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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管热线架起干群
“连心桥”

今年我区将建3万亩优质精品稻米基地
本报讯（记者 李崎君）昨日，
记者从区农业
农村委获悉，
今年我区计划建设优质精品稻米基
地 3 万亩，
以带动全区 32 万亩优质稻基地建设。
“我区是重庆市发展绿色精品稻米的理想
之地。”区农业技术推广中心主任宋敏介绍，我
区自然生态条件优越，雨量充沛、日照充足，有
30 多万亩稻田处于海拔 600~1000 米的倒置山
区，同时受金佛山小气候的影响，水稻孕穗结实
期气温相对较低，昼夜温差大，作物生长期长，
生产的稻米外观、食味品质俱佳。
目前，全区有优质精品稻米基地 1.7 万亩，
已初步形成了金佛山区、生态农业园区和中部
槽坝区 3 个优质稻产业带，优质稻基地面积达

到 32 万亩。此外，全区还有万库粮油、金禾米
业、龙献米业、兴隆米业、丰粒米业等 10 多家设
计加工能力达 20 万吨的优质稻加工企业。
为了让“南川米好”这块金字招牌更响，我
区不仅严格实施减施农药、减施化肥“两减”计
划，实现从生产到餐桌的无污染，区农业农村委
还按照优质稻品种口感好、抗性强、丰产佳、风
险小的原则，开展品种初选、田间考察、测产、实
收、口感鉴评等综合评价，在全区推荐 10 个优
质稻品种，进一步提升南川米品质。
今年，
我区将以海拔 700~1000 米的三泉、
大
有、福寿、河图、兴隆等乡镇为重点布局，连同周
边共 10 余个乡镇，着力培育优质稻专业合作社

和种植大户，
以 500 亩为一个单元建立绿色精品
稻米基地，
实行品种统采统供、
秧苗统育统插、
肥
料统测统配、病虫统防统治、统一收购等“五统
一”种植。
“各个步骤进行统一，方便日常管理及
后期收割、
出米，
同时也能保证大米品质，
有利于
将南川米打造为高端米品牌。
”
宋敏说。
“去年我种了 2000 亩优质稻，其中 300 亩是
优质精品稻米，103 亩定制水稻价格卖了 2.2 元
一斤，剩余的通过加工企业收购，每斤也卖了
1.6 元。”福寿镇水稻种植大户汪文奇说，自己种
的优质精品稻米成熟后，大受市场欢迎，很快就
销售一空，且销售价格比普通稻米更高。今年
他准备继续种好优质精品水稻。

中海黎香湖邀您四月
“偷菜”六月观星
近日 ，
中海黎香湖欢乐农场，
工人正在管理桃树。
记者 喻梵
摄

本报讯（记者 盛余多）近日，记者走进中
海黎香湖项目施工现场，映入眼帘的是一栋栋
已经封顶的楼房、一个个逐渐完善的设施……
“项目进展非常顺利，部分业主今年可以接房，

游客来黎香湖也有更多可玩的项目了。”中海黎
香湖综合管理部主任张慧说。
中海黎香湖项目由中海集团投资建设，规
划面积 10000 亩，总投资约 160 亿元。项目依托

黎香湖优美的环境资源和生态优势，亲水亲地
保护性开发了生态旅游、休闲度假、康体养生等
丰富内容，将着力打造乡村旅游的高品质目的
地和乡村振兴的示范地。
目前，项目内“春天里”组团一期已完成主
体工程建设，装修单位正在紧锣密鼓开展精装
修工作，预计上半年可以竣工交房；组团二期也
已经进入施工阶段，场平工作基本结束，土建施
工即将开始，计划今年完成主体工程建设。
此外，项目配套设施也在不断完善中，除了
原有的综合运动公园、湿地生态公园、风情商业
街、拓展训练基地、皮划艇俱乐部、婚纱摄影基
地、中医理疗馆、垂钓基地以外，目前又新增了
锦年生活馆，内设书吧、咖啡厅、亲子阅读等设
施，为市民活动提供多元化场地。
同时，中海黎香湖正在精心打造欢乐农场
和星空露营基地两大主题园，让市民到黎香湖
能有更多耍事。欢乐农场一期占地面积 20 亩，
为市民精心打造了果蔬采摘、农耕体验、花卉观
赏、亲子乐园等多种趣味活动体验区；星空露营
基地则结合垂钓基地，打造多主题性的湖边垂
钓、野外露营、亲子活动乐园。
“欢乐农场预计 4 月对外开放，星空露营基
地则在 6 月投用，欢迎市民到时候来黎香湖‘偷
菜’看星、烧烤钓鱼，体验自然风光和田园乐
趣。”
张慧说。

本报讯（记者 王静 梁向红）
“他们处理得真的是太及时了，
城管热线
让我们办事好方便。
”
3月11日，
市民王芳对记者说，
前一天，
她发现东环路隆
化五小旁边有人占道经营，
影响行人过路，
就打城管热线12319投诉，
城管马
上就到现场办结了。

功能：让群众方便投诉
城管热线是一个全国各地都有的普通热线，
近年来，
区城市管理局把
管好城管热线当成重点工作来抓，
尽量让城管热线发挥作用，
方便群众。
该局要求，城管热线接到投诉，要在规定时间内办结，工作日 30 分钟
就要投入办理，
节假日 240 分钟内必须到场办理。为确保热线及时得到处
理，
该局安排四个人专门负责热线的接报与分流处理。接到电话，
工作人
员马上分流出去，
让相关科室立即投入工作，
处理问题。办结后，
办理人员
要将办理情况回复到热线平台，
让平台结案。
今年 2 月，
该局城管热线接到 167 个投诉热线，
负责管理热线工作的工
作人员艾大元说，
有的问题是城市管理局能马上办理的，
他们就会提醒工
作人员马上办理。有的问题必须与其它部门联合处理，他们就会报告领
导，
共同协作处理问题。
区城市管理局副局长余道勇说，有一次接到投诉，有个井盖坏了，里
面的管线涉及很多部门，一时分不清该哪个单位负责，区城市管理局就
拿出担当精神，
主动承办，马上处理，给群众一分满意与方便。

目的：让群众参与管理
城管热线接到的投诉内容，很多都关系市民的生产生活，如车辆乱
停、占道经营、路灯损坏、下水道冒水、花台树木受损等。余道勇说，这
些事说小，确实小，也许半个小时就处理了；说大，也能大，有时候因为
一些小事没处理好，群众就会对干部的工作不满意。所以该局高度重
视这些工作，极力为群众解决好他们投诉的问题。这样一来，大城众
管，让群众参与到城市管理中来，做城市真正的主人。
余道勇说，一次，有人投诉广场路路灯不亮的问题。本来接线员以
为对方是广场路的居民，说修好马上回复对方，结果对方说是过路人，顺
便提醒一下城管工作人员，怕学生过路出安全事故。分管这项工作的余
道勇很感动，他说市民都有主人翁精神，城管工作人员更应该有主人翁
精神，
管理好我们的城市。

效果：城管热线很贴心
近年来，
由于城市管理局及时处理热线投诉的问题，
加大热线的宣传
力度，
有问题打热线的群众比往年增多。有事打热线，
就不用群众跑一趟。
余道勇称，办好城管热线，看似小事，其实是一个单位对工作的认
识高度的体现，群众身边的事，由群众发现、监督。城市管理像绣花一
样精细，细节处见真功夫。一个小小热线，对城管舆情、投诉城市、管理
问题都得到掌控，工作的处理效率拿入单位工作人员考核，占比极大。
目前，他们对城管热线的处理工作
推进情况比较满意。
市民王芳女士对记者说，她打
热线电话的时候，都是抱着试一试
的心态，没想到相关工作人员马上
就来处理了，她对区城市管理局工
作人员的这种工作态度非常满意，
感觉城管热线很贴心。

区人大常委会
调研民营企业发展法治环境
本报讯（记者 邓的）3 月 12 日，区人大常委会主任康纪强带队，调研
区工商联青委会及民营企业发展法治环境。
调研组先后前往南川利华塑料制品有限责任公司、重庆斗大混凝土
有限公司、重庆泽恺实业有限公司，了解我区工商联青委会及民营企业发
展法治环境，详细了解企业生产经营情况，并与企业负责人、技术管理人
员交流，
认真听取意见建议。
座谈会上，康纪强要求，要全面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在民营企业座
谈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坚定贯彻新发展理念，全力营造良好营商环境，
用心用情服务好民营企业，
切实促进民营经济实现高质量新发展。
康纪强说，各级各部门要切实把鼓励、支持、引导民营经济发展的政
策措施落到实处，为民营企业健康发展创造安全的政治环境、稳定的社会
环境、公正的法治环境、优质的服务环境。各民营企业要积极学习，加强
交流，科学谋划，精准发力，积极转型升级，加强防控，不断增强创新能力
和核心竞争力，充实企业文化，做大做强企业。各企业家要诚信守法，积
极提升个人素质，自觉履行社会责任，引导全社会形成诚信经营的良好氛
围，助推全区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
区人大常委会副主任曹维灿，副区长、区公安局局长王立，区人民法
院院长孙养统参加调研。

古花镇栽种
烤烟 1350 亩
3 月 11 日，在古花镇烤烟
育苗棚内，管理人员正在查看
棚内温度。
近来气温升高，适合烤烟
育 苗 ，烟 苗 已 经 露 出 了 头 。
今 年 ，该 镇 计 划 栽 种 烤 烟
1350 亩。
记者 袁治卫 摄

区政协对商贸物流园区
建设情况开展主席视察

今年我区计划启动实施棚户区改造 3000 户
本报讯（记者 梁向红）3 月 11 日，记者从区
住房和城乡建委获悉，根据《2018-2020 年棚户区
改造专项规划》，2019 年，我区计划启动实施棚户
区改造 3000 户，改造面积 25 万平方米，惠及群众
10000 余人。
根据棚改三年攻坚行动计划，全区计划三年
完成棚户区改造 76 万平方米、
6188 户。去年，
我区
已完成改造面积 14.5 万平方米、
改造户数 1810 户，
直接惠及群众 5500 余人。今年，我区计划启动实
施棚户区改造 3000 户，改造面积 25 万平方米，涉
及东街片区、六角楼片区、黄泥堡片区、硫磺大院

片区（二期）等项目，
将惠及群众 10000 余人。
目前，已启动东街二期、大土粮站两个片区
的 签 约 工 作 ，共 完 成 签 约 1696 户 ，23.4 万 平 方
米。其中东街二期 939 户；大土粮站 757 户。安
置房和道路范围已完成房屋拆除约 775 户，面积
约 18 万平方米。接下来，将完成东街二期和大土
粮站两个片区剩余户的签约攻坚工作；启动北街
农贸市场片区、百货公司片区和六角楼片区的房
屋签约工作；启动龚家塘片区房屋征收补偿签约
工作等。
区住房和城乡建委住房建设科科长符伟介

绍，在推进棚户区改造过程中，我区根据棚户区
改造专项规划，坚持“量力而行、尽力而为”的原
则，由政府统一规划，分期实施，全区平衡，大力
推进棚户区改造工作。在改造过程中，坚持政府
主导和平台公司实施，坚持棚户区改造与招商引
资、生态建设、历史保护相结合，力促通过新一轮
棚改实现土地利用开发的良性循环，城市发展格
局大提升。

本报讯（记者 崔萌）3 月 13 日，区政协对商贸物流园区建设情况开
展主席视察。
是日上午，视察组前往花山南苑 A 区、B 区，中药材初加工基地，金华
丽苑安置小区，渝南黔北花木批发市场，亿联南川建材家居汽车城和申
佳天馥城，详细了解商贸物流园区各项目建设情况。
去年来，
园区牵头实施的金华苑安置小区、
花山南苑 B 区、
渝南黔北花
木批发市场和申佳天馥城四个重点项目共计完成投资 7.9 亿元。金华丽苑
安置小区正在开展综合验收，拟于 3 月下旬启动交房，南大街延伸路已于
春节前全线贯通，
花山南苑 A 区棚户改造项目已开展场平。今年园区计划
实施园区景观提升工程、月星家居、汽博中心等重点项目十个，完成投资
11.3 亿元。同时，努力创新思路抓好市场培育，立足现代消费需求和消费
模式，
加快发展现代服务业，
力争新增市场运营面积 5 万平方米。
区政协主席简支全说，商贸物流园区不断焕发出新的魅力、实力和
潜力。在下一步的工作中，要做好调整定位、狠抓规划、加快拆迁、重建
设施、大力招商、营造氛围等工作，做到高起点、全配套，着眼未来。要进
一步凝心聚力、勇于探索、真抓实干，把园区打造成为产城融合样板区、
示范区，
让园区成为我区经济的能量之源、活力之源。
副区长冉庆国陪同视察；区政协副主席胡晓、蒋建、杜帆、舒茂全参
加视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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