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图①：市民在金佛社区养老服务站阅览室看书。
图②：东方红社区养老服务站，工作人员正在整理棋牌室。
图③：金佛社区养老服务站健身室，工作人员正在指导市民正确使用健身器材。 记者 陈姗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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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记者 梁向红

小孩子选新衣、买糖果，大人们备祭品、买

果蔬，老人们到理发店剃头刮胡子……1月29日
是冷水关镇的赶场日，场镇早早地就热闹开来。

街道两边，摆着整框的沙糖桔、大袋的柚子
和大捆的甘蔗，商贩正忙着给顾客削甘蔗；超市
门前，老板用大铁盆将瓜子花生摆放在店前，备

足货品；春联店里，红红火火的春联挂满屋子，
喜气洋洋；农贸市场内，新鲜的蔬果猪肉、款式
新颖的衣服、村民背篓里的土鸡土鸭，各种年货

琳琅满目。
要过年了，在外打拼一年的村民回到老家，

让原本冷冷清清的场镇热闹了起来。场前场

尾，被前来备年货的村民围得水泄不通。
逛了不一会儿，村民陈仕建的背篓里便装

满了各种各样的年货。“水果、糖果和瓜子花生，
还买了一些平时家里没有的蔬菜，过年了，准备
做一桌丰盛的饭菜给家人。”陈仕建高兴地说。

院外五保户杨邦木背着一个帆布包正在水
果摊前买水果。“你这个帆布包装不了多少呀。”
杨邦木笑着说：“没事，我就准备买点水果和瓜

子花生，其他的家里有。”杨邦木说，去年，像他
一样的院外五保户每个月的补助涨到了 710
元，日子不再像以前那么拮据了。“现在政策好

了，日子越过越好！”
在副食店前，店主忙着给村民称瓜子花生，

一个小伙子拿出了手机扫码，用微信付钱。剃
头师傅何邦忠从早上起一直在为客人剃头，十
分忙碌。电器商店里，购买家电的村民让店主

忙得来不及详细介绍……
中午12时，村民们背着装满年货的背篓陆

续回家，一路笑声朗朗……

赶个“年场”好过年

■ 记者 聂灵灵

去年12月，位于恒安世纪花城小区内的南
城街道金佛社区养老服务站，老人们悠闲地享

受着生活。有的在锻炼，有的在看书，有的玩着

棋艺，好不自在。截至目前，我区已建成28所社
区养老服务中心（站）。

养老生活丰富多彩
“这里能下象棋。”“报纸期刊一应俱全。”

“电视沙发也为我们配备齐全。”位于尚都会小

区内的西城街道东方红社区养老服务站内聚集

着前来看热闹的居民。
记者在该服务站内看到，200多平方米的

房间内设置有服务接待区、生活照料区、休闲娱

乐区、健康管理区等功能区，并配备无障碍通
道，老年人在这里可以享受到棋牌娱乐、看书看
报、康复理疗等服务。

“以前，小区居民外出活动都是自己搬个小
凳子，在露天的场地玩耍，现在凳子不用带了，
在小区内就有丰富多彩的活动，还能避免风吹

日晒。”尚都会小区物业公司项目负责人陈芳
说，服务站同时也能为腿脚不方便的居民提供
一个去处，以前他们都在家里看电视，现在可以
来服务站与大家一起聊天，在没有儿女陪伴时
生活也不那么孤单，服务站的开设是大家最为

期盼的事情。
据了解，目前西城街道东方红社区养老服

务站已经正式对外开放。

专人专岗优服务
“叔叔，这里是跑步机的紧急按钮。”南城街

道金佛社区养老服务站站长聂婵娟正在为老人

们讲解跑步机的使用方法。
聂婵娟是金佛社区养老服务站的管理人

员，她日常工作便是指导老年人正确使用站内
设施设备，并管理站内日常事务。

“表面看起聂站长工作简单，其实她每天都

忙得很。”居民张惠说，讲解设施设备使用时都
要教大家很多遍，非常有耐心，看到哪个老年人
心情不好，还要为他们排忧解难。

每个社区养老服务站内都有专人专岗，对
社区情况进行调查摸底，详细登记辖区老人的
性别、年龄、住址、健康状况、经济状况、兴趣爱
好、服务需求、子女联系方式、服务方式等基本
情况，根据老人的具体需求提供养老服务。

“为给老人带来优质的服务，让他们走进服
务站能感受到家庭般的温暖和细心的照顾。”聂

婵娟说，“我们还会随时记录老年人需求，增设
相关服务。”

规范运营有保障

从 2013年开始，我区严格按照社区申报、
乡镇审核、民政局审批的流程，审批并建设完成
社区养老服务中心（站）28个。随着社区养老
服务中心（站）这一民生实事的推进，越来越多

的老人可以就近享受养老服务。

目前，我区社区养老服务中心（站）的运营
模式有：公办民营、公办公营、民营三种方式。

为有效规范社区养老服务中心（站）的建设
和运行，我区出台《南川区社区养老服务中心建
设和运行补助方案》，详细对服务中心（站）建设
的基本要求、建设补助、运行补助、审批程序进

行规范，并每年从地方留存福彩公益金中安排
运营经费保障其正常运行。

“我们有完善的标准制度对社区养老服
务中心（站）运营情况进行考核，确保老年人

更好地享受到服务。”区民政局福利科科长张
亚群说，除了定期检查社区养老服务中心
（站）的各类台账和活动开展情况，还会对各
个服务中心（站）进行不定期暗访，并根据暗
访和上报的相关材料兑现运营补助，真正确

保让老年人老有所乐。预计今年我区还将建
设社区养老服务中心（站）6个，其中市级示
范社区养老服务中心1个。

让“养老”变“享老”
我区已建成28所社区养老服务中心（站）

■ 记者 袁治卫

近年来，我区紧紧围绕打造中药材、古树

茶、方竹笋和南川米特色产业，精心编制特色产
业发展规划，加大扶持力度，促进产业融合，被

农业农村部确定为全国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发
展先导区，将以农业发展为基础，带动农产品加
工和乡村旅游同步发展，力争打造全国一二三

产业融合发展的示范样板。

加快特色产业发展
进入腊月，德隆镇茶树村的气温更低了，但

对于这里的茶农来说，一年的工作还没有结
束。茶树村1组的周廷旭正组织人手为自家的

茶树清理杂草，期待来年长势更好。

“古树茶种植周期长，加之生长过程中不能

打农药和除草剂，清理杂草一年四季都有活
干。”周廷旭说。

周廷旭是茶树村最早种植古树茶的人之
一。“是好茶总会飘香，我要把古树茶产业越做越

大。”周廷旭说，2014年，他办起了家庭农场，个

人种植古树茶已达到了50亩以上，近两年年收
入都在10万元以上，古树茶成了他增收致富的

“金叶子”。

据介绍，刚刚从茶树上采摘下来的茶芯

卖到了每公斤 500元左右，最贵的古树茶卖
到一万多元一斤，很多销往国外。为了进一

步发掘古树茶的价值，我区将古树茶作为南

川茶产业的一个特色和亮点进行打造，坚持
保护与开发并重。

目前，古树茶分布在我区德隆、合溪、古花、
大有、三泉 5个镇内海拔 800~1600米的高山地

区，全区已发展古树茶种植面积6000亩。

不仅仅是古树茶，去年我区新种植中药材

5.5万亩，实行订单种植达 65%，建成 8个 1000
亩示范基地、5个 500亩示范片，大宗中药材价

格上涨 10%~15%，药农人均增收 240元以上；
去年新发展方竹笋 10000亩，完成低效林改造

30000亩，在全区形成现有方竹笋21.4万亩，年

产方竹鲜笋 1.8万吨，实现产值 2亿元，已成为
山区农民增收致富重要产业之一；水稻常年种
植面积 38.8万亩，产量 19万吨，其中优质稻种

植面积 32万亩，产量 16万吨，建设绿色精品稻
米基地1.7万亩，产量8500吨。

提高农产品附加值
一个个整齐的蜂窝盆，一株株整齐的蓝莓树，

在兴隆镇金花村4组，蓝莓基地发展欣欣向荣。
重庆嘉蓝悦霖农业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2017年入驻我区打造蓝莓基地，集科研、种植、

加工、营销、技术服务、生态旅游开发为一体。

利用三年时间，将建成1万亩、亩产量2000多斤
的蓝莓基地，实施深加工生产线组建，形成蓝莓

育苗、种植、鲜果销售、产品深加工全产业链的
万亩生态蓝莓产业。

目前，位于大观镇的中医药产业园内的蓝

莓产业科技示范冷链仓储物流中心正抓紧建设

中。该项目占地 120亩，投资 1.5亿元，将实施

蓝莓保健品包括保健养生酒、功能性饮料、蓝莓

花青素提取等深加工。建成后，年产值将达20
亿元以上。

而随着金山湖公司古树红茶生产线建成投

用，长城公司沱茶加工厂主体工程即将完工，沙
景山公司名优茶、茂建专业合作社绿茶生产线

按进度建设，我区全年名优茶产量突破700吨，
占全区茶产量的20%。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我区按照“生态产

业化、产业生态化”要求，在项目区发展茶叶、水

果、蔬菜等种植业，积极推广新型种养型、复合生
态型、立体种植型等模式，促进农业生态良性互

动。目前，已引进12家农业企业落地项目区。

创建品牌促农增收
2018年9月8日，我区举行了以“魅力中国

城·南川有好米”为主题的首届农民丰收节暨农
村电商服务乡村振兴到田间活动。活动不仅给

村民带来了丰收节的欢乐，也让游客感受到了
浓浓的乡愁，还带动村民现场销售各类农产品。

仅去年，我区依托专业合作社和种植大户，
按照《优质稻标准化生产技术规程》组织生产，

集中打造南川米品牌，目前有规模以上优质稻

加工企业 10家，设计加工能力达每年 20万吨。
同时，在销售上，线上线下同步推广，通过京东·

南川馆、淘乡村电商、南川好礼等平台，将包括

南川米在内的多种农产品销往全国各地，线上

共计销售“南川米”近千万元。
目前，我区着力打造农产品品牌，新增农产

品“三品一标”认证42个、名牌农产品1个，全区
农产品品牌数量达到 114个。“金佛玉翠”获重

庆名茶称号，“南川大树茶”列入重庆茶叶三大

品牌，“南川米”被评为重庆十大农产品区域公

用品牌，南川红碎茶重新亮相中国国际茶博会。

“一二三产业”齐步走 创建全国示范样本
——我区工业提质系列报道之六

2月1日，在春节前夕，华东油气分公司南川页岩气项
目部工作人员到脱水站及各平台周边居民家中宣传《安全
告知书》，确保春节期间安全生产。

记者 袁治卫 通讯员 何能举 摄

进村入户宣传安全

（上接第一版）
紧接着，群舞《欢乐今宵》、独唱《孝敬爹和妈》、双人舞

《北京的金山上》、折扇独舞《寄明月》、传统民乐唢呐独奏、广

场舞《拉萨夜雨》、篝火群舞等节目依次上演。表演者中既有
刚打工返乡的，也有已外嫁特地回来参加的，更有平时就热
衷歌舞的村民，每个节目都贴近村民生活，主题鲜明，让在场

的群众赞声不断、掌声阵阵。
“乡村振兴示范村啊，柳哇柳莲柳哦，脱贫攻坚是有抓手

啊，柳哇柳莲柳哦，歌颂党的是政策好啊，柳哇柳莲柳哦
……”村民自编的一段打连箫表演更是把晚会推向了高潮。
现在的隆兴村，路通了，路灯亮了，环境干净了，村民生活越

来越好了。大家有感而发，集思广益，用熟悉的旋律、欢快的

方式，把身边的发展变化融入歌声里，唱出了村民的心声。
15个节目、近两个小时的演出，村民用自己的方式迎接

新春佳节。村民郑全看完每个节目都会欢呼呐喊、热烈鼓
掌。他说：“两年来，村里自办的春晚不但节目好看，更让人
自豪，明年我也会报名参加，上一次春晚舞台。”

“村晚”演绎农村新生活

（上接第一版）
“改院坝、改路、改房屋环境，环境改好了，收入也增加

了。”60多岁的金山镇龙山村村民苟光明说，环境改好后给

他家带来的变化是他做梦都想不到的。

龙山村在海拔900~1400米的山间，属于偏远的农村山
区，以往这里交通不便、环境不好，成为制约他们发展的短

板。去年龙山村修建起 100立方米蓄水池 1个、50立方米
蓄水池 3个；山岔到水沟全长 1.8公里的村道改成 6.5米宽

的油化路，同时依靠地理优势建起300亩的向日葵基地，各
家各户院坝内、道路旁也栽种了芙蓉、格桑花、绣球花等10
余个品种的花卉，花丛中还建起一个个休闲纳凉的亭子。

这些改变吸引来了城里前来避暑的游客。苟光明说，

去年避暑季，他家的一间房月租价达到了 1000多元，几个
月下来，收入不错。今年，他打算将原本的8间房改造成一

室一卫的5间，提高住房品质。去年夏天，龙山村各家各户

都住满前来消暑纳凉的游客，当地村民实现增收致富。
“望得见山，看得见水，记得住乡愁，这是我来到龙山村

的感受。”游客张芬如此评价，“正是因为龙山村优越的地理

条件、优美的环境，我们愿意走进这大山深处的村庄。”

农家院里幸福曲

本报讯（见习记者 马君如）昨日，记者从区交通行政
执法支队了解到，春节即将来临，如果旅客在回家途中遇

到出租车绕行、乱收费、拒载、甩客等违法违规行为可拨打
电话71433030举报。

“有些出城的出租车不按计价器收费而是胡乱喊价，
春节期间临时涨价等行为都属于乱收费。出租车司机在
乘车人没有到达目的地就让其下车的行为属于甩客行

为。”区交通行政执法支队投诉处理室负责人方向东提醒，
如遇驾驶员绕行、拒载、甩客、不按站点停靠等，乘客可记
录下车辆的车牌号，乘车的时间和地点并保留相应的票据

作为证据进行举报。当驾驶员乱收费时，乘客可采取隐蔽

方式如录音等以保留证据。
投诉情况经查明属实，该支队将开具违法行为通知书并

进行相应的罚款，情节严重的，可吊销驾驶员从业资格证。

如遇乱收费拒载甩客等
可拨71433030投诉

本报讯（记者 崔萌 袁治卫）2月2日~3日，副区长冉

庆国、康平分别带队开展节前安全检查。

2月 3日，冉庆国先后前往永辉超市、金佛小区B区等
地，详细了解超市内各商品检疫、销售、加工等情况，检查小

区电梯安全管理、隐患排查等工作。
冉庆国要求，相关部门要进一步履行好监管职责，认

真梳理排查各种安全隐患。要加大食品安全检查力度，

尤其注意面点、生鲜食品的流通环节，规范管理好作业人
员的操作流程以及加工间的环境卫生，及时排除和整改

安全隐患，保证菜品的有效供给。电梯维保公司要严格

按电梯保养规则逐项进行维保，电梯使用单位要进一步
完善安全管理工作规范，加强电梯日常检查和节假日值

班，确保电梯安全运行。

2月 2日，康平先后前往南道高速金佛山北下道口、金
佛山北坡游客服务中心、金佛山北坡索道上站等地，详细检

查景区安全情况。
康平说，春节期间景区游客增多，安全压力增大，相关

部门和旅游企业要严格落实安全责任，按照全覆盖、零容
忍、严执法、重实效要求，加大旅游安全检查力度。要全方

位做好交通、天气、人流量等情况预警，完善应急处置预案，

加强应急值守。要加强景区道路交通节点疏导，严禁车辆
超速超载，严防道路车辆长时间拥堵。要强化旅游市场管

理，严格规范景区内外经营行为。要创新服务理念和方式，

着力提高景区服务水平，为游客提供温馨舒适的旅游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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