，公交卡的相关业

务在镇上也可以办了。”在永新镇便民服务中心，居民张家

兵正在公交卡业务办理窗口办理充值业务。

据介绍，我区持有公交卡人数20余万人，只有城区5个

点能办理公交卡相关业务，其中两个点只能办理充值业

务。办卡点少、办卡拥挤、路途遥远等给群众带来极大不

便。对此，我区在20个街镇便民服务中心设立了公交卡办

理窗口，方便群众就近办理公交卡充值、年审、新办等业务，

真正做到让群众少跑路。

民生无小事，事事关民心。区交通局相关负责人表示，

接下来，区交通局将持续扎实开展主题教育，全力以赴把全

区交通建好、管好、护好、运营好，发挥好基础支撑、先导带

动、引领示范“三个作用”，切实为人民群众提供更加快捷、

高效、舒适的交通出行环境，为綦江经济社会发展贡献交通

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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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赵竹萱 赵跃）10月23日，区政协主席母明江率住綦市政

协委员及部分区政协委员赴南川区，开展聚焦“污水偷排直排乱排问题”委员

明查暗访监督性交叉调研活动。

活动当日，委员们先后前往南川区大观污水处理厂、重庆三不加食品有

限公司以及中海·黎香湖等地，现场听取情况介绍，详细了解污水处理流程，

环保基础设施投入等工作情况，并针对调研视察过程中发现的相关问题作了

交流。

母明江强调，开展委员明查暗访监督性调研视察，有利于发挥政协监督

作用，及时发现排水、排污工作中存在的问题和不足。全体委员要充分认识

开展好这项工作的重要意义，明确责任，做实工作，确保活动抓好抓实、抓出

成效；要充分发挥政协的监督作用，持续开展监督性交叉调研视察，真正做到

监督有力、反映有序、处理依法、履职有效，坚持“明查”与“暗访”相结合，以问

题为导向，注重成果转化，切实解决我区污水偷排直排乱排问题，为加快建设

“山清水秀美丽之地”贡献智慧和力量。

区政协副主席牟伟参加活动。

扶贫攻坚

中华村村民谢燕在打理屋前花坛 重庆日报记者 汤艳娟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