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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民们荷包鼓起来了，脸上的笑容也多
了。不过，綦江区万隆村党总支书记令狐克
军却感觉到了更大的压力。

通过“景区+农家乐+贫困户”的扶贫模式，
万隆村摘掉了“贫困”的帽子。不过，目前万隆
村让游客动起来的项目并不多，这让令狐克军
每天不得不思考怎么让游客耍得更开心。

“大力发展乡村旅游、精心培育特色产
业，实施乡村旅游扶贫，正是推进綦江区融入

长江经济带发展战略的一项重要抓手。”綦江
区旅游局副局长颜稳介绍，目前，綦江旅游已
形成了万隆村、古剑山等九个旅游度假区。
今年1月至6月，全区接待游客484.5万人次，
同比增长20.9%；实现旅游综合收入15.42亿
元，同比增长29.1%。未来，綦江区将进一步
加大旅游供给侧改革，壮大产业规模，打造核
心品牌和特色节会，丰富旅游产品，促进产业
融合发展。

谋划更多“耍事”留住游客

重庆商报-上游财经记者 周尚斗 张宇 实习生 鄢荭钰

“有女不嫁万隆山，天晴落雨把门关。一天三顿沙
沙饭，肚皮烤起火斑斑。”这是距重庆綦江城区100公
里的石壕镇万隆村昔日的写照，这里曾是重庆市级重
点扶贫村。

如今，万隆村近一半村民参与发展农家乐等旅游
配套，人均年收入从2014年的2983元增加到2016
年的12137元，比綦江全区平均水平还高。万隆村3
年来的巨大改变，正是因为大力发展乡村旅游。

2016年初，习近平总书记视察重庆时提出，扶贫
开发成败系于精准，要找准“穷根”、明确靶向，量身定
做、对症下药，真正扶到点上、扶到根上。总书记的指
示再次坚定了綦江人攻坚克难、脱贫致富的决心，大
力实施乡村旅游扶贫，促进旅游产业供给侧改革，让
綦江走上了建设国家级旅游度假区的快车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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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积极向上的精神状态
迎接十九大

这个昔日的贫困村是怎么做到的？
人均年收入从2983元增加到12137元

中共重庆市委召开市级民主党派工商联
负责人和无党派人士代表座谈会

陈敏尔出席并讲话

7 月 28 日 中 午 ，在 海 拔
1300多米的万隆村游客接待中
心，头顶的烈日格外灼热，气温
逼近40℃。

中午，今年 36岁的罗成正
在自家酒楼忙个不停，从17岁
开始学厨的他，已经练就了一
身边切菜边指挥的本领。厨房
没有空调，罗成不停用毛巾擦
汗，避免汗水滴入菜里。随着
一批又一批客人的到来，他又
连忙走出厨房，频繁地穿梭在
各桌之间为客人点菜。

靠着万隆村的旅游带动效
应，今年夏天预计有超过50万
人次到此避暑纳凉，罗成的酒
楼自然被游客挤爆。尤其是周
末，具备50桌规模的酒楼更是
一座难求，仅凭经营餐饮，罗成
一月就能收入30万元。

虽然酒楼生意红火，但是
罗成告诉商报记者，在山高水
远的綦江万隆村经营餐饮，都
是出于“曲线救国”的无奈。

令人没想到的是，这位在

厨房掌勺炒菜的大厨，其实是
越野赛车发烧友，还曾拿过东
盟国际汽车拉力赛冠军。2014
年，家在九龙坡的罗成在重庆
巴南的山地越野主题公园项目
被万隆村看中，被作为游乐项
目引入。然而，经历了中途合
伙人撤资、家里人的反对，信心
满满的罗成心生退意。在关键
时刻，当地政府为罗成注入了
强心针，并为其汽车项目垫资
15 万元。政府不留余力的支
持，也给了罗成破釜沉舟的勇
气，他投入180万元在当地建起
了最大的酒楼，以餐饮的流水，
补贴汽车项目的后续开发。罗
成说，现在汽车运动基地一期
项目已经正式运行，吸引了路
虎、丰田等著名汽车品牌到此
举办车友会和体验活动。随着
花坝的人气与日俱增，罗成旗
下的“观光+娱乐+餐饮”产业
链也逐渐形成。如今他把老
婆、孩子都接到了村里，享受着
忙碌充实的时光。

主城赛车发烧友 扎根乡村月入30万

据重庆日报消息 8月7日，中
共重庆市委召开市级民主党派、工
商联负责人和无党派人士代表座谈
会，听取对当前工作的意见建议，
共商多党合作事业发展。市委书记
陈敏尔出席会议并讲话。

市委常委、市委组织部部长
曾庆红，市委常委、市委秘书长王
显刚出席会议。市委常委、市委
统战部部长陶长海主持会议。

座谈会上，民革市委主委王
新强、民盟市委主委吴刚、民建
市委主委沈金强、民进市委主委
陈贵云、农工党市委主委杜黎明、
致公党市委主委张玲、九三学社
市委专职副主委杨开奎、台盟市
委主委李钺锋、市工商联主席涂

建 华、无 党 派 人 士 代 表 李 明 发
言。大家一致表示，要始终在思
想上政治上行动上同以习近平
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保持高
度 一 致 ，坚 决 拥 护 中 共 中 央 决
定，高度自觉地把思想和行动统
一到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做好重
庆当前工作的重要指示和视察
重庆重要讲话精神上来，在中共
重庆市委领导下，统一思想、凝
聚力量，为重庆改革发展建睿智
之言、献务实良策，以新业绩新
气象迎接中共十九大胜利召开。

陈敏尔说，统一战线始终是中
国共产党夺取革命、建设、改革事
业胜利的重要法宝。党的十八大以
来，习近平总书记就多党合作和统

一战线工作，多次发表重要讲话，
提出了一系列新思想新观点新要
求，为做好统战工作指明了方向、
提供了遵循。重庆统战历史悠久，
是我国民主党派的重要发祥地。重
庆直辖以来特别是十八大以来，全
市各民主党派、工商联和无党派人
士牢牢把握大团结大联合的主题，
紧紧围绕中心，自觉服务大局，团
结带领广大成员，认真履行参政议
政、民主监督和政治协商等职能，
为推动全市经济社会发展、维护社
会和谐稳定作出了重要贡献。大家
的发言，体现了高度的政治自觉和
坚定的政治立场，体现了对中共重
庆市委工作的全力支持，体现了对
推动重庆发展的责任感使命感，体

现了民主党派同心同德、肝胆相照
的优良传统，进一步坚定了我们做
好重庆工作的信心和决心。陈敏尔
代表中共重庆市委向各民主党派、
工商联和无党派人士表示衷心感
谢。

陈敏尔指出，做好当前全市各
项工作，要把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
总书记“7·26”重要讲话精神作为
首要政治任务，把迎接十九大胜利
召开作为当前重大政治责任，以团
结和谐的政治局面，以积极向上的
精神状态，以出色优异的工作业
绩，以安全稳定的社会环境，迎接
十九大的胜利召开。希望全市各民
主党派、工商联和无党派人士带头
讲政治、顾大局、守纪律，把思想统

一起来，把力量凝聚起来，把责任
担当起来，把各项任务落实下去，
做政治上的明白人、当工作中的实
干家。始终把握正确政治方向，切
实巩固共同思想政治基础，进一步
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
信”，自觉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
时时事事处处同以习近平同志为核
心的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形成最
大公约数、画出最大同心圆，巩固
和发展心齐气顺劲足实干的良好局
面。始终围绕全市中心工作，更好
发挥参政议政作用，更好履行民主
监督职能，更好增强政治协商效
果，有效服务改革发展稳定大局。
始终注重加强自身建设，以思想建
设为根本，以组织建设为基础，以

能力建设为支撑，以制度建设为保
障，不断提高履职尽责能力水平。

陈敏尔强调，中共重庆市委将
坚持和完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
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重视和
支持民主党派工作，努力为民主
党派、工商联和无党派人士履行
职能、发挥作用创造良好条件。
各级党委要加强和改善对统战工
作的领导，担负起主体责任，着力
构建大统战工作格局。各级党政
领导干部要带头落实党的统一战
线政策法规，带头参加统一战线
重要活动，带头广交深交党外朋
友。要加强统战干部队伍建设，使
统战干部成为党外人士之友、统战
部门成为党外人士之家。

李显文、阳华忠们，见证了当地面貌的
蜕变：游客改变了他们的生活。

从偏僻闭塞的高山村，成为全市小有
名气的乡村旅游目的地，綦江区石壕镇万
隆村只用了3年。据统计，2016年夏天，当
地共计接待游客50万人，该村35户贫困
户户均直接收益3000元。村民瞅准发展
机遇，农旅结合发展微企改建住房开农家
乐，流转土地种糯玉米，建设羊场饲养山羊
……截至目前已有138家微型企业注册经
营。而去年之前不过30多家，其中农家乐

75家，去年还只有43家。
“村民以前挖煤为生，如今煤矿关闭

了，他们又在旅游这条路上挖出了‘金
矿’。”綦江区万隆村党总支书记令狐克军
告诉上游财经—重庆商报记者，从2014年
至今，万隆村通过举办露营季，引领乡村旅
游发展，村民的人均年收入从2014年的
2983元提升到2016年的12137元，比全
区8000多元的水平高出几千元。生活、居
住、交通条件都有了明显改善，群众在安全
的环境下也能挣到更多钱。

城里客人来旅游 居民收入翻了两番

夏季，是万隆村鲜花小镇鑫
华农家乐老板李显文最忙碌的
季节。

“不好意思，没有房间了，我
帮你问问周边的农家乐行不
行？”在接受采访时，李显文的
手机不断响起，他一边接电话
一边婉拒游客的订房需求。这
个周末，他家的 30个床位全部
住满，按每位客人一天100元的
消费计算，李显文这间两层高
的楼房一天就能带来3000元的
营收。问及年收入，李显文的
妻子代绍南更是笑得合不拢
嘴，含糊了半天才不好意思地
说“有二三十万吧”。

其实，从去年开始，每到夏
季，李显文的农家乐就一房难
求，由于生意太好，她还雇佣了
3个工人。

一年能挣二十多万！听闻
这个数字，不禁让商报记者们
环顾了一圈这不算豪华的农家
乐。干净整洁的客厅被几张餐
桌填满，朴实而整洁，要说与别
的农家乐最大不同，便是高挂
在墙上的那块“乡村旅游扶贫
示范户”的金色牌匾。

没人知道，这块牌匾对李显
文家的意义——万隆村所在的

石壕镇曾是重庆重要的煤炭产
区，挖煤曾是李显文和当地大
多数村民唯一出路。挖了20年
煤，李显文曾几次与死神擦肩
而过，但为了生存和供儿子读
书，他没有其它选择。

直到 2013 年，供给侧结构
性改革的春风吹到这里，去产
能不断推进，镇上的矿企陆续
关闭、停产。失业后，李显文花
了4.8万流转土地，在乡村公路
旁建起了新房，想做点小买卖。

2014年5月，刚刚搬进新家
的李显文大摆宴席，跟亲朋邻
里庆祝，不承想做好的农家美食
却招来了一群陌生游客。看着对
方厚着脸非要尝一口农家菜，李
显文不好拒绝，好饭好酒招待后，
游客欣然付钱。“这比卖副食挣
钱！”李显文一下豁然开朗，于是
他成为当地开农家乐的带头人。

如今，在他的带动下，万隆村
蜿蜒的乡间公路旁，逐渐矗立起
一栋栋红墙黑瓦的农家乐。万隆
村的农家乐也从最初零星的二三
家，扩充到 75 家近 3000 张床
位。李显文告诉上游财经—重庆
商报记者，接下来，他准备把老家
的房子改造出来，再新建一家农
家乐，让儿女都回来帮忙。

城里的客人来了，不仅要吃住，离开
时还要带点土特产，这让家住万隆村玫
瑰谷的阳华忠另一项手艺——养蜂有了
施展拳脚的机会。

其实，在煤矿关停后，阳华忠曾不得
不出门打工，每个月能换来4000多元的
收入，家里6口人戴着“贫困户”的帽子，
等着他那不多的工资养家。

2014年，看到邻居开农家乐生意不
错，阳华忠立即回家开了农家乐。

“花坝农家乐协会所属农家乐的2800
个左右床位已定完，还接到了十多个订房
电话。”阳华忠乐呵呵地说，一个周末，他大

概能接待10桌客人，回头客比较多。比
如，大渡口一个客人已经来了三次。

客人离开时，总想带点当地的土特
产。阳华忠灵机一动——土蜂蜜也算是特
产了。于是，2015年，阳华忠开始养蜂，没
想到蜂蜜卖到200元一斤，还供不应求，自
己不仅富起来了，还带动了周边11户农户
从事养蜂。“现在养有蜜蜂80桶，今年收入
大概10万元。”阳华忠说，预计今年农家乐
加上养蜂的收入，纯收入可能超过20万
元。蜂蜜作为当地的特色农副产品，随着
客人越来越多，根本不愁卖不出去，他还打
算继续扩大养蜂规模。

煤矿工人变老板 挣钱不再提心吊胆

打工仔回乡创业 开农家乐又卖蜂蜜

下载游狗狗APP 跟着狗狗去旅行

万隆村农家乐 首席记者 钟志兵 摄

游客在散步 首席记者 钟志兵 摄

经营餐饮的罗成 记者 张宇 摄

——二论把迎接党的十九大胜利召开作为当前重大的政治责任
A02

重报集团中央厨房 出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