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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 汤艳娟 实习生 毛
双）10月10日，重庆市首届青年大数据智能
化创新创业大赛在渝中区正式启动。大赛获
奖项目除最高可获3万元奖金，还可获得相应
创业政策支持及300万元以内的信用融资贷
款资格等。

本次大赛重点聚焦大数据智能化在商用、
政用、民用等领域的应用，鼓励引导青年积极
投身以大数据智能化为引领的创新驱动发展
战略行动计划，让“智能化”碰撞产业、赋能经
济，创新社会治理、创造高品质生活，助推重庆
经济社会各领域从数字化、网络化向智能化加
速跃升。

据赛事相关负责人介绍，大赛于10月10
日正式启动，将持续到11月底。个人、团体或
合法注册企业皆可申报，报名时间截至10月
28日。大赛组委会将邀请行业专家、成功企
业家及相关部门专业人士等组成评审团队，决
赛中还将引入公众网络投票，充分体现权威性
和公众参与性。

大赛设一二三等奖和优胜奖，最高可奖
励3万元。获奖项目可申请加入“未来企业
家培养青锋计划”，有机会获得10万元以内
创业启动资金贷款，并参加青锋项目巡诊、青
锋面对面、青锋创业大讲堂等活动。同时，获
得本次大赛一、二、三等奖的创业团队和企
业，比赛结束6个月内，以参赛成果和团队在
渝中区创办企业的，还可以获得申报50万元
以内的渝中区创业种子投资基金，或者300
万元以内的渝中区科技型企业知识价值信用
融资贷款资格。

需要提醒的是，参赛者须在10月28日前
填写《重庆市首届青年大数据智能化创新创业
大赛报名表》，同时将项目介绍微视频和相关
申报材料电子档发送至大赛组委会邮箱
591317304@qq.com，方可进行报名。

重庆首届青年大数据
智能化创新创业大赛启动

报名时间截至10月28日

在石柱，小辣椒撑起了产业发展的大天
地。全县有3/4的乡镇种植辣椒、2/3的农户
吃着“辣椒饭”。全县85个贫困村中，有40
多个贫困村将辣椒列为脱贫支柱产业。

可是几年前，石柱曾经饱受“辣椒烂市”
之苦。短短数年间，小辣椒成为石柱农民脱
贫致富的“顶梁柱”，其“红火”的关键是什
么？

答案就是：标准化建设。

辣椒种植入选国家农业标准化
综合示范项目

初秋的一天，石柱县六塘乡山坪村寒意
袭人。山坪村村民张庭树吃完午饭，把碗一
推，就匆匆到辣椒地忙碌。从今年正月起到
现在，他每天都要花上七八个小时照看他的
辣椒“宝贝”。

张庭树原是贫困户，为摆脱贫困，2015
年起他先后种过辣椒、黄瓜等农作物。“当时
种辣椒全凭感觉，长了虫就买药乱打，辣椒产
量质量都不好。一年忙下来，6亩地只收入
几千块钱。”

2017年，张庭树加入石柱三红辣椒专业
合作社。合作社有标准化的辣椒种植技术指
导，按标准化种植辣椒还可得政府补贴，渴求
致富的他一下子来了劲。

“种辣椒有技术员指导，种子化肥农药统
一采购，病虫统防统治。种植过程中，遇到不
能解决的难题，还能求助县特色产业发展中
心和市农科院专家，这样的好事哪里找？”张
庭树说，今年他承包了165亩地，先后雇了
20多户农户帮忙种椒。一年忙下来，预计每
亩产量比往年增加1/4，保守估计今年能纯
赚十七八万元。

在石柱，很多地方都像山坪村一样推广
了辣椒标准化种植模式。这得益于2013年

6月石柱成功申报国家农业标准化综合示范
县建设项目（其中石柱辣椒标准化示范为主
要项目）。

5年多来，石柱依托辣椒等自然资源禀
赋和生态优势，以标准化为旗，以产业发展为
本，以脱贫致富为要，将辣椒产业发展成为带
动贫困群众脱贫致富的支柱产业。2017年，
石柱县种植辣椒30.3万亩，年产鲜椒29万
吨，椒农收入11.5亿元，综合产值16.8亿元，
带动7219户贫困户种植辣椒2.6万亩，户均

收入10000元以上。
辣椒种植在助农脱贫增收中发挥了大作

用，2017年6月，农业部和国务院扶贫办在
石柱召开全国产业扶贫现场会，将石柱辣椒
产业扶贫模式向全国推广。

制订地方标准16个，种辣椒
按规矩办事

在石柱，对辣椒标准化种植印象深刻的
农户不仅是张庭树。

“种辣椒得按规矩办事。”石柱三红辣椒
专业合作社理事长谭建兰说。根据《石柱辣
椒标准化生产技术手册》，辣椒种子发芽的适
宜温度是25至30℃，温度超过35℃不能发
芽或者发芽不好；椒苗的标准是15至20厘
米，有8至10片真叶；株距的栽植密度在20
至23厘米之间，夏季的栽植密度在20至25
厘米之间；栽种辣椒时，最好选择地势高燥、
排水良好、土层深厚、富含有机质的壤土或者
黏土。

即便是后期加工制作干辣椒，也有严格
标准。按照《无公害辣椒生产技术规程》，辣
椒干分为三级，一级辣椒长度不足2/3和破
裂长度达椒身1/3以上的不得超过3%，不允
许有黑斑椒和虫蚀椒。

石柱县质监局负责人介绍，按照“生产有
规程，质量有标准，产品有标志，市场有监测”
的农业标准化要求，石柱建立覆盖辣椒产前、
产中、产后各环节标准，形成结构合理、层次
分明、重点突出的标准体系，建成石柱辣椒通
用基础、综合管理、安全监管、农技推广、社会
化服务类标准子体系5个，产业标准综合体1
个；制订辣椒技术操作规程、工作规范、产品
质量安全工作规范等管理服务标准62个；制
定《无公害辣椒生产技术规程》等地方标准
16个，编印了《石柱辣椒标准化生产技术手
册》。

为确保椒农利益，石柱还组织专人收集
全国辣椒基地规模、考察了解市场价格信息，
根据市场变化督促县辣椒行业协会及时调整
辣椒收购价格。同时，加强辣椒购销管理，严
禁业主压价收购，严禁椒农不按质量标准强

买强卖。对违规收购的业主，石柱县农业特
色产业发展中心将联合工商、质监和县辣椒
行业协会等部门予以查处和处罚。

以先进标准引领质量提升，石柱红辣椒
成为全国高水平辣椒的象征，原来卖六七角
一斤的辣椒卖到了两元，湖北、四川、湖南、福
建等地客户争相订购，石柱红特辣在全国市
场上都有定价权。

扩展服务格局，实现辣椒种植
加工监管全覆盖

对于石柱而言，发展辣椒产业光有标准
远远不够，扩展服务格局也成为该县进一步
加强辣椒标准化建设的重要抓手。

石柱建成了综合管理、安全监管、农技推
广、社会化服务四大辣椒产业综合服务体系，
形成了“推广机构+监管机构+专家大院+龙
头企业+辣椒专业合作社+农户”的一体化服
务格局。

强化标准应用管理方面，建成了以特色
产业发展中心、质监等相关部门为核心，乡镇
（街道）、企业、合作社、农户共同参与的辣椒
标准化管理服务体系，实现服务质量一体化、
均质化。

强化质量安全监管方面，建成了以县农
产品质量安全监管检验检测机构为主体，33
个乡镇（街道）、企业检验检测机构密切配合
的安全监管体系，建立了辣椒投入品市场准
入制度和产品质量安全追溯体系，鼓励使用
农家肥和采用非化学方法进行病虫害防治，
实现了监管检测全覆盖。

强化农技推广服务方面，建成了以县农
技推广机构为主体，全县33个乡镇（街道）农
技、畜牧推广机构密切配合的农技推广服务
体系，保障辣椒新技术、新方法、新标准的及
时推广，覆盖率达100%，标准进村入户应用
率达95%，示范辐射率达62.7%。

强化社会化服务方面，建立了辣椒专家
大院、中国石柱辣椒科技信息化服务平台以
及10所农民田间学校，42个农资供销网点纽
带的社会化服务体系，基本实现农业生产、农
资供应等服务全覆盖。

以先进标准引领质量提升，石柱辣椒在助农脱贫增收中发挥了大作用。
农业部和国务院扶贫办将石柱辣椒产业扶贫模式向全国推广——

石柱辣椒为什么这样红？
本报记者 廖雪梅

本报讯 （记者 杨永芹）2018年-2022
年，将是重庆高铁建设加速的关键五年。10月
10日，市交委透露，这5年里将开建6个铁路项
目，加上在建的郑万高铁，这意味着重庆“米”字
型高铁大通道建设将全面提速。

这6个项目分别是渝昆高铁、渝湘高铁、渝
西高铁、兰渝高铁重庆主城至潼南段、成渝中线
高铁重庆主城至大足段、渝汉高铁等。

根据国家中长期铁路网规划，重庆被定位
为国家综合性铁路枢纽。在“八纵八横”高铁主
通道中，京昆、包（银）海、兰（西）广、沿江、厦渝
等“三纵二横”高铁主通道将在重庆交汇。同
时，渝昆、渝西、渝贵、重庆主城至黔江等4个高
铁项目也纳入了国家中长期规划，构成了重庆
规划中的“米”字型高铁网的骨架。

重庆规划了8个方向的8条高铁线路：渝
昆、渝西、渝湘、渝贵、兰渝、渝汉、成渝中线、郑
渝高铁，以及重庆至达州的城际铁路等。

目前重庆续建铁路项目有黔张常铁路、渝
怀铁路涪陵至梅江段增二线、郑万高铁，沙坪坝
站二期、重庆西站二期以及重庆北站南广场改
建项目等。

到2020年，重庆将形成1条环线（枢纽东
环线），成渝高铁、渝万城际、渝贵、渝利、兰渝、
渝怀、遂渝、襄渝、成渝铁路、川黔铁路等10条
干线的大型铁路枢纽。铁路运营里程也将达到
2600公里以上，其中高铁运营里程492公里。

“十四五”时期，通往华北、华东、华南方向高
速铁路基本建成，形成至周边省会城市1-4小时、
至京津冀、长三角、珠三角8小时快捷交通圈。

至2022年将开建6个铁路项目

重庆“米”字型高铁网建设全面提速

国庆长假的出行“经验”，让家住南岸的
张小敏下定决心：以后长假出行，首选高铁。

10月2日，张小敏一家乘高铁到西安，
全程不到5个小时。她说：全程不挤、不累、
不堵，准时，比坐飞机价格还便宜。

张小敏的长假出行“经验”，得益于重庆
铁路融入全国高铁网，改写了重庆北上南下
东进的时空距离：到成都只需一个多小时、
到贵阳2个小时、昆明4个多小时……

目前，重庆正加快推进国家综合性铁路
枢纽建设，提速推进“米”字型对外高铁大通
道建设，未来市民坐高铁出行将更加便捷。

10月10日，市交委透露，到2030年，全
市路网在建和建成总规模达到5805公里，其
中高铁里程2032公里，将形成以重庆枢纽为
中心，“米”字型高速铁路通道为骨架，“两环
十干线多联线”普速铁路为支撑，连通欧亚、
通达全国、畅通周边的现代化铁路网络体系。

一张网
全面融入全国高铁网

中国铁路总公司成都局集团公司称，近
年来，随着渝利铁路、成渝高铁、渝万铁路、
渝贵铁路等线路开通运营，重庆动车线路形

成规模化、网络化运营，重庆铁路已全面融
入全国高铁网，动车成为客运主力，重庆至
全国主要城市的运行时间大大缩短。

目前重庆地区每天图定开行约260对
（含周末线和高峰线）列车，其中动车开行
202.5对。

“十四五”时期，重庆通往华北、华东、华
南方向高速铁路基本建成，形成至周边省会
城市1-4小时、至京津冀、长三角、珠三角
8小时快捷交通圈。

一批专线
破解货运“最后一公里”瓶颈

解决货运铁路“最后一公里”的难题，重
庆一直在寻找破解之道。

万州港到四川的铁水联运，正是重庆探
索建立综合运输体系的重要举措。目前在
万州新田港，正在建设铁路物流集疏运中
心，未来铁路将延伸至码头前沿一级平台，

实现铁水无缝衔接。
根据我市“两环十干线多联线”的普速

铁路网规划，积极构建“1+2+12”的货运枢
纽体系，形成三级铁路物流网络：逐步形成
全国性一级物流基地1个（团结村）；区域性
二级铁路物流基地2个（新建小南垭、鱼嘴
站），地区性三级物流基地12个（龙盛、南
彭、东港等）。

在建的枢纽东环线，将串接起兴隆场编
组站、团结村集装箱中心站、小岚垭铁路物
流中心等综合货运枢纽，将重庆市主城外围
各工业组团、物流基地串接起来，并通过修
建支线、专用线的方式深入到园区、企业、港
区内部，能够提高货物集结与分拨的效率，
从而实现与外界的快速货运交流，大大降低
重庆企业物流成本。

同时，还将建设龙头港、东港等集疏运
铁路。规划西永等一批园区型、疏港型支线
铁路，以及白市驿粮专、商专、油专、冷专等

一批企业专用线。
“重庆最终的目标，是实现千亿级工业

园区、百万吨级货运量企业都能通铁路。”市
交委表示。

一枢纽
建成国家综合性铁路枢纽

按《重 庆 市 中 长 期 铁 路 网 规 划
（2016-2030年）》，重庆铁路蓝图是这样
的：建设一个贯通南北、连接东西、通江达海
的国家综合性铁路枢纽。

到2030年，重庆至成都、兰州、西安、郑
州、武汉、长沙、贵阳、昆明等八个方向、时速
250公里及以上的“米”字型高速铁路网将
逐步形成。

届时西向通道由既有的成渝高铁、规划
新增的成渝中线高铁组成；西北向通道规划
新增兰渝高铁。北向通道规划新增渝西高
铁，东北向通道由渝万高铁、在建的郑万高
铁组成，东向通道规划新增渝汉高铁，东南
向通道规划新增渝湘高铁，南向通道规划
新增渝贵高铁，西南向通道规划新增渝昆
高铁。

“建设国家综合性铁路枢纽，破解对外
物流通道瓶颈，发展开放型‘通道经济’，将
呈现出1+1>2的效应。”市交委表示。

2030年“米”字型高铁网逐步形成

重庆将建成国家综合性铁路枢纽
本报记者 杨永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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