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近日下午，蓝天

白云之下的綦江城区

九龙大道，各种大小

车辆遵章守纪、有序

过往。近年来，我区

不断加强道路交通环

境整治和秩序管理，

市民文明守法意识提

升，机动车、非机动车

和行人交通守法率提

高，道路通行更加有

序顺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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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辣椒+萝卜”高效益轮作

一块地种出两份收益
本报记者 张静

綦江日报举报投诉电话 87265555

我区组织专武干部集中培训
本报讯（记者 刘柳吟 赵跃）

为进一步加强民兵基层组织建设，

努力提高专武干部队伍综合素质，

11月11日，区人武部组织各街镇的

专武干部开展集中训练动员大会。

会议指出，加强专武干部队伍

建设，是国防后备力量建设的基础

性工作，这次集训就是贯彻落实中

央指示精神和《规定》、新大纲有关

要求的具体举措。基层武装工作千

头万绪，涉及面广，作为专武干部，

一方面要以主要精力抓好武装工

作，另一方面还要兼管经济社会、兼

顾本单位建设。这次集训就是要有

针对性地解决大家不懂、不会、不专

的问题，帮助大家打牢任职基本功，

使大家在不断提升能力素质中逐步

成为基层武装建设的中坚力量。

据了解，此次集训为期5天，全

区各街镇共计100多名专武干部参

加，全程实行“连队化管理、院校式

教学”。集训主要采取基本理论学

习与实用技能培训、观摩见学与理

论研讨、军事训练与专题辅导相结

合的方式进行，内容涵盖了政治理

论、军事理论、军事基本技能、组织

指挥、业务工作等内容。培训采取

集中训练，集中食宿；通过专题辅

导、讨论交流、总结讲评的教学方

法，全程贯穿“考、比、评”，把练作

风、练思想、练业务结合起来，使专

武干部掌握工作方法，提高解决实

际问题的能力，提高战时组织快速

动员、参战前和平时战备执勤、完成

急难险重任务的组织指挥能力，培

养既懂政治又懂军事，既懂地方经

济又精武装工作，既会组织指挥又

擅于协调落实的高素质专武干部。

眼看着萝卜收成在即，重庆宏

迅农业发展有限公司总经理鄢训

越发忙碌起来。

“过去我们只种辣椒，收成过

后土地就闲置了，现在种完辣椒种

萝卜，收入更可观！”鄢训告诉记

者，今年辣椒减产，但单价高，53.3

公顷的辣椒收益了400万元左右，

而轮种的赶水草蔸萝卜收成大好，

预计产值可以达到250万元。

一块地种出两份收益，这是我

区“辣椒+萝卜”高效益轮作产生的

新效益。近年来，綦江大力推广

“辣椒+萝卜”高效益轮作方式，形

成以赶水、东溪为核心的标准化核

心基地1333.3公顷，带动全区发展

5333.3公顷，不仅帮助种植户持续

增收，还进一步扩大了我区辣椒和

赶水草蔸萝卜的产业规模。

“目前，我区的赶水草蔸萝卜

产业和产值都稳居全市首位，綦江

辣椒也成为重庆加工型辣椒最重

要的优势产区，占据了重庆鲜销市

场份额的 60%以上。”区农业农村

委相关负责人介绍。

据了解，截至目前，我区草蔸

萝卜产业产值已达到2.35亿元，綦

江辣椒也实现年产值 5.67 亿元。

全区陆续发展了辣椒、萝卜专业合

作社 46 家，其中部级示范社 4 家、

市级示范社3家，入社农户达3.1万

户，实现了赶水草蔸萝卜、綦江辣

椒产业集约化、规模化发展。

依托现有“辣椒+萝卜”产业基

础，我区成功申报部级产业兴村强

镇项目，綦江辣椒成功申报重庆市

特色农产品优势区，成功创建以赶

水草蔸萝卜为主导产业的市级现

代农业产业园。

特色农林药种植培训班在横山镇开班
本报讯（通讯员 徐凡）近日，

区人力社保局在横山镇堰坝村组织

开展特色农林药种植培训，横山镇

堰坝村的30余名村民参加培训。

据了解，横山镇海拔 800 米以

上，这里光照足、温差大、水质好，主

产的横山大米，历史悠久，远近闻

名，早在清朝时期就是皇宫的贡

米。横山镇堰坝村是横山大米的核

心产区之一。近年来横山大米不断

增长的市场需求，也对种植户的种

植技术提出了新的要求。

本次培训为期10天，专门聘请

了綦江区农广校的农业技术资深专

家现场授课，为大家讲解农作物种

植技术。培训采取理论授课和田间

辅导相结合的方式，让学员更为细

致地了解优质稻种植技术、高产栽

培技术、施肥技术、水稻农作物病虫

害防控、农产品质量安全等农业方

面的实用知识。

本次培训受到当地村民的热情

欢迎和称赞，“以前种水稻都是凭经

验，哪里晓得还有这么多名堂在里

头，这样的培训真是太难得了，希望

以后多多举办这类活动，掌握更多

种植技术。”村民谢阿姨欢喜地说

道。

（上接1版）“我们企业有磨削、

钻孔等工序的设备共9台，每台需要

1个人操作；现在一条流水线只需要

4个人，加工精度也大为提高，为企

业提质增效提供了可能。”荆江半轴

负责人赵德祥说，目前，荆江半轴产

品除供应国内大型知名企业外，还

出口到美国、德国，预计今年销售额

将较去年增长15%以上。

綦江在全力推动产业转型升级

中，大力布局智能产业集群，逐步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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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年2月，总投资达103亿元的

腾讯云基地项目落户綦江工业园。

腾讯云将在智能制造和工业互联网

领域，与綦江等重庆区县的工业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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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业企业上云等，预计合作内容

全部达效后产值可达300亿元。

腾讯西南区负责人表示，战略

性新兴产业的发展必须要有合适的

“土壤”才可能生根发芽，这样的“土

壤”包括綦江区对以大数据、智能化

为核心的战略性新兴产业的重视，

以及重庆大量的工业企业在发展中

所表现出的需求。

“您给綦江一个机会，綦江必还

您一个精彩！”今年9月，第五届全国

民营企业合作大会在綦江举行，綦

江区相关负责人向与会企业承诺，

綦江将为大家办实事、做好事、解难

事，为企业落地生根、开花结果提供

最优质、最高效的服务。

大会期间，11 个项目签约落户

綦江，涉及智能制造、食品加工、新

型材料、文化旅游、新型能源、总部

经济等产业和领域，计划总投资

126.21亿元。

未来，綦江将深入实施以大数

据智能化为引领的创新驱动发展战

略行动计划，积极吸引、培育、壮大

各类优秀民营企业，搭建各类创新

试验平台，强力推进科创中心、园

区、科技馆和企业孵化器等项目建

设，加快集成创新成果。

高端智能产业有了“綦江造”

离荆江半轴不远的华芯智造微

电子（重庆）股份有限公司超净化车

间内，身穿浅蓝色超净服的工作人

员正在紧张忙碌着。

这家主要从事芯片生产、研发

以及电动工业主板、手机主板生产

的企业，所生产的一款主要用于低

轨微小卫星的电源控制模块，已成

功随卫星上天，这意味着高端智能

制造在綦江实现了“零”的突破。

这家在綦江正式投产5个月的

企业，目前生产的产品主要销往德

国、美国、韩国、印度等国家，预计

2021年产值将达到30亿元。

目前，华芯智造正与清华大学、

重庆大学等高校联合研发大数据、

手游、智慧城市等方面产品，现已有

十余项成果应用到生产中。未来该

公司在綦江的基地将与深圳基地一

起，成为中国大型的芯片生产、设

计、研发、封装、软件、技术系统、通

信设备生产基地。

今年3月，綦江被赋予西部陆海

新通道综合服务区、渝黔合作先行

示范区、渝南中心城市等区域经济

社会发展新定位。5 月 28 日，市委

主要领导同志调研綦江时，指出要

“因地制宜走好转型路，因势利导打

造升级版”。

在新机遇面前，綦江着力信息

化发展，已成功引进深圳利市通、奥

森通讯、物联网终端制造等项目，在

芯片制造、电子元管件、通讯器材等

高端智能制造产业上取得从无到有

的突破。此前落户綦江工业园的腾

讯云基地项目，也将为我市的工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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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力争用3至5年的时间把

升平拓展区建设成为西南地区重要

的大数据智能化产业基地。力争到

‘十三五’末，以大数据、智能化为主

的新兴产业产值达到50亿元。”綦江

区相关负责人表示。

据11月6日《重庆日报》

从“制造”逐步到“智造”

市管离退休干部
视察医养示范工作

（上接１版）

矿地和谐，共建“绿色矿山”

綦江地吉建材有限公司落户隆

盛镇新屋村，在带动当地经济发展

的同时，会产生噪声、粉尘等污染，

极易引起当地群众不满。为此，该

公司同村民共建“绿色矿山”，实现

了矿地和谐。

“公司购买了两辆洒水车，除了

负责日常场内清洁之外，还同时负

责周边道路的清洗，有效降低场内

车辆路过村庄时激起的尘土。”庄志

锋说：“同时，我们聘请当地村民，帮

助公司进行苗圃种植、修剪，道路绿

化，公路养护等工作，让村民在家门

口找钱。双方互利共赢，共建‘绿色

矿山’。”

“他们防控工作做得好，我住在

附近，基本没受到干扰。”新屋村村

民古登戟笑着说，他在场里上班，帮

忙修枝、做清洁，每月能找 1000 多

块钱。

其实，綦江地吉建材有限公司

只是我区打造“绿色矿山”的一个缩

影。

据悉，我区于 2018 年 3 月正式

实施“绿色矿山”计划。目前，全区

41 家矿山中已有 4 家完成了“绿色

矿山”建设。

“今年，我们计划建成‘绿色矿

山’9家，目前6家已通过质评，同时

上报市里申请评估。”区规划自然资

源局矿产资源管理所所长何明文介

绍说，预计2020年底完成全区所有

“绿色矿山”的打造，让矿区变身景

区。

重披“绿衣” 矿区变景区

本报讯（记者 刘柳吟 黎梨

实习生 张梦寒）11 月 12 日，綦江

区市管离退休干部视察调研我区医

养示范工作。副区长雷瑞宏参加。

是日，老干部们先后走进区中

医院通惠总院和心新医院，实地了

解两院功能配套、医疗养老服务能

力建设、服务内容以及管理运行等

情况。在随后召开的座谈会上，老

干部们充分肯定了我区医养工作发

展取得的成绩，对医养工作给予高

度评价，认为区中医院能够契合实

际，举好中医的牌子传承和发展中

医，心新医院能够做到医养结合医

养共建，两所医院各有所长，充分保

障了老年人的晚年生活。希望两所

医院能够继续发挥自身特长做好医

养服务，让养老事业更有保障，并就

相关工作提出了意见和建议。

雷瑞宏感谢老干部们在职时辛

勤工作和离退休后继续为綦江社会

经济发展贡献余热，并向他们表示

崇高的敬意和祝福。雷瑞宏指出，

医疗事业的发展，离不开老同志多

年耕耘打下的良好基础，是老同志

一届一届砥砺奋进、薪火相传的结

果。綦江将继续高度重视并积极做

好老干部工作，并希望老干部们一

如既往地支持我区工作，发挥自身

独特的政治优势、经验优势，多提宝

贵意见和建议，共同凝聚社会各界

力量，推动我区工作再上一个新台

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