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充分发挥党建引领作用，积极探

索发展之路，启动乡村振兴新引擎；

创新生产经营模式，积极推进土地流

转，探索多种增收路径。截至今年6

月，全区村均经营性收益达10.35万

元，同比增长76.9%，创历史新高。

这一切，源自璧山坚持把发展壮

大村级集体经济作为提升农村基层党

组织组织力、推动乡村振兴的“牛鼻

子”工程。今年以来，璧山区通过强

化组织领导、倾斜资金政策、加大跟

踪督导、建立利益联结等“一揽子”

举措，推动党建资源、党建成果转化

为发展资源、发展成果，持续发展壮

大村集体经济。

党建引领
吹响村集体经济发展号角

“第一回参与分红大会，就拿了一

个大红包，实在太高兴了。”今年5月

18日，河边镇村民王理铃接过新四村

党委书记冉太伟递过来的红包，脸上

笑意盈盈。当天，由河边镇新四村主

办的股份经济合作联合社年度收益分

红大会，在村民吴朝坤家的院子举行。

这是该村去年10月成立股份经

济合作联合社全额注资的子公司——

新四天枢商贸有限公司以来，村民们

领取到的第一笔红利。该公司与新四

村村委会合署办公，由村两委班子成

员带头，以“支部+公司+农户”的

形式，整合村里蔬菜种植基地、养殖

场、微型田园综合体等农产品资源，

做好农副产品的销售和配送服务。

“新四村的全体村民都是我们的

股东，村集体经济发展壮大后，大家

都能受益”。冉太伟告诉记者，公司

成立后，签订的第一单是为区人民医

院提供食材和配送业务，在大家共同

努力下，现在公司的业务订单也越来

越多。截至目前，加上近70万元的

公司营业额，村集体经营性收入有

75万元左右。

冉太伟介绍，抛开支出费用，村

集体经济收益可分配净利润有12万

元，其中30%用于集体扩大再生产

和集体文化生活、福利等，60%用于

全村股民分红资金，10%用于奖励对

村集体经济做出贡献的人。村里将不

断拓展相关业务，向广大市民提供绿

色、新鲜、货源直供的家禽和蔬果，

以推动村级集体经济不断壮大，让村

民的腰包越来越鼓。

如今，在我区行政村中，这样的分

红越来越多。

穷家难当，一直是制约农村发展

的“瓶颈”，过去，由于行政村“无钱办

事”，导致村级党组织“有心无力”。

破“茧”刻不容缓！为此，璧山区

坚持党建引领村级集体经济发展，将

其作为促进村级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内

容和提升基层党组织组织力的重要抓手，

推动村级集体经济不断壮大，持续带动群

众稳定增收。“一村一策”制定发展壮大村

级集体经济实施方案，明确发展目标、推

进计划和保障措施，促进项目发展落地见

效。出台《璧山区村级集体经济组织收益

分配指导意见（试行）》，明确各村级集体

经济组织可根据本村集体收入情况按比

例提取奖励资金，用于集体经济组织管理

者和发展集体经济有贡献人员的奖励，提

振发展村级集体经济内生动力。

同时，我区印发《关于开展村民委

员会与村股份经济合作社分账管理工作

的指导意见》，明确账户分设、资产分

管、核算分立，进一步规范集体经济组

织财务管理。制定《关于进一步发展壮

大新型村级集体经济的指导意见 （试

行）》，明确“资产收益型、经营带动

型、股权收益型”三类发展路径，指导

性、可操作性明显增强。

不仅如此，为加大对发展壮大村级

集体经济有贡献人员的奖励力度，我区

在原有村级自筹奖励基础上增加区级奖

励，每年预算奖励项目资金，对年经营

性收入达60万元以上且年经营型收益达

15万元以上的村级集体经济组织管理者

及相关贡献人员，按0.8万元/村的标准

进行基础奖励；此外，根据各村级奖励

兑现情况和年经营收益情况，对全区排

前10名的村级集体经济组织负责人按0.5

万元/人增加激励奖励，进一步调动集体

经济组织管理者及相关人员干事创业积

极性。（下转2版）

发展壮大集体经济 激发乡村振兴活力
——璧山区发展壮大村级集体经济综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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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 曾清龙 覃

雪 文/图）7月5日，“2022重庆6.18

电商节”暨“寻找西部带货王电商主播

大赛”闭幕式在区文化艺术中心大剧

院圆满举办。闭幕式上，主办方发布

了“2022重庆6.18电商节”取得的主

要成效，举办了“寻找西部带货王”电

商主播大赛颁奖盛典、电子商务助力

乡村振兴签约仪式（产业带和超能团

队）和川渝双基地共建计划签约仪式，

点亮了“新品牌 新乡村”计划。

区委书记秦文敏，市商务委员会

副主任王珏，市乡村振兴局副局长徐

海波，四川省商务厅副厅长梁勇，重庆

广电集团总裁牟丰京，区委副书记严

兵等出席活动。

“2022重庆6.18电商节”由重庆

市商务委主办，四川省商务厅及重庆

市教委、市经济信息委、市农业农村

委、市乡村振兴局、团市委、市邮政管

理局等市级相关部门支持，从4月28

日启动并持续至6月28日，为期2个

月。活动以“融合发展·电商赋能”为

主题，联动各重点商贸企业、电商平台

及服务机构、区县、相关行业协会等，

围绕“爱尚重庆·双品网购节”与“电子

商务助力乡村振兴”两大主题，组织开

展了“嗨购大联欢”“渝惠全城”“新消

费品牌培育行动”“渝乡优品产业振兴

计划”“热土梦想超能团队计划”“惠邮

农品物流支持计划”“首届寻找西部带

货王电商主播大赛”“美好重庆商家护

航计划”等100多场惠民惠企的消费

促进活动，全方位引爆年度消费热潮，

有力促进消费回稳增长，有效推动线

上线下深度融合，为助力乡村振兴战

略实施，激发商务经济活力，扎实稳住

经济大盘作出了积极贡献。据第三方

平台监测，活动期间全市网络零售额

324.9亿元，同比增长17.9%；其中实物

网络零售额 266.2 亿元，同比增长

26.1%。

严兵在致辞中表示，顺应数字经济

发展大势，璧山积极拥抱新电商时代，

加快建设以玉泉湖“进化光环”为代表

的数字经济产业项目，创新电商发展机

制，集聚了一大批电商企业和城市达人

主播、乡村带货网红，是一片适宜电商

产业持续壮大的沃土。“来了就是璧山

人”，衷心希望广大互联网企业、电商

平台、网红主播聚焦特色优势产业、

“璧山好礼”、农副产品和食品精深加工

等重点领域，深入开展合作，引领带动

新消费新体验，赋能乡村振兴，让璧山

优质产品走向全国、畅销各地。我们将

持续营造一流营商环境，完善政策体系

和服务体系，与大家在直播电商这片

“新蓝海”中同行共赢。

“2022重庆6.18电商节”暨“寻

找西部带货王电商主播大赛”的圆满结

束，为以“爱尚重庆·渝悦消费”为主

题的、覆盖各区县及“吃喝玩乐游购

娱”各业态的多元化消费促进活动开了

一个好头。接下来，市商务委将紧紧围

绕国际消费中心城市建设，以提振消

费，稳定经济增长为目标，结合夏季消

费旺季和金九银十传统消费旺季，陆续

举办“不夜重庆生活节”“成渝双城消费

节”“中国（重庆）火锅美食节”“美丽

乡村休闲消费节”“重庆山里好风光”等

系列惠民促销活动，统筹搭建全域联

动、全行业参与的消费促进活动平台和

消费节日，为广大市民带来难忘实惠的

消费“狂欢季”，为消费市场持续回暖和

乡村产业发展注入“新活力”。

区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张忠、副区长张

川参加活动。

2022重庆6.18电商节暨
“寻找西部带货王”电商主播大赛在璧落幕

央行支持两家银行设金融工具
3000亿元规模用于重大项目建设

日前，国务院常务会议确定了政策性、开

发性金融工具支持重大项目建设的举措。人民

银行支持开发银行、农业发展银行分别设立金

融工具，规模共3000亿元，用于补充投资包括

新型基础设施在内的重大项目资本金、但不超

过全部资本金的50%，或为专项债项目资本金

搭桥。该工具作为阶段性举措，有利于满足重

大项目资本金到位的政策要求。

（据《人民日报》）

教育部
高中阶段教育毛入学率提高到91.4%

7月5日，教育部举办第七场“教育这十

年”“1+1”系列新闻发布会。数据显示，

2020年，全国及各省 （区、市） 高中阶段教

育毛入学率均达到 90%以上，如期实现国家

确定的普及目标。2021年，全国高中阶段教

育毛入学率进一步提高到 91.4%，比 2012 年

提高 6.4个百分点。

（据新华网）

重庆获最严格水资源“国考”第三名

近日，经国务院审定，国务院实行最严

格水资源管理制度考核工作组发出 《关于发

布 2021 年度实行最严格水资源管理制度考

核结果的公告》，重庆考核等级为优秀，获

全国第三，为历年来我市在最严格水资源管

理制度考核中获得的最好成绩。

（据 《重庆日报》）

国 内 外 要 闻

本报讯 （记者 曾清

龙 覃雪） 7月4日，区委副

书记、区长江志斌深入基层看

望慰问生活困难老党员，感谢

老党员为党和国家所作出的贡

献，并向老党员表达了区委、

区政府的关怀。

是日，江志斌来到青杠街

道青山社区老党员王安贵家

中。今年79岁的王安贵已有

56年党龄，患有鼻咽癌，长

期需要就医吃药，看病支出

多，生活只靠退休工资维持。

家里仅一老一小，现与残疾孙

子共同生活。

在王安贵家中，江志斌详

细询问了其生活身体现状，嘱

咐老人要好好休息、保重身

体。要求街道和社区多关心照

顾老党员和困难党员的生活起

居，落实落细各类服务保障举

措，办好他们关心的“关键小

事”，提升困难党员的幸福感

和满意度，让他们切实感受到

党的关怀和组织的温暖。

慰问中，江志斌表示，老

党员忠诚一辈子、奉献一辈

子，为党和国家革命建设事业

做出了巨大贡献，是党和人民

最宝贵的财富，关心照顾好

他们的生活，是党组织义不

容辞的责任。相关部门要带

着感情、带着责任帮助他们

解决实际困难，同时要将行

动不便老党员的冷暖常挂心

中，多关心、多串门、多走

动，照顾好他们的生活起

居，并落实好各项政策，切

实把党的温暖送到他们的心

坎上，让困难老党员们真真

切切地感受到党的关怀，幸

福地安享晚年。

江志斌

走访慰问困难老党员

本报讯 （记者 尹秀

秀 简易）近日，由中铁二十

一局五公司承建的合璧津高速

公路双龙大桥双幅架设完成，

标 志 着 合 璧 津 高 速 公 路

43.83公里先期通车段主线全

线贯通，距离2022年年底通

车目标又向前迈进了一大步。

据了解，合璧津高速起于

合川区，接重庆三环铜合高

速，在铜梁区穿越九峰山，过

璧山区，在油溪镇跨长江，接

江习高速与江合高速。其中，

合璧津高速先期通车段路线总

长 43.83 公 里 ， 设 计 速 度

100Km/h，起点至依凤枢纽

为双向六车道，其余路段为双

向四车道，设互通式立交 7

处、服务区1处、收费站4处。

项目建成后，将有效串联

起成渝高速、九永高速、渝蓉

高速、渝遂高速等多条射线高

速公路，在重庆二环和三环高

速之间形成新的连接，辐射带

动沿途区域经济社会实现高质

量发展，助推成渝地区双城经

济圈建设。

“下一步，我们将抢抓夏

季施工‘黄金期’，精心组

织、科学统筹，在保证安全、

质量的前提下，全面推进剩余

路基附属工程、桥面系工程施

工，为合璧津高速先期段年底

通车创造良好条件。”中铁二

十一局合璧津高速公路土建三

标项目相关负责人表示。

合璧津高速先期通车段
主线全线贯通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民生

无小事，枝叶总关情。重庆的

地形地势，天然造就了坡坎沟

崖，也自然留给了人们爬坡上

坎的城市印象。近年来，市委、

市政府牢记习近平总书记的殷

殷嘱托，高质量实施城市更新

和“我为群众办实事”民生项

目，一批高品质的城市公园、登

山步道应运而生，不少因地就

势打造的“口袋公园”也拔地而

起，这些“口袋公园”唤醒了沉

睡的犄角旮旯，成为了市民家

门口的乐园。

“口袋公园”顾名思义，就

是“小”，但公园虽小，却小而

美、小而精。“口袋公园”以

其“因地就势、就近布局、开

放共享”的特点和优势，不仅

丰富了城市景观类型、改善了

城市环境，也受到市民的广泛

欢迎。

“口袋公园”巧在点上开

花，让废弃地变景观带。城市

空间，寸土寸金，在地形崎岖、

坡坎沟崖的山城地区更是如

此。近年来，璧山巧妙利用不

利于单独开发的“零散地、废弃

地、边角地”打造“口袋公园”，

黛山大道旁的野庐公园、沿河

西路旁的嘉谷公园、云巴站旁

的万家岩公园等，把过去的“城

市伤疤”变成了微绿地、景观

带、休闲区，让市民转角遇见

美、出门是风景。不仅是城市，

各镇街也利用道路旁、田坎边

的农村荒地，种花草绿植，建设

休闲亭，打造微型公园，在扮靓

农村环境的同时，也为农村群

众提供了健身休闲场所。

“口袋公园”妙在串珠成

链，让小公园彰显大民生。推

窗见绿，出门见景，是群众对高

品质生活的追求。“口袋公园”

虽小，但其地理距离的接近性，

开放共享性，其所具有的休闲

游憩、体育健身等功能，与大型

公园形成互为补充的体系，进

而更好满足群众的需求。据统

计，如今，璧山公园总量达到35

个，城区人均绿地达 47.8 平方

米，市民步行 15 分钟便有一个

公园。

口袋公园小的是体量，不

缺的是匠心。因地制宜，就地

取材巧改造，打造精品，是建设

口袋公园的要义。如今，璧山

的“口袋公园”越来越多。山水

草木与城市相融相生，令人心

旷神怡；人与自然和谐共处，让

居民生活更方便、更舒心。期

待越来越多的“口袋公园”，营

造更多城市美好，装进更多民

生幸福。（谢捷）

让“口袋公园”装进更多民生幸福

出席活动领导共同点亮“新品牌 新乡村”计划

三合镇二郎村通过引导农户使用绿色生产技术，推进品牌建设，壮大茶

叶产业，激活村级集体经济一池春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