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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张静）“这些春联年

历一定要在节前发给大家，记得替我给

大家问个好……”坐在床上，市委组织

部选派驻三角镇中坝村第一书记龙俊

才一边小心移动着伤腿，一边对着电话

那头的村干部交代事情。

一个月前，中坝村村民建房，龙俊

才到现场帮忙，提醒大家注意安全，不

慎扭伤了腿，因迎接脱贫攻坚检查，错

过了及时就医时间，导致腿伤恶化。后

经医院诊断，小腿腓肠肌和比目鱼肌严

重撕裂，在医院住院10天后回家休养。

“眼看着春节马上到了，龙书记心

里记挂着贫困户，在家也没有忘记工

作。”区委组织部选派中坝村的第一书

记钟萍方说。

拖着腿伤，龙俊才根据每个贫困户

不同的家庭情况及脱贫情况，加班加点

为全村 44 户贫困户拟写了春联，制作

了年历，柱杖进村一起现场筹备“‘我们

的中国梦——文化进万家’重庆市美丽

乡村文艺秀走进綦江中坝村”活动，向

村里、贫困户以及村组干部代表述职。

龙俊才说，在岁末年初这个重要的

节点，抓紧给大家写副春联，制作年历，

既能让大家感受到村“两委”的关心，又

能鼓励大家努力勤劳脱贫奔小康，为精

准扶贫扶志营造良好社会氛围，同时展

示村里的脱贫攻坚成效，增强建设美丽

乡村的信心。

“上联：起早贪黑养肥猪六畜兴旺，

下联：临寒冒暑种稻谷五谷丰登，横批：

带头致富，龙书记写得好，来年我还得

继续加油干！”收到龙俊才量身定制的

春联，贫困户蒋明伦很是高兴，立马欢

欢喜喜地把春联贴到大门上。

腿折了，扶贫工作也不能松
第一书记龙俊才心里时刻装着群众

战坚 决 打 赢 脱 贫 攻 坚

产业立本 农旅添金

綦江草蔸萝卜助农增收
本报记者 张静

“又是一个丰收年，今年的萝卜销

售得不错！”近日，在赶水镇石房村集体

经济合作社入股分红现场，47户贫困户

领到入股分红。白白胖胖的草蔸萝卜

成为他们的“致富果”。贫困户杨华成

笑着说：“现在我们村产业发展好，环境

也好，大家都羡慕。”

种下“致富果” 走上增收路

綦江气候温和，降水充足，四季分

明，是优质萝卜生产的适宜区。綦江赶

水草蔸萝卜因用稻草编织的“草蔸”蔸

种而得名，实际就是在草蔸里生长的萝

卜。种植历史可以追溯到明末清初。

它具有个大、形圆、皮薄、汁多、味美、化

渣等特点，是当地最负盛名的地方品

牌，曾被卖到了北京中南海。

石房村是最早种植草蔸萝卜的

村。围绕“产业兴旺”要求，我区转变发

展方式，优化要素配置，全面推进草蔸

萝卜项目建设，按照“统一供种、统一标

准、统一服务、统一基地、统一宣传、统一

营销”的要求，在产业上布局，扩大种植

规模，逐步覆盖赶水、东溪、扶欢、郭扶等

13个镇。

结合产业发展规划，我区陆续打造

50 亩以上的草蔸萝卜标准化基地 150

个，形成标准化核心基地两万亩，带动全

区发展8万亩，实现萝卜产业集约化、规

模化发展。綦江萝卜现代农业产业园跻

身20个市级重点产业园。

“2019年全区草蔸萝卜的产量约16

万吨，总产值4.5亿元，实现了户均增收

2000元，人均增收700元。”区农业农村

委相关负责人介绍，如今草蔸萝卜的产

量和产值都稳居全市首位，成为市民餐

桌上必不可少的菜品，带动当地村民走

上增收路。

产业有特色 引来观光客

和传统种植业发展模式相似，起初

草蔸萝卜也是以鲜销闯市场，主要通过

与农批、农超、农校、农社对接，建立销售

渠道。

随着种植规模日益扩大，鲜销市场

供大于求，草蔸萝卜遭遇销售“寒冬”。

“卖不脱，就只能贱卖，不然就得眼睁睁

看着萝卜烂在地里。”草蔸萝卜种植大户

刘世平说，萝卜丰收，却只得亏本处理，

心里难受。

好东西卖不出好价钱，怎么办？我

区为草蔸萝卜“私人订制”发展规划。

产业品牌化是我区走出的第一步。

在区农业农村委的积极助推下，草蔸萝

卜取得绿色蔬菜和无公害认证，被评为

“三品一标”农产品，先后获得中国地理

标志证明商标、重庆市名牌农产品等称

号。有了“名牌”加身，草蔸萝卜的价格

一路走高。

接下来就是扩大销售渠道。我区把

草蔸萝卜的销售类别细分为礼品萝卜、

鲜销萝卜和加工萝卜，通过后期加工成

萝卜线、泡萝卜、饭遭殃系列产品，让草

蔸萝卜身价倍增，有的品种价格一下子

涨到了10元一斤。

一年一度的萝卜节，更是让草蔸萝

卜火了一把，也打响了品牌。草蔸萝卜

标准化示范基地成为亲子家庭冬日旅游

的目的地，趁着好天气，不少父母带着孩

子来此体验农耕文化，感受亲手拔萝卜

的乐趣。基地旁还新开了农家乐，方便

市民歇脚，品尝草蔸萝卜宴的美妙滋味。

去年年底，石房村还与重庆农投良

品有限公司合作，制定了古剑山——石

房村——东溪古镇一日游旅游线路，把

广大游客请进来，促进萝卜销售，带动乡

村旅游。据悉，最多时，石房村一天接待

了700多名游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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抢抓机遇 全面发力
加快建设西部陆海新通道

（綦江）综合服务区

重庆奥源名扬实业有限公司是招

商引资落户綦江区的一家民营企业，得

到韩亚银行北京中关村支行上亿元的

贷款支持，因抵押贷款到期，急需办理

重新抵押贷款，否则会给公司和银行造

成重大损失。为此，綦江区有关方面开

启“绿色通道”，特事特办，将正常程序

需要的5个工作日，缩短到1天就办完

了这笔跨地区、金额高达4亿元的抵押

登记业务。韩亚银行北京中关村支行

行长吴星远与该公司法人代表邓国强

现场见证了“綦江速度”，连声称赞道：

“綦江的营商环境好，办事效率高，我要

为綦江大大点个赞”。

这并非个例。2019年，重庆綦江区

的华芯智造芯片、烯宇新材料、横山花

仙谷等多个重点招商项目在全程代办

服务的有力助推下，实现当年签约、当

年建成、当年见效，跑出了项目建设的

“加速度”。同时，计划投资103亿元的

腾讯云基地、投资110亿元的山东鼎欧

北纬29度康旅示范小镇等一批重大项

目落地、开工，为綦江发展大数据、智能

化等战略新兴产业、产业结构调整、发

展动能转换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前不

久，在国家税务总局组织的减税降费纳

税人满意度调查中，綦江区获得全国第

一名的好成绩，这些都展示了綦江良好

开放的营商环境。

线上“一次登录、一网通办”、线下

“只进一扇门、最多跑一次”，建立“一件

事、一次办”的集成服务机制，从办一件

事到每个部门“至少跑一次”转变为办

完所有事“最多跑一次”。企业减负30

条、人才引进暖心10条、推出10亿元规

模的企业纾困资金……在优化营商环

境与深化“放管服”改革工作上，綦江区

走在了全市前头。1 月 3 日，重庆市政

府召开新闻发布会，为全市优化营商环

境和提升政务服务提供了“綦江样本”。

“綦江是重庆主城区都市圈重要支

点，位于渝黔合作先行示范区的核心

区、西部陆海新通道的主通道。”綦江区

长姜天波在会上说，虽然有先天的区位

优势，但是綦江坚持用有速度、有温度、

有态度的营商环境让各方客商来得了、

留得住、干得好。

67证合一：“只跑一次路”

从优化审批流程入手，綦江全面推

行“先照后证”改革，实现“67证合一”，

43个备案类涉企证照无需再办，企业开

办时间缩短为1个工作日，个体营业执

照全部现场办结、马上拿照，实现“只跑

一次路”。

同时，还分别与建设银行、中国银

行、农业银行签订服务企业发展“政银

合作”战略协议，将登记窗口延伸至三

家银行在区内的各网点，设立“政银合

作”远程服务站，经营者可就近选择银

行网点提交注册登记申请，进一步节约

办理时间和办事成本。

此外，结合綦江实际，推行“1+4+

4+9”审批改革模式，即设置1个咨询服

务台、4个审批“一窗受理”综合窗口、4

个公用事业服务“一窗受理”综合窗口、

9个协办部门专窗。涉及的相关部门将

所有行政审批职能集中整合到行政审

批科，所有审批服务事项全部进驻服务

大厅窗口办理。

办事服务“集成化”：“一件
事、一次办”

为解决老百姓“办一件事，跑多个

部门”的问题，姜天波表示，綦江将多件

相关“一揽子事”梳理整合、流程再造，

变成企业、群众到窗口统一办理的“一

件事”。到2020年底，綦江将实现高频

关联事项“一件事、一次办”全覆盖。

（下转2版）

“进一道门 办所有事”

优化营商环境的“綦江样本”
农民日报全媒体 记者 邓俐 实习生 李清婷

近日，赶水镇双龙村7组村民正在田间采收草蔸萝卜 通讯员 胡光银 摄

本报讯（记者 龚小芹 通讯员 汪凡）1月9日，记者从横

山镇获悉，经专家委员会评估推荐，中国气象服务协会授予重庆

横山“中国气候康养地”称号。

横山镇位于我区东北部，距重庆主城直线距离仅50公里，

45分钟车程，是离重庆主城最近的千米高山养生小镇。该镇幅

员面积 45 平方公里，户籍人口 1.5 万，夏季旅居度假人口 5 万

人。境内平均海拔在1000米以上，夏季平均气温23.8℃左右。

横山镇属亚热带湿润气候，年平均气温为13.8℃，历史极端

最高气温为31.3℃。其80%地域位于最适宜人类健康“黄金养生

海拔线”范围内，核心景区森林覆盖面积超过90%，风景秀丽，气

候宜人，有“天然氧吧”“空调小镇”称号。

横山还是中国“百岁之乡”，100岁以上老人7位，90岁以上

老人51位，80岁以上老人440位，百岁老人占人口比例是联合国

教科文组织“长寿之乡”标准的7倍，曾先后获得“国家卫生镇”

“中国避暑养生休闲旅游最佳目的地”“中国最佳康养旅居度假

名镇”“世界健康养生十佳示范名镇”等荣誉。

在康养旅游发展方面，横山镇按照“共抓大保护，不搞大开

发”的理念，以“全业态融合、全空间联动、全景观打造”为主要路

径，着力科学编制《横山旅游度假区规划》《横山森林康养基地规

划》。规划区范围为横山镇海拔800米以上区域，面积24.54平方

公里，到2020年，建设用地面积为1.87平方公里，旅游接待能力

达到6万人。

横山休闲旅游度假区空间结构为“一轴两环三片”。“一轴”

即以浸心公路为旅游产业发展轴线，也是主要的景观发展轴。

“两环”即横山镇两大旅游环线：天台山环线路沿线发展环、两场

镇环线路沿线发展环。“三片”即以养生养老为基础的三大社区：

天台生态养生度假社区、巨龙康养旅居社区、回龙田园有机体验

社区。

横山荣获“中国气候康养地”称号

本报讯（记者 张斌 王京华）1 月 9 日，

位于东部新城的綦江区妇幼保健院新院正式

投用。市人口和计划生育科学技术研究院院

长罗勇、市妇幼保健院院长张华、市卫生健康

委妇幼处副处长唐旭艳，区委副书记、区长姜

天波，区领导朱川、刘益文、雷瑞宏、刘林等出

席投用启动仪式。

姜天波在讲话中说，民生为本，健康是

金。妇幼保健机构是具有中国特色的防治结

合的一类医疗卫生机构，与人民医院、中医院

等公立医疗机构一道，为广大人民群众提供了

重要的基本健康保障。他勉励区妇幼保健院

全体医务工作者时时做到“以仁心施仁术”，既

用精湛的医术护卫健康，又用温暖的关怀慰藉

患者，为妇女儿童提供公平可及、系统连续的

全方位、全周期服务，努力提高妇女儿童就医

满意度和获得感。

姜天波说，走进新环境，站上新起点。希

望区妇幼保健院全体医务工作者围绕创建二

级甲等妇幼保健院的目标，主动更新服务理

念、拓展服务内涵、增强服务技能，加大力度推

进专业学科建设、提升医疗业务水平，为全区

以及周边地区的人民群众提供更高质量的卫

生健康服务，增强綦江作为主城区都市圈重要

支点的公共服务能力。

投用启动仪式上，与会领导为区妇幼保健

计划生育服务中心党总支、区妇幼保健计划生

育服务中心揭牌。同时，区妇幼保健院还接受

授牌，重庆市人口计生研究院成为其技术指导

医院，市妇幼保健院成为其业务指导医院。

随后，与会领导和嘉宾还深入区妇幼保健

院新院各科室参观，并看望慰问一线医护工作

者。姜天波与前来就诊的患儿家长亲切交谈，

并祝小朋友早日康复，健康成长。大家告诉姜

区长，新院环境更好了，设施更齐了，看病就医体验自然也明显

提升，感谢区委区政府为群众办了件大实事、大好事。听到大家

的反馈，姜天波表示，医院在完善诊疗设备的同时还要加强人才

的培养和引进，切实提升卫生健康服务水平，为百姓健康保驾护

航。要配齐消防设施，排查风险隐患，加强人员培训，杜绝消防

事故发生。相关部门要完善周边公交线路设置，合理安排运力，

方便群众看病就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