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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连日来，我市各界干部群众认真学习传达全国两
会精神和习近平总书记全国两会期间系列重要讲话精神。大
家纷纷表示，要结合本职工作，为更好地把党的十九大精神和
总书记殷殷嘱托全面落实在重庆大地上作出应有的积极贡献。

4月17日-4月18日，市级宣讲团成员、市直机关工委常务
副书记张国忠分别向市委办公厅、市政府办公厅的干部群众宣
讲习近平总书记全国两会期间系列重要讲话精神，特别是习近
平总书记参加重庆代表团审议时的重要讲话精神。大家认为，
学习好、贯彻好、落实好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是当前和
今后一个时期的重要政治任务。张国忠的宣讲报告对进一步
学习贯彻好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具有很强的针对性和
指导性。

4月17日-4月19日，市级宣讲团成员、西南政法大学党委
书记樊伟，市级宣讲团成员、市委党校教授张新华，市级宣讲团
成员、市委宣传部常务副部长薛竹，市级宣讲团成员、市委宣传
部理论处处长周廷勇，市级宣讲团成员、市委宣传部副部长曾
维伦，市级宣讲团成员、全国人大代表、重庆机场集团有限公司
党委书记、董事长谭平川分别向市公安局、市纪委监委、市安监
局、市移民局、市文化委、市地税局机关、重庆交通大学、重庆民
航等单位的干部群众宣讲了全国两会精神、习近平总书记参加
重庆代表团审议时的重要讲话和在全国两会期间系列重要讲
话精神等。大家纷纷表示，一定要认真领会、正确理解、严格落
实，准确把握习近平总书记参加重庆代表团审议时的重要讲话
精神，认真传达学习市委五届四次全会精神，紧密联系实际，切
实提高解决问题、推动发展的能力，学有所思、学有所悟、学有
所为，切实把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转化为推动改革
发展的强大动力，带头站在新时代前列，推动各项工作取得新
突破。

4月16日-4月19日，市级宣讲团成员、市直机关工委常
务副书记张国忠，市级宣讲团成员、重庆工商大学党委副书记
孟东方，市级宣讲团成员、市委党校公共管理教研部主任、教
授谢来位，市级宣讲团成员、市委党校副教育长、教务处处长
周学馨，市级宣讲团成员、市委党校、重庆行政学院党史教研
部主任、教授、博士张健分别向两江新区、彭水、酉阳，黔江、开
州、云阳、南川的干部群众，宣讲了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两会
期间尤其是在参加重庆代表团审议时的重要讲话精神。参会
人员纷纷表示，将把贯彻落实好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
精神特别是参加重庆代表团审议时的重要讲话精作为当前和
今后一个时期的重要政治任务，扎扎实实推动高质量发展、创
造高品质生活，切实把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转化为干事创业
的强大动力和实际成效。

（记者 戴娟 陈波 周松 何清平 栗园园 王亚同
黄琪奥 陈钧 陈维灯 王濛昀 吴刚 曾立 颜安 见习
记者 赵迎昭）

全市各界传达学习全国两会精神

结合本职工作 作出应有贡献

本报讯 （记者 张莎）4月19日，网易（重庆）联合创新中
心正式落户高新区，将为我市创新创业再添新动力。

据了解，网易（重庆）联合创新中心是由重庆高新区管委
会、网易集团及重庆锲辉企业管理有限公司联合打造的基于网
易云计算、大数据资源的科技类创新创业服务平台，旨在发掘
与服务重庆创新型项目和企业，并助推传统型企业的互联网转
型升级。

“重庆高新区是双创示范基地，也是小微企业的基地，这与
我们在技术、人才和资金等方面优势非常契合。”网易集团副总
裁、杭州研究院执行院长汪源表示，网易（重庆）联合创新中心
落户重庆高新区后，将在二郎片区设置1万平方米规模的常驻
机构。除了提供云计算、大数据等技术产品支持，帮助入驻企
业依托网易云平台降低研发、运维成本之外，还将着力在技术
赋能和创新创业培训方面，打造面向技术、产品、市场、运营、设
计、开发等的一系列课程，为创业企业培养高素质的创新创业
人才。

网易（重庆）联合创新中心
落户高新区

4月的开州区城区已是鲜花竞放，而距城区90多公
里大巴山深处的关面乡水溪村，油菜花才刚刚盛开，这里
就是李榜顺的家。

重庆日报记者来到水溪村采访李榜顺，他正在田间
忙着，记者索性来个“田坎访谈”。

修路人就是带路人

李榜顺手里拿个锄头，他说，前天晚上下了场大雨，
有的机耕道泥土松软，有可能排水口被堵了，他上山看
看，如果有情况，方便解决。

说起修路护路，李榜顺打开了话匣子。1983年，只
有30岁的李榜顺被选为水溪村村支部书记。面对这个
地处深山、交通闭塞、群众观念落后的穷山村，他深知肩
上的担子很重。

“李书记，我儿子都快30岁了，还没有找到媳妇，媒
人介绍了几个女娃娃都说我们这里穷,不愿来。”“李书
记，我的儿子到外地当上门女婿去了，让我这张老脸往哪
里搁哟。”土生土长的李榜顺知道村民说的都是真话。

但是，水溪村的村情就是山高石头多，出门就爬坡，
不要说搞产业，就是出门也不容易。

要致富，先修路。李榜顺横下一条心，无论如何先要
把通向山外的路修好。

在资金匮乏，技术落后的情况下，李榜顺和村里的干
部群众一合计——不等不靠，采取村民出资投劳的方式
来修路，有力的出力，有钱的出钱。他们用扁担，锄头，铁
锹，竹筐……这些最原始的工具；采取肩挑，人抬，绳拉，
手推……这些最笨拙的开路方式，硬是修了一条路出来。

三年后，一条长16.7公里的土坯路终于修好。后来
在上级交通部门的支持下，又修好8.77公里。村干部与
村民一起用愚公移山的精神，彻底打通了水溪村通向山
外的路，村民们终于可以骑摩托、开农用三轮车走出大
山。

种药材也能治“穷病”

“嫁人一定不要嫁给村干部，只要嫁给了村干部，那
就是吃苦受累的命。”说这个话的不是别人，而是李榜顺
的妻子刘仁慈。

在刘仁慈眼里，丈夫就是一个不顾家、不知道心疼人
的人。

“背种子上山、打坑样样都是体力活，我家二三十亩
药材都是我一个人一窝一窝栽出来的。”说起2005年村
里种植中药材的事，刘仁慈至今还耿耿于怀。

“一些村民不愿意栽种药材，他就天天去做思想工
作，并帮他们栽种。”刘仁慈说，看到丈夫有时间帮别人种
药材，而没时间给家里栽，她就气不打一处来。

“既然我当了支部书记，就得当好全村这个当家人，
自己这个小家就只能交给你管了。”每当妻子埋怨时，李
榜顺就陪着笑脸耐心地开导她。

从2005年开始，李榜顺就开始动员乡亲们种植药
材。他对重庆日报记者说，我们这个村最高海拔2400
米，最低400米，空气好、水质好，种粮食确实不行，但却
是种植中药材的好地方。于是，黄连、党参、木香就成为
水溪村的“看家宝”。开始时，李榜顺苦口婆心地说服村
民，自己栽种做示范，几年下来，过去不动手不参与的群
众，看着种药材在赚钱，慢慢就跟了上来。

50多岁的村民黄灯太原来是建卡贫困户，认为自
己贫穷是命不好，种药材是拿钱打水漂。后来在李榜
顺的示范带动和劝说下，加入了高山中药材专业合作
社。几年下来，他不但脱了贫，而且在山下还盖起了新
房子。

目前，住在高山上的村民基本都成了种植中药材的
专业户。800多亩高山地带，森林深处，不但是优质中药
材生长的家园，也是农民脱贫致富的希望之地。

因地制宜画蓝图

水溪村因为地盘宽、地形差异大，要发展，只能因地
制宜。

李榜顺认为，种植中药材对水溪村非常适宜。
他认为，中山地带搞崖柏，就是一个非常好的项目。
李榜顺充分利用国家退耕还林的政策，打造崖柏基

地。近几年来，他组织群众种植移栽崖柏1070亩，利用
国家的每亩1200元补助政策，不但保护和繁衍了这一世
界性宝贵树木资源，也使群众守着大山有饭吃、有发展。
目前，中山地带的群众，大多数成为崖柏的种植人和保护
者。

在低山地带，水溪村有2500多米的水溪河。水清见
底，没有任何污染，水里土生土长的洋鱼（当地群众俗称）
岩蛙，肉质鲜美、口感清香，但是，由于处于自然生长状
态，质优但量小，无法成为产业。

为此，李榜顺多次到上级渔业部门咨询，希望可以利
用自然生态开展人工繁殖。记者在采访时，上级相关部
门回复他，可以小范围试点养殖，64岁的老人当时笑得像
个孩子。他说，这个项目如果能够搞起来，再搞点农家
乐，村里人的日子就好过了。

李榜顺对重庆日报记者说，希望水溪村能吸引到投
资，一起发展农旅产业，一起为乡村振兴想办法，开辟更
多的路子。今年已经64岁的他，身体不好，每天要靠吃
药才能维持正常工作。他说，作为村支部书记，工作一
天，就要把事情干好。他希望，换届时，能有年轻党员接
过自己手中的担子，毕竟，未来是年轻人的天下。

记者看到，阳光下，李榜顺眼中有期待更有不舍。

村支部书记李榜顺

开州水溪村35年的“领头羊”
本报记者 蔡正奋

本报讯 （记者 黄乔）“重庆法院将依法从严惩治涉农腐
败，为助推乡村振兴和脱贫攻坚提供有力司法保障。”4月18
日，市高法院召开“涉农职务犯罪审判”新闻发布会，重庆日报
记者从会上获悉，2016年1月至2017年12月，全市法院共审
理涉农职务犯罪案件249件，判处罪犯361人，分别占审理职务
犯罪案件数和判处罪犯人数的23%和27.1%。

市高法院相关负责人介绍，在过去两年判处的涉农职务犯
罪中，犯贪污罪的205人，犯受贿罪的有145人，犯挪用公款罪
的10人，犯渎职罪的18人，涉其他罪名的58人，被数罪并罚67
人。

“贪污受贿案件占到涉农职务犯罪案件总数的80%，由此
可见，在农村基层，侵占农民权益、侵吞国家扶贫惠农资金的现
象应当引起高度重视。”该负责人说，重庆法院严格依照刑法和
司法解释的规定，依法对被告人定罪量刑。同时，全市法院非
常注重追赃挽损，对侵吞、侵占补贴补助、扶贫、惠农款项的被
告人，敦促其积极退缴赃款，挽回国家和农民损失。过去两年，
法院在审理涉农职务犯罪中追赃5500余万元，80%以上的被
告人自愿退缴了全部赃款。

“涉农职务犯罪几乎涵盖涉及农村、农业、农民利益的各个
领域。”该负责人介绍，且犯罪主体身份多为农村等基层组织人
员，有226人，占犯罪总人数的62.6%。

“在犯罪手段上，往往多种多样，但简单直接。”该负责人介
绍，主要有无中生有、巧立名目、雁过拔毛、权钱交易、挪用肥私
等几种手段。

该负责人表示，下一步，在审理涉农职务犯罪中，全市法院
将依法严惩政府涉农管理部门和农村“两委”人员等在涉农惠
农补贴申领与发放、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征地拆迁补偿、救灾扶
贫优抚、生态环境保护等过程中，侵吞挪用国家专项资金、侵害
农民利益以及权钱交易等腐败犯罪。

此外，还将总结审判经验，适时选择典型案例向社会发布，
做到“惩处一个，震慑一批，教育一片”，对涉农职务犯罪形成强
大的舆论震慑；将积极开展司法建议活动，对于涉农职务犯罪
审判中发现的涉农领域在管理方面的漏洞和问题，主动向有关
职能部门提出司法建议，促使其不断完善工作机制，堵塞漏洞，
预防和减少腐败犯罪发生。

重庆法院近两年
审理涉农职务犯罪案件249件
贪污受贿占八成且多为农村等基层组织人员

今天上午，一趟中欧班列（重庆）将照常从团结村铁
路集装箱中心站发出。不过这趟班列运载的货物有些许
不同：一批来自越南的电子产品，经南向通道运抵重庆，
在团结村铁路集装箱中心站完成国际物流中转，然后搭
乘中欧班列（重庆），运往欧洲。

这不仅是重庆完成首次铁海联运国际物流中转，也
是一次极有意义的新通道测试，东南亚和欧洲的客户，都
在关注“一带一路”能否创造出全新的、高效的国际物流
大通道。

南向通道+中欧班列
东南亚与欧洲物流有了新选择

“南向通道+中欧班列！过去，我的越南客户物流线
路选择清单里，没有这条线路。”尊洋（重庆）供应链管理
有限公司董事长朱蔚说。

尊洋（重庆）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与中新南向通道
（重庆）物流发展有限公司合作，在东南亚推广南向通
道这条物流新线路。此前，包括越南、泰国等在内的东
南亚客户发货到欧洲，选择只有两种：要么通过海运到
新加坡中转，换大船经马六甲—印度洋—红海—地中
海到德国汉堡或荷兰鹿特丹，耗时大约45-50天；要么
选择航空，用高于海运10倍的价钱，快速把货运到欧
洲。

有没有一种折中的运输方式？
南向通道+中欧班列提供了这种可能。
朱蔚介绍，这次测试班列由尊程（重庆）供应链管理

有限公司组织。4月9日，电子产品从越南装船，13日凌
晨出发，当天中午就抵达广西钦州港。16日上午，货物换
乘南向通道上行列车从钦州港出发，于18日16：30抵达

团结村铁路口岸。
值得一提的是，这批货物在团结村铁路集装箱中心

站仅用70分钟就办完国际中转手续，朱蔚说重庆海关的
高效率值得称赞。

重庆日报记者了解到，重庆对发展国际多式联运早
有作为，中新（重庆）战略性互联互通示范项目主推的南
向通道建设，一开始就重视多式联运；而作为服务部门，
今年全国两会上，全国政协委员、重庆海关关长刘魏巍也
提出了《加快发展国际多式联运 推动形成全面开放新
格局》的个人提案。

“这一系列措施都得到落实，我们才能给客户推荐
‘南向通道+中欧班列’的国际物流新线。”朱蔚说，经测算
这条物流新线路能将东南亚与欧洲的通勤时间缩短到
22-25天，费用也仅仅比海运多30%，按照时间效率比，
企业完全可以接受。

朱蔚所言不虚，南向通道开通后，俄罗斯、越南、泰国
都有物流公司对南向通道和中欧班列进行考察，得出的
结论是：这条线路与传统海运线路相比，不仅可以提高效
率，还可绕过海盗出没的海域，以及政局不稳的地区，能
极大提升物流运输的安全性。

四地联动配合
南向通道显“共建共赢”格局

“重庆要成为国际物流枢纽，而非简单的国际货
物‘中转场’，需要更多的国际中转贸易来支持。”中
新南向通道（重庆）物流发展有限公司董事长王渝培
说。

此次测试只是一个开始。目前，中新互联互通项目
“渝黔桂新”南向通道铁海联运班列作为南向通道的“主

力军”能够通达的港口已覆盖东亚、东南亚、非洲、美洲、
中东45个国家和地区的82个港口，货物品类也越发丰
富，下一步将推动迪拜等中东地区的汽车通过该班列运
至重庆。

不难想象，借助这次测试，中新南向通道（重庆）物流
发展有限公司将继续推动欧洲-重庆-广西-东南亚的国
际中转业务。

国内，尤其是重庆周边省市也发现了南向通道的重
要性，甚至也预见了它与中欧班列（重庆）一旦联动后，会
产生巨大的化学反应。

甘肃省国际物流有限公司总经理苏亮是前来参加中
新互联互通项目南向通道2018年中方联席会议的代表
之一，他介绍，在本次会议上，甘肃、贵州、广西三省、自治
区将参股到中新南向通道（重庆）物流发展有限公司，一
起参与南向通道的建设。

“随着兰渝铁路通车，重庆与甘肃之间的联系也逐渐
紧密，双方的货物运输也更加频繁。”甘肃省国际物流有
限公司总经理苏亮称，“渝黔桂新”南向铁海联运班列的
出现，在促进重庆与甘肃交流的同时，解决了很多甘肃与
东南亚之间的货物运输问题。

他举例说，此前，甘肃的蔬菜到东南亚需要20多天，
“渝黔桂新”南向铁海联运班列出现后，比以前节约了10
多天。而蔬菜的新鲜程度可能决定“一天一个价格”，节
约10天所带来的利润不言而喻。

“正因为这些，甘肃才成立了专门的平台公司，目的
就是参与南向通道建设和运营。”苏亮说，此次参股，除了
共同打造、运营、建设好南向通道外，还希望与包括重庆、
贵州、广西等西部省区市形成共识，不但对平台公司、物
流信息、运输方式进行整合，还要对南向通道统一品牌、
统一规则、统一运营、统一议价。

重庆完成首次铁海联运国际物流中转
南向通道联动中欧班列助“越南造”电子产品运往欧洲

首席记者 陈钧 记者 杨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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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榜顺 记者 蔡正奋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