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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哇，今天的饭菜好香啊，我要吃
两碗饭！”10月22日中午12点过，丰
都县北京青年希望小学长征教学点
开饭，望着热气腾腾的饭菜，刚满6
岁的张懿杨伸长了脖子，吞了一口口
水，扬着饭碗开心地嚷道。

午餐的标准是四菜一汤：木耳肉
片、回锅肉、炒红萝卜、南瓜炒豆子、
黄瓜汤。饭菜的香味在教室里弥漫
开来，8个孩子一人一碗，坐在自己的
位置上，大口大口地吃起来。

“还得感谢党和政府，给大伙儿
办了一件大实事，解决了幼儿园孩子
们中午吃饭的大难题。”长征教学点
老师赵淑兰说。

创新：“营养午餐配送”
解决教学点学生吃饭难题

长征教学点位于丰都县树人镇
白江洞，距离县城近20公里，原本是
一所拥有小学和幼儿园的教学点，但
是近年来当地外出务工人员逐渐增
多，许多学生也跟随父母离开。目前
该教学点仅剩下幼儿园，共有8名幼
儿，1名老师。

从今年1月起，重庆市启动实施
国家级贫困区县（自治县）农村学前
教育儿童营养改善计划，针对万州、
黔江、开州、武隆、城口、丰都、云阳、
奉节、巫山、巫溪、石柱、秀山、酉阳、彭
水等14个区县，除区县城区外的农村
公办幼儿园（含附设幼儿园、班）和取
得办园许可的农村民办普惠性幼儿园
就读的儿童，实施“营养午餐”。

“这本来是个好消息，但最初我
们却乐不起来。”长征教学点所在的
丰都县树人镇教育管理中心负责人
周勇剑说。

首先，按照学前教育儿童营养改
善计划规定，每生每天补助4元，因
为长征教学点只有8个学生，每天共
补助 32 元，其“改善”作用微乎其
微。其次，按照相关规定，应该给实
施计划的学校改扩建食堂，若投入几
万元甚至更多的钱给一个只有8个
学生的教学点修食堂，似乎有限的资
金又没用在刀刃上。第三个就是人
员问题。“以前，我一个人既要给孩子
们上课，又要做饭，能让他们吃上热
饭就不错了。”赵淑兰坦率地说，过
去，她通常在上课前把菜准备起，快
到中午的时候，就让孩子们自由活
动，自己则抽空去炒菜做饭，“学生们

既谈不上‘吃好’，教学质量也没办法
保障。”

为了解决这个难题，丰都县教委
想到了“营养午餐配送”的办法，即让
相距长征教学点大约4公里的丰都
县北京青年希望小学做好“营养午
餐”，由老师每天轮流送到长征教学
点。这样，既解决了孩子们的吃饭问
题，又节省了人力、物力、财力，保证
了学前教育儿童营养改善计划的顺
利实施。

重庆日报记者了解到，现在每天
中午，长征教学点的孩子都能吃到两
荤两素的营养午餐。

特色：“贫困村+学校”
农产品对接供销一举两得

10月16日，包鸾中学、包鸾中心
校和教学点与该镇百果园村峡锣坝
蔬菜专业合作社签订了定点采购合
同。今后，学校和教学点食堂的蔬
菜、肉类等，都将由合作社提供。

“一来，娃娃们能吃上放心菜；二
来，我们的贫困村农户也可以增收，
这是一举两得的事情呐！”包鸾镇相
关负责人说。

据了解，为了保障农村学前教育
儿童营养改善计划顺利实施，助推脱
贫攻坚、富农增收，丰都县积极探索

“贫困村+学校”农产品对接供销模
式。该县各乡镇和街道充分利用当

地种植、养殖产业或自然资源，对接
“营养改善计划”学校所有食品原材
料需求，建立无公害、绿色、有机农产
品种植基地，通过建立“农—校”对接
供销模式，为相关学校提供放心食品
原材料。

目前，丰都包鸾中学、十直中学
等20所试点学校都与当地贫困村合
作社签订了购销合同，惠及师生3.9
万人。

不仅如此，近年来，丰都县还按照
“科学设计、安全节俭、卫生实用”的原
则，因地制宜改善幼儿园的就餐条件，
共投入8000余万元在人口集中的中
心集镇新建了48所食堂；投入3420
万元，利用闲置校舍改造了114所食
堂（伙房），“明厨亮灶”率达到100%。

统计数据显示，目前，该县有
139所幼儿园实施农村学前教育儿
童营养改善计划，惠及人数 10656
人。其中，取得食堂餐饮服务许可证
的133所学前教育学校，采用“4+2”
（即国家补助4元，学生自己出2元）
方式供应午餐，各校每天中午至少有
两荤一素一汤，其余6所学前教育机
构采取鸡蛋、水果、牛奶模式供餐。

成效：儿童平均身高同
比增长0.65cm

“有了好的设施设备，好的办法，
要实施好农村学前教育儿童营养改

善计划，还需要多管齐下。”丰都县教
委主任王筱军说。

据了解，为确保“营养改善计划”
顺利实施，该县建立了以县长为组长，
分管副县长为副组长，教委、财政等
11个部门主要负责人为成员的工作
领导小组，各部门合作建立专项督查
办法，实现营养改善计划全过程监督。

“营养改善计划改变了以前大孩
子吃，小孩子看的现象，把我们边远
山区学生‘一日两餐’‘冷饭冷菜’‘干
粮+水’等问题进行了有效解决。”王
筱军称，该县实施农村学前教育儿童
营养改善计划以来，儿童营养不良率
同比2017年下降1.08%，平均身高
同比增长0.65cm，体重增长0.64kg，
肺活量上升3.12ml，发育良好人数上
升2.82%，总肥胖率降低0.11%，生长
迟缓率降低1.25%。

记者从市教委了解到，截至今
年6月底，全市在14个国家级贫困
区县实施的农村学前教育儿童营养
改善计划，已覆盖幼儿园1862所，
惠及幼儿 191508 人，实现了农村
公办幼儿园（含附设幼儿园、班）和
取得办园许可的农村民办普惠性
幼儿园营养改善计划全覆盖。其
中，覆盖农村公办幼儿园（班）1304
所，惠及幼儿103065人；覆盖农村
民办普惠幼儿园558所，惠及幼儿
88443人。

丰都：营养午餐吃出“新办法”
●“营养午餐配送”解决教学点孩子吃饭问题
●“校农”对接模式解决食品原材料供销问题

本报记者 匡丽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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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经沧海难为水，除却巫山不
是云。”重庆市巫山县的自然之美与
文化韵味，在历代文人的诗词歌赋中
传颂至今。人人都爱这“一江碧水，
两岸青山，三峡红叶，四季云雨”，却
鲜有人知道这片壮美山河给巫山县
委书记李春奎抛出了怎样的难题。

李春奎说，当年巫山县给他的第
一印象是美和远、交通不便、全县难
找一块平地。再加上移民问题遗留
未解、库区生态责任巨大，李春奎为
现状发愁，更为发展心忧。

解决移民信访难题
维护库区社会稳定

巫山县是三峡工程重庆库区首
淹首迁县，动迁移民近9万人。多年
来，移民信访问题较为突出，累积了
一批国家挂牌信访老案，其中最有代
表性的是统建房侵占问题。

全县在移民攻坚时期累计建设
移民统建房55万余平方米，其中近
15万平方米2770套住房和门面房被
占用。背后的原因多种多样，有的是
用作待安置移民的周转房后拒不退
出，有的是安排给移民后因其不接受
统建房安置方式而拒不销号，还有的
被私自非法转租甚至出售。一些群
众受利益驱使，不断上访，成为巫山
县“最难啃”的历史遗留问题之一。

2014年，时任县长的李春奎下
定决心，亲自担任县统建房清理处置
工作领导小组组长，抽调精干力量，
在充分讨论、审慎决策的前提下，依
法依规强力推进。

历时两年，抽丝剥茧，通过干部
带头、部门主动、群众参与、依法打
击，政法部门处置了一批从统建房矛
盾中非法获利的“蛀虫”，起到了很好

的震慑作用，也得到了群众的理解支
持，成功清收统建房2700多套，回收
现金2亿余元，并一举解决了2000
多个积压多年的信访问题。

时任巫山县信访办主任的卢存
红说：“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当
年能够解决这一历史遗留难题，靠的
就是李书记的担当。”

基层就是“办公室”
抢险扶贫在一线

和李春奎共事的干部们都说这
位书记腿脚很勤快，爱往一线跑。平
时走村串户，李春奎能发现一些意料
之外的情况，危急时刻冲上一线，则
能挽救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2014年的“9.1特大洪灾”让时任
巫山县民政局救灾科科长的黄江阳
记忆犹新。他说，那一天若不是李春
奎提前一晚部署，后果不堪设想。

天气预报显示9月1日有持续强

降雨，8月31日下午，时任县长的李
春奎见雨势渐大，心中不安，决定当
晚8时30分召开全县地灾防治紧急
工作会。会后，所有乡镇干部赶回去
抢险救灾，李春奎也连夜奔赴情况最
危急的当阳乡。

暴雨滂沱，滑坡和泥石流阻断了
道路，李春奎和当阳乡干部冒着随时
可能发生的塌方和落石，靠着骑摩托
车和徒步，艰难跋涉6个多小时，才
抵达了当阳乡。抢险工作立即展开，
黄江阳回忆说，在一处峡谷地带有8
户人家，把他们全部撤离后仅10分
钟，那片房屋就全部被洪水冲毁了。

此后的8天8夜里，李春奎都在
抢险救灾一线坚守着。

与抢险相比，扶贫攻坚是一条更
长的战线。到巫山县工作7年来，李
春奎走遍了全县305个行政村。“我发
现60%的贫困群众分布在非贫困村，
所以及时调整了资金力量，让非贫困

村与贫困村扶贫工作统筹推进。”
在走访中，李春奎还发现，有的

群众从收入指标上看并不属于贫困
人口，却有着其他方面的实际困难，
也需要得到帮扶。李春奎说，干部与
群众的感情就是这样建立起来的，群
众的获得感也正是这样增加的。

变“蜀道难”为坦途
让百姓绿色发展致富

巫山县地处三峡库区腹地，山高
谷深，地形起伏，客观条件导致交通
闭塞。要想富，多修路。交通运输管
理专业出身的李春奎想，能不能彻底
改变“蜀道之难”？

为了破解发展瓶颈，李春奎领着
专家上路了。他们在崇山峻岭间勘
测考察，谋划布局出水、陆、空、铁立
体交通网络方案。在李春奎的积极
争取下，一大批国家和市级重大交通
项目落户巫山。预计到2020年，巫
山县将同时拥有机场、高铁、高速公
路和长江黄金水道，能为巫山县带来
游客和物流大幅增长。

巫山县坐拥长江巫峡和大宁河
小三峡的壮美风光，既是一笔丰厚的
旅游资源，又是生态保护和绿色发展
的一道“紧箍咒”。在渝西地区工作
多年、工业发展经验较为丰富的李春
奎来到巫山后，却取消了大宁河畔的
工业园区项目，选择了以生态保护为
先。如今，距县城仅1公里的大宁河
畔是一派山村景象，风光宜人。

目前，巫山县将旅游业作为战略
性主导产业，推动“旅游＋”全产业融
合发展。2017年，巫山县接待游客
1263万人次，旅游综合收入43.9亿
元。同时，农业产业结构调整也取得
成效，经济作物比重达到65%。好生
态留住了，老百姓也更富了。

（新华社重庆10月22日电）

直面难题勇担当
——记重庆市巫山县委书记李春奎

新华社记者 谷训

本报讯 （记者 杨艺）10月
22日，为期4天的第六届中国（重
庆）商品展示交易会（简称“渝交
会”）落下帷幕。组委会统计数据
显示，本届渝交会累计吸引观众
34.35万人次、累计成交额5.57亿
元，较上届分别增长8.7%、15.3%；
累计签订合同、订单867份，合同
金额达2.396亿元。而会上一大
波新商业模式的亮相，则成为重庆
商业升级的缩影。

商品升级
进口商品、生态农产品受欢迎

匈牙利红酒、韩国化妆品、澳
洲牛排、泰国乳胶枕……在渝交
会N8进口商品馆，来自法国、澳
大利亚、泰国等国家和地区的优
质日化用品、保健品、干果零食、
饮品、手工艺品以及饰品等受到
追捧。

“会上，我们专门推出了9.9
元买牛排、30元起拍德国滤水壶
等活动，进一步推广进口商品。”洋
展购旗下海惠客平台相关负责人
介绍，4天时间，平台线上线下实
现总销售额270万元，光牛排就卖
出去近万份。平台还与十大澳洲
品牌签约，将作为西南独家授权经
销商为市民引进更多新进口商品，
类别涵盖奶粉、母婴用品、保健品、
美颜美妆等。

在N1、N3、N5地方特色馆，
重庆各区县及兄弟省市的特色产
品也备受欢迎。

在长寿馆，重庆本土产的百香
果供不应求。重庆银湖农业发展
有限公司工作人员介绍，展会第一
天数百斤果子就一抢而空，公司不
得不连夜再从基地运货过来。

N2、N4汽车展馆，各类新能
源汽车、无人驾驶汽车、新概念车、
平行进口车、房车等纷纷亮相，向
观众展示未来的汽车生活。

渠道升级
农产品“上线”、电商“下线”

“渝交会前两天，‘彭水赶场’
平台就销售了459.81万元的农特
产品。后方负责装箱发货的工作
人员基本都没休息，连夜加班装箱
发货，力争第一时间把产品交到客
户的手中。”彭水展馆工作人员说，
高山红薯、高山老树核桃、小米花
生、野生猕猴桃、手工苕粉等生态

农产品备受欢迎，不少已卖断货。
农产品上线增加销量，传统电

商则纷纷转战线下增强体验。
在渝中馆，苏宁小店展示的

便捷购物、智慧购物的新生活方
式也成为一大亮点。“我们从去年
底开始筹备，目前在重庆已开了
50多家门店，预计今年在重庆开
到200家。”苏宁小店工作人员介
绍，苏宁小店主打一站式购物，为
社区用户提供生鲜、蔬果、日化产
品，辐射社区周边两公里以内的
用户，让用户在社区就能买到日
常所需商品。

在九龙坡馆，阿里旗下新零售
业态盒马鲜生也首次亮相。现场
负责人介绍，盒马鲜生主要为消费
者打造社区化的一站式购物体验，
主打生鲜产品，将为重庆市民提供
海外直供的海鲜产品。

体验升级
购物更为年轻化、多元化

考虑到消费群体年轻化、多元
化等趋势，本届渝交会上，N6馆新
业态新零售馆再次推陈出新，通过
还原街区风貌，将花艺街区、动漫
街区、咖啡街区、潮流运动街区、文
创街区、市集等引入到展馆，将场
景化购物体验营造到极致。

“我们结合花艺技术，特别打
造出农庄风情，让前来喝咖啡的消
费者仿佛置身在自然中，增强其体
验感。”野兽花园相关负责人介
绍。湾咖啡则打造了一个充满文
艺气息的咖啡场景，其将大型花
艺、蓝布绣、青年艺术家雕塑等元
素加入到场景布置中，受到不少年
轻人喜爱。

同样受欢迎的，还有云威科技
带来的 VR/AR 体验，只需带上
VR设备，尽情体验太空科幻之
旅、运动竞速体验、爱国军事演习
等。

“为顺应居民消费提质转型
升级新趋势，满足人民日益增长
的美好生活需要，在消费升级、市
场细分、需求个性化的大背景下，
本届渝交会紧贴市民购物、娱乐、
消费等民生实际，大力推动新零
售领域的新技术、新模式和传统
商业有机融合，从而促进实体零
售由销售商品向引导生产、创新
生活方式转变。”市商务委主任张
智奎说。

4天成交5.57亿元

渝交会折射重庆商业升级

新时代担当作为典型风采

本报讯 （记者 廖雪梅）重
庆日报记者10月22日从市财政
局了解到，市财政局19日上午启
动2019年市级预算公开评审，市
人大、审计部门、财政部门、代表委
员、专家组成的团队，对市科委部
门预算进行了首场评审。按计划，
今年市级预算公开评审用时将近
1个月，预计11月15日结束。

市级预算公开评审评什么？
市财政局人士介绍，评审组将从立
项有没有依据、绩效设定合不合
理、执行有没有条件、经费预算是
不是恰当四个方面，对35个有重
点专项项目的部门实施专项评审、
同步选取7个部门一般性项目进
行重点评审，对于其他部门的一般
性项目则实行汇总评审。

开展预算公开评审有什么意
义？市财政局人士介绍，预算公开
评审旨在严肃财政资金管理使用
的纪律规矩，在部门要钱和政府给
钱之间引入第三方监督，使支出更
好符合经济社会发展实际，更好体
现市委、市政府的重大部署和政策
意图。

此次市级预算公开评审的核
心要义是“零基预算”，这意味着除
中央和全市重大决策外，2019年
项目预算“零增长”，也就是改变过
去每年分配部门预算“基数+增
长”和固定来源“切盘子”的做法，
不再以上一年的预算数或决算数
为参考，从零开始，围绕市委、市政
府重大决策部署和全市经济社会
发展规划，对部门申报的支出，从
立项依据等维度先公开评审，再根
据评审结果并结合财力，按轻重缓
急决定是否安排预算，有保有压、
有增有减、一年一安排。

为期20多天的评审过程中，
市财政将分类施策、精细评审，对
常年性项目无变化的，不重复评
审；对阶段性项目已经评审的，每
年仅评审当年的预算额度；而对于
新增项目或较去年变化较大的，进
行重点评审。

据悉，去年我市历时2个月，
对所有市级部门进行了47场评
审，510个重点专项通过53%、调
整42%、未通过5%，审减财政资
金16%。

重庆启动明年市级预算公开评审
除中央和全市重大决策外，2019年项目预算“零增长”

本 报 讯 （首 席 记 者 陈
钧 实习生 唐璨）10月 22日，
重庆日报记者从两江产业集团了
解到，中国科学院大学重庆学院
（以下简称“国科大重庆学院”）已
经完成概念方案设计，以及方案
研究、工程招标挂网等前期准备
工作，可望2020年在两江新区水
土园落成。

今年4月，中国科学院与重
庆市达成战略合作协议，将共建
中国科学院大学重庆学院，计划
2019年开始招生，以研究生教育
为主体，逐步达到3000人的办学
规模。该学院是以科研为主的科
研院所，兼具研究生、博士生教学
功能，将打造“学、研、产、创、保”

五大功能板块为一体的综合性园
区，建设成为科教创产融合发展
的学院。

学院整体分为科研区、共享
区、生活区、公寓区，规划总用地面
积63.6万平方米，一期建设用地
面积约33.3万平方米。其中，教
室占地6800平方米，图书馆7000
平方米，国际学术交流中心（含会
堂）1.5万平方米。项目一期计划
将于2020年5月底完工；二期于
2021年5月底完工。

国科大重庆学院将结合阿里
相关系统，实现智慧课堂、健康管
家、智慧园林、智慧生态等多个场
景，打造智慧运营、开放共享、绿色
生态的智慧校园。

国科大重庆学院一期有望后年落成

李春奎（中）在长江巫山段与清漂工作人员交流（9月27日摄）。
新华社记者 王全超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