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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李文静 通
讯员 王永平 摄影报道）7 月
26日，沙鱼镇人大办、平安办、
司法所、派出所等相关单位，
利用赶集日，大力开展行政复
议相关法律法规集中宣传活
动。

宣传中，人大代表和工
作人员一边将印制有行政复
议相关法律法规的宣传折页
和普法宣传品派送到赶集群
众手中，一边向过往群众宣
传讲解行政复议体制改革的

内容、行政复议相关法律法
规，普及行政复议的性质作
用、受理范围、申请方式、办
理流程等知识，引导群众通
过行政复议渠道表达合法诉
求、解决行政争议，维护自身
合法权益。

据悉，此次宣传活动共
发 放 行 政 复 议 普 法 宣 传 品
1000 余份，解答群众咨询问
题 20 余个，进一步扩大了行
政复议法律法规的知晓度和
影响力。

沙鱼镇

积极普及行政复议知识

人大代表接受群众咨询

7月28日，我区全国文明城区建设社会环境推进组工作会召
开，贯彻落实全区2022年全国文明城区建设工作推进会议精神，
对社会环境推进组和区公安局2022年度文明城区建设相关工作
进行再动员、再部署。区政府副区长、区公安局局长赵吉春参加
会议。 （通讯员 唐隆极）

7月31日上午，区政府副区长魏晓涛带队去到清平镇检查汛
期应急值班值守情况，督导文明城区建设、疫情防控及企业安全
生产等工作并召开专题会议。 （通讯员 肖立夫）

本报讯（记者 刘亚春）7
月 29 日，记者从 2022 年暑期
360产业基地种子计划实习实
践结业典礼上获悉，该基地注
重优化人才资源配置，积极培
养高端数字安全人才，大力实
施“种子计划”。

据了解，重庆 360 网络安
全协同创新产业基地从重庆
市各大高校招募到200多名网
络安全相关专业的大三、大四
学生，在暑期进行了为期一个
月的网络安全基础知识和专

业知识学习、实战训练，并向
顺利完成实习实践的学员颁
发了种子计划证书和企业意
向合作书。据重庆360网络安
全协同创新产业基地负责人
介绍，完成实训后，这些大学
生可推荐进入360旗下相关分
公司和政府部门实习和就业。

据悉，本次为期一个月的
种子计划暑期实习实践项目
的顺利结束，也成为了这批大
三、大四学生开启网络安全事
业的起点。

重庆360网络安全协同创新产业基地

暑期种子计划实习
实践项目顺利实施

8月2日，区政协文史学习委召开议政沙龙筹备会。区政协
副主席李文莉参加会议。 （记者 周云）

本报讯（通讯员 孟伟亮）8 月 2
日，重庆市打击整治养老诈骗专项行
动第四督导组组长、市高法院审判委
员会专职委员刘澜平带队对我区打击
整治养老诈骗专项行动工作开展情况
进行督导。督导组一行听取了我区工
作开展情况汇报，并前往三庙镇实地
进行督导调研。区委副书记谢东参加
专题汇报会并作表态发言。

刘澜平指出，合川区委区政府高
度重视打击整治养老诈骗专项行动工
作，认真贯彻落实中央决策部署和市
委工作要求，以务实举措推进各项工
作，宣传发动广泛，线索摸排深入，取
得了阶段性工作成效。

刘澜平强调，要持续抓好宣传发
动，不断加强宣传密度、广度和热度，
创新宣传方式方法，让识骗防诈知识
家喻户晓、深入人心；要加大依法打击
力度，保持高压态势，坚决铲除违法犯
罪行为的滋生土壤，切实守护好老年
人的养老钱。要深入开展线索核查，
加大核查力度，查深查细查透，确保线
索核查件件有着落；要深化开展行业
整治，充分发动行业主管部门积极性，
全面深入排查化解，及时填补行业监
管漏洞，建立健全长效机制，推动专项
行动向纵深发展。要加强组织领导，
发挥专项办牵头抓总的作用，压紧压
实各相关单位工作责任，加快专项行
动全盘组织推动。

市
督
导
组
来
合
督
导
打
击
整
治
养
老
诈
骗
专
项
行
动
工
作

切
实
守
护
好
老
年
人
的
养
老
钱

本报讯 根据区委关于巡察工作的统
一部署，截至2022年8月1日，十五届区委
第二轮巡察的 5 个巡察组已完成对 10 个
区级部门、5个镇的进驻。

本轮巡察将对区妇联、区科协、区残
联、区应急局、区林业局、区招商投资促进
局、区委史志研究中心、区供销合作社、区
新城建设发展中心、区申遗事务中心、双槐
镇、龙市镇、钱塘镇、三庙镇、二郎镇等15个
区管党组织开展常规巡察，并对其中5个镇

所辖的88个村（社区）开展延伸巡察。
各巡察组陆续召开见面沟通会、进驻

动员会。会上传达了区委书记郑立伟在
听取第一轮巡察情况汇报时的讲话要求
和区委第二轮巡察动员部署会精神，通报
了有关工作安排，对支持配合巡察工作提
出了明确要求。

区委巡察组将深入贯彻党中央决策
部署和市委、区委要求，把“两个维护”作
为根本任务，围绕“三个聚焦”监督重点，

突出被巡察党组织职能责任，紧盯“一把
手”和领导班子，深入查找政治偏差，着力
发现和推动解决群众反映强烈的突出问
题，以巡察监督的实际成效迎接党的二十
大胜利召开。

各被巡察单位党组织主要负责人表
示，将坚决拥护区委决定，以这次巡察为
契机，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
讲话、重要指示批示精神，自觉主动接受
巡察监督，全力支持配合区委巡察组开

展工作。
巡察期间，各巡察组设有专门的联系

电话、电子邮箱及邮政信箱，主要受理反
映被巡察单位党组织领导班子及其成员，
以及下一级党组织领导班子成员和重要
岗位干部问题的来信来电来访。其他不
属于巡察受理范围的个人诉求、涉法涉诉
等信访问题，将按规定转有关部门认真处
理。巡察组受理信访时间截止到2022年
10月31日。

十五届合川区委第二轮巡察全部进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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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五届区委第二轮巡察进驻情况一览表

组别

区委第一巡

察组

区委第二巡

察组

区委第三巡

察组

区委第四巡

察组

区委第五巡

察组

被巡察单位

区应急局

区委史志研究中心

钱塘镇及所辖村（社区）

区妇联

区林业局

龙市镇及所辖村（社区）

区科协

区新城建设发展中心

双槐镇及所辖村（社区）

区招商投资促进局

区申遗事务中心

三庙镇及所辖村（社区）

区残联

区供销合作社

二郎镇及所辖村（社区）

组长

黎军

李端

唐勇

高银廷

吴从全

联系电话

42756100

42756143

42756043

42756455

42756307

电子邮箱

308449657@qq.com

hcxc2z@163.com

HCxc3z@163.com

840484806@qq.com

47858858@qq.com

邮政信箱地址

合川区希尔安大道222号区纪委204室

合川区希尔安大道222号区纪委202室

合川区希尔安大道222号区纪委206室

合川区希尔安大道222号区纪委208室

合川区希尔安大道222号区纪委211室

办公地点

区城投大厦306室

区委史志研究中心1412室

钱塘镇政府退役军人之家办公室

区政府前楼933室

区林业局办公大楼401室、404室

龙市镇政府后楼107室、306室

区政府前楼912室

区新城建设发展中心304、308室

双槐镇政府办公楼316室、318室

区政府前楼416室、418室

区政府前楼1127室

三庙镇文体服务中心

区残联1楼会议室

区供销社6楼会议室

二郎镇政府105、107室，1楼视频会议室

（区委巡察办供稿）

走进涞滩镇两堂村，曾经的撂荒地
变身为增收良田，一条条新修沟渠萦绕
田野山间，一条条耕作便道遍布田间地
头，村民脸上洋溢着幸福的笑容，全域
土地综合整治在这片土地谱写了乡村
振兴“新篇章”。

涞滩镇两堂村全域土地综合整治
项目是 2021 年经自然资源部批准的全
国首批试点项目之一，区规划自然资源
局通过实现“三生”空间有机更新、严格
落实耕地“进出平衡”政策、构建多元投
资共管机制等方式，让两堂村的美丽田
园效果逐渐呈现。

改革创新求变
实现“三生”空间有机更新

“两堂村的巨大变化是村庄规划+
全域土地综合整治的成果。”两堂村驻
村第一书记唐勇告诉记者，涞滩镇两堂
村是重庆市首个实现村庄规划和全域
土地综合整治规划充分融合的村庄，实
现了生产空间集约高效、生活空间宜居
适度、生态空间山清水秀。

两堂村通过土地整治实现了农田
宜机化改造，有效推进农业高质量发
展；通过植被斑块、林带的构建，优化了
生态空间，在生态关键节点、生态断裂
点以及山脊线和溪沟两侧构建大型植
被斑块34亩、林带5422米；通过人居环
境整治，营造了宜居舒适的生活空间，
建设适度集中居民点 1 处、47 户，复垦
零星、分散、闲置、废弃的农村宅基地50
户、15 亩。同时，两堂村还秉持乡村美
学思想，注重乡村场景营造，在村口、农
村集中居民点、土地平整区、溪河及村
域制高点等节点布局农耕文化展示点，
推动农旅融合发展，激活乡村振兴“一
池春水”。

加强耕地保护
严格落实耕地“进出平衡”政策

针对农村人口老龄化、土地弃耕抛
荒、集体经济空壳化等问题，区规划自

然资源局切实抓好耕地保护工作，严格
落实耕地“进出平衡”政策，大力推进土
地宜机化整治，将高低不平、大小不一、
分散零碎的地块通过整治，改造成适合
中小型农业机械下田耕作、播种、管护、
收获的宜机化土地，并配套完备道路、
灌溉与排水设施。建设宜机化农田
3583 亩，新增耕地 495 亩，让当初的一
片片“冷浸田”“烂脚田”“沙谷地”逐年
向“田成方、林成网、路相通、渠相连”的
宜机化农田蝶变。

“我们村修了柏油路主干道，从主
干道到田间地头还有机耕道，不光出行
方便，耕种也不用肩挑背磨了。”两堂村
村民周福明说，全域土地综合整治通过
农用地整理，以前的小田块都变成了适
于机械耕作的大块田，村民的钱包也鼓
了起来，实实在在感受到乡村振兴的好
处。

发挥平台功能
构建多元投资共管机制

作为关系乡村振兴和生态文明建
设的战略性、长期性、基础性工作，全域
土地综合整治任重道远。区规划自然
资源局建立起了政府主导、公众参与的
工作机制，充分发挥中央财政资金的引
导作用，同时鼓励社会资本参与，探索
建立多元化资金筹措机制。

区规划自然资源局整合涉农财政
投资 8973 万元，已完成投资 5000 余万
元。此外，通过在重庆农村土地交易所
平台推介招商信息，让涞滩镇两堂村全
域土地综合整治项目引起社会各方广
泛关注。

“目前，项目区引进两个绿色生态
循环农业企业，流转土地 2000 余亩，主
要发展牛、水稻和玉米等产业。”两堂
村党支部书记王强告诉记者，两堂村
全面完成全域土地综合整治后，将形
成一幅田成方、路成框、渠成网的田园
画卷，希望更多优质企业走进两堂村，
通过产业赋能，跑出乡村振兴“加速
度”。

全域土地综合整治
谱写乡村振兴“新篇章”

——区规划自然资源局推进全域土地综合整治
○记者 刘冰凌

耕地是粮食生产的命根子。近年
来，沙鱼镇因地制宜念好“山字经”，建
立起适应现代特色效益农业发展要求
的生产经营新机制，在燕子村积极开展
土地宜机化整治及机械化耕作，将坡耕
地变成大片梯田，将小山村变成美丽田
园，探索出一条村民增收、产业增效、生
态增值的“致富路”。

创新土地流转
闲置土地化零为整

传统种植业一直是燕子村村民的
主要谋生手段，但随着城镇化速度加
快，小农生产方式收入较低，大量劳动
力外出打工，曾经的良田成了撂荒地，
针对这个问题，沙鱼镇积极创新土地
流转政策，推动土地化零为整。一方
面，坚持“科学选点，绿色生态”“政策
引导，多方参与”的原则，优先在集中
连片、业主积极性高的粮食产区选点，
充分发挥财政资金引导作用，带动受
益者投工投劳投资。另一方面，坚持

“谁用谁建，差额自筹”“以田为主，兼
顾群众”的原则，与重庆市合川区万众
行农业专业合作社联合社（简称“万众
行联合社”）签订土地合同，建立“差额
自筹、谁用谁建、先建后补”的灵活有
效机制，广泛开展宣传，让更多的村民
参与土地流转，让分散土地向农业专
业合作经济组织集中，增强农业生产
的组织化程度，加快农业产业结构调
整步伐，实现土地规模化经营。

“我们镇各村综合服务社已经与
农户签订了《土地经营权委托流转合
同书》200 余份，涉及土地 590 余亩。”
沙鱼镇农业中心相关负责人告诉记
者，只有将细碎凌乱的土地进行集约
化管理，才方便开展农田小变大、坡改
平、坡改梯（或陡改缓）的宜机化改
造。沙鱼镇组织各村召开村民代表
会、村民小组会、院坝会等各类群众会
20 余场次，鼓励群众将土地经营权集
中流转到村综合服务社，为土地宜机
化改造打下坚实基础。

推进宜机化改造
经济效益显著增加

沙鱼镇运用各项举措推进土地宜
机化基础设施建设，提升农业机械化水
平，有效解决农机“作业难”问题。一是
明确改造标准，严格执行“四不标准”消
除土坎、耕种死角和平整低度边坡，让
大型农业机械和农用车辆能够直达田
间地头。二是增加有效耕地面积，通过
宜机化改造，消除了多余的田埂、厢沟，
使得零碎分散地块变得相对集中，土地
重新得到利用。三是启用轮作种植模
式，进一步优化种植结构，有序地在季
节间和年度间轮换种植不同经济作物
和粮食作物，既保护了耕地，也提高了
粮食产量。

土地宜机化改造取得的效益是显
著的，机械化作业的高效带来作业成本
的显著降低，实现了节本增收。改造后
的土地平均每亩种植粮食作物节约成
本 210 元，主要经济作物节约成本 300
元。玉米籽粒机械化收割技术的引入
让玉米收获时间缩短到 20 分钟/亩，亩
均节约成本 290 元。测土配方施肥、病
虫害统防统治的实施减少了化肥农药
的使用量，农业面源污染降低约 20%，
有效促进了农业的可持续发展。此外，
沙鱼镇还鼓励经营主体将土地种植劳
务和管理承包给村民，通过经营主体带
动，壮大集体经济。

“自从我将自家土地流转出去，每
年靠土地流转费和务工收入都可以过
上稳定的日子。”年过五旬的吴登碧是
燕子村 11 组的村民，谈起村里流转土
地搞农作物规模化种植，她的语气中透
着赞同和支持。

沙鱼镇农业中心负责人告诉记者，
燕子村实施土地宜机化改造以来，村集
体增收14500元，有60余人实现稳定就
近就业，就近雇工超 2000 余人次，带动
当地农户务工增收 70 万余元。土地宜
机化改造让吴登碧一样的普通村民守
牢了“饭碗田”，走上了家家有产业、户
户有钱赚的“致富路”。

守牢“饭碗田”
铺筑“致富路”

——沙鱼镇推进土地宜机化改造助力乡村振兴
○记者 刘冰凌

将改革进行到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