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脱贫之路脱贫之路“天坑下庄的开路人”系列报道之二：

□本报记者 周立 彭瑜

“不信邪、坚韧、肯学……”这些，是
县乡领导和下庄村民对毛相林最普遍
的评价。

因为不信邪，他才敢“不听招呼”，
带领村民叫板绝壁；因为坚韧，他才能
顶着6条生命逝去的巨大压力，用7年
时间完成了这项“异想天开”的壮举；因
为肯学，他面对挫折才能不断总结经验
教训，转换思路，带领下庄人走上脱贫
致富的康庄大道……

路修好后，毛相林将工作重心放在
了完善基础设施、发展产业上。在这个
过程中，这个没多少文化的小个子男
人，走过不少弯路，甚至在村民大会上
作过检讨。

火，只能把铁炼成钢，却无法把铁
烧成灰烬。挫折和打击，只能让毛相林
更有韧劲，却无法将他击垮。

面对一次次失败、打击，毛相林不
再像当年修路那样蛮干，而是一次次总
结、琢磨，逐渐摸索出下庄脱贫攻坚的
科学路径，“无中生有”打造了下庄几大
脱贫支柱产业，创新思路解决“两不愁
三保障”突出问题。

下庄曾是全乡最穷的村，2016年，
下庄却在全县率先实现整村脱贫。
2019年，全村人均纯收入达到1.2万余
元，高于全乡平均水平，是1997年修路
前的40倍。

在大巴山深处，毛相林带领着下庄

人，再次“啃”出了一条全新的“脱贫路”。

完善基础设施，动员
儿子三让宅基地

毛相林知道，下庄要彻底改变贫穷
落后的面貌，仅靠绝壁上那条2米多宽
的机耕道，远远不够。

绝壁上的天路通车后仅两个月，毛
相林就带领村民一口气把路修到了下
庄村小学。2006年，这条路又延伸到
了谷底的后溪河电站，基本上连接起了
所有村民的院落。

但是，这些依山而凿的机耕道，路
面窄且坑洼不平，坡陡弯急，悬崖落石
不断，非常危险。

“路修好了不能保畅通，对不起全
村人，更对不起那6条人命！何况，下庄
要摆脱贫困，没有这些路可不行。”2004
年，路刚修好，毛相林就自己带头，号召
全村18-60岁的村民，每人每年出4个
义务工养路。

2015年，乡里的公路硬化到了天坑
顶端的鱼儿溪。毛相林坐不住了，多次
去乡里、县城申请把这条路硬化到下
庄。 （下转4版）

从蛮干到巧干
——毛相林带领下庄人走上脱贫致富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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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7月7日电 国家主席
习近平日前同阿根廷总统费尔南德斯
互致信函，就两国携手抗击新冠肺炎疫
情、加强各领域务实合作交换意见。

习近平强调，面对疫情，中阿人民
同舟共济、相互支持，体现了两国人民
的深厚情谊。当前，中国和阿根廷等拉
美国家都面临抗疫情、稳经济、保民生

的艰巨任务。中方愿继续同阿根廷积
极开展抗疫合作，并向阿提供力所能及
的帮助。习近平强调，中方坚定支持阿
方为维护国家稳定和发展所作出的努
力，愿深化两国各领域友好交流和务实
合作，推动中阿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取得
更大发展。

费尔南德斯表示，感谢中国政府和

人民为应对疫情所付出的巨大努力和
在国际抗疫斗争中发挥的领导作用，特
别感谢中方向阿根廷伸出援手。患难
见真情，值此特殊时刻，我们深切感受
到阿中友谊之深厚。我坚信，我们正在
开启两国关系的辉煌时期，阿中全面战
略伙伴关系及多边合作将得到进一步
深化。

习近平同阿根廷总统费尔南德斯互致信函
就两国携手抗击新冠肺炎疫情、加强各领域

务实合作交换意见

据新华社重庆7月7日电 中共中
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扶贫开发领导小
组组长胡春华6日至7日在重庆实地督
导巩固脱贫成果工作。他强调，要深入
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扶贫工作的重要
论述，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多措
并举巩固提升脱贫成果，确保高质量打
赢脱贫攻坚战。市委书记陈敏尔，市委
副书记、市长唐良智分别参加有关活动。

巫山县地处三峡库区腹心，群山广
袤、峡谷幽深，虽然于2017年摘帽，但

是巩固脱贫成果任务艰巨。胡春华深
入巫山县深度贫困乡村、扶贫产业基
地、集中安置点等，实地调研“三保障”、
产业就业扶贫、易地扶贫搬迁和三峡移
民后续扶持等工作。

胡春华指出，切实巩固脱贫成果、有
效防止摘帽地区和脱贫群众返贫，是一
项重要而紧迫的任务。要抓紧开展“三
保障”和饮水安全查漏补缺，落实落细措
施，加快补齐短板。要立足特色资源培
育壮大扶贫产业，延伸产业链条，完善利

益联结机制。要加大外出务工贫困劳动
力稳岗就业力度，积极拓展就业渠道。
要加强易地扶贫搬迁和三峡移民后续扶
持，下大力气解决搬迁群众就业问题，强
化社区建设和管理服务。西南地区世居
少数民族多，要加大对民族地区发展支
持力度，确保各民族共同迈进小康。

在重庆期间，胡春华还主持召开部
分省区市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战略有
机衔接工作座谈会，认真听取地方的意
见建议。

胡春华在重庆实地督导巩固脱贫成果工作

本报讯 （记者 颜若雯）7月7
日，市人大常委会召开《重庆市文明行
为促进条例（草案）》（征求意见稿）专家
论证会。市人大常委会主任张轩出席
会议并讲话。

市委常委、宣传部部长、市文明委
副主任张鸣出席会议，市人大常委会
副主任周旬主持会议。

按照市委部署和市人大常委会
2020年立法计划，市委宣传部（市文
明办）、市人大社会委、市人大常委会

法制工委、市司法局、西南政法大学等
相关部门和单位组成工作专班，扎实
开展立法调研论证，广泛征求意见建
议，形成了目前的征求意见稿。

会上，马善祥、王彦、朱刚、陈伯礼、
赵德明、谢来位、王于飞、杨佳红、周祖
成、郭诏彬等10位立法专家和行业专
家，围绕法律适用范围、文明行为界
定、权利义务、法律责任等方面提出了
意见建议。

张轩表示，文明行为促进立法是

推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入法入规的
生动实践，是促进社会进步、培育公民
文明素养的法制举措。要以习近平新
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
按照市委要求，扎实做好《重庆市文明
行为促进条例》立法各项工作，充分考
虑法律的针对性和可操作性，把好地
方立法质量关。对于立法专家和行业
专家提出的意见建议，市人大常委会
将照单全收，逐条研究，详细论证，充
分吸纳。

市人大常委会召开《重庆市文明行为促进条例（草案）》专家论证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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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教育、农业、科技、艺术等领域深入合作

1+1>2 川渝高校协同创新释放集聚效应
加快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

重庆数字经济改革创新向纵深推进

7月7日，2020年全国高考拉开帷幕，我市18万多考生参加考试。图为江北区字水中学考点，考生们结束考试后走出考场。
记者 张锦辉 摄/视觉重庆

全市18万多考生参加考试
所有考点设置体温检测点高考开考

2018年11月“渝快办”正式上线，截至目前，注册
用户超过1200万，累计办件量超过1亿件

“渝快办”移动端上
线服务事项从年初的942
项增加至 1016项

市级 1166项行政许
可事项中，超过80%的事
项实现“最多跑一次”，网
上办理率超过84%

今年以来，我市通过
“渝快办”新开办企业
6.64 万户、个体工商户
15.87 万户，较去年同期
分别增长5%和 16.62%

今年以来

1616..6262%%

数说渝快办数说渝快办

数据来源：市政府办公厅 制图/李梦妮

□张燕

最近，快递小哥李庆恒成
了“香饽饽”。作为 95 后从业
者，他不仅被评为杭州市高层
次人才，更获得 100 万元购房
补贴。这位快递小哥的经历，
让我们看到，不断涌现的新职
业，正在为更多人提供人生出
彩的机会。

快递小哥李庆恒的勤奋众
所周知。他每天早起背诵邮政
编码、电话区号、航空代码，下
班后再抽出两个小时来练习实
际操作。日积月累，他终于获
得“浙江省第三届快递职业技
能竞赛”第一名，为入选高层次
人才打下基础。

而“高层次人才”也从此有
了新的解读——不是只有海
归、高学历才称得上“高”，每一

个技能过硬、爱岗敬业的人才
通过自身努力创造了价值，都
理应收获尊重和殊荣。这也是
当代人才观念的进步。

新职业涌现，是中国经济社
会发展的一面镜子。诸如快递
小哥、主播等，都是随着互联网、
电商经济发展而产生的新职业，
赋予这些从业者更多的尊严感
和幸福感，是促进新业态新模式
发展壮大的必由之路，也是满足
人们美好生活的必然选择。相
信，随着政府给予这些新职业更
多激励，社会给予这些从业者更
多机遇，一定会出现越来越多的

“李庆恒”。
时代提供了舞台，“起舞

者”更要靠自己的努力来发光
发热。保持不断学习的好习
惯，保持与时俱进的好奇心，深
耕自己的专业，不断提高职业
技能，我们就能搭上新时代的
列车，抵达更加美好的未来。
正如网友留言，“这个时代不会
辜负每一个奋斗者。”

人人都有出彩的机会

本报讯 （记者 陈国栋）7月7日，重
庆日报记者从市政府新闻办举行的加快“渝
快办”政务服务体系建设新闻发布会上获
悉，自年初“渝快办”2.0版本上线以来，我市
围绕加快“渝快办”政务服务体系建设，从平
台能力建设、应用推广、创新政务服务方式
等方面持续发力，全面推进线上“一网通
办”、线下“一窗综办”，服务能力和水平提升
明显。截至目前，“渝快办”注册用户超过
1200万，累计办件量超过1亿件。

据介绍，自2018年 11月正式上线以
来，“渝快办”已取得服务供给更丰富、线上
服务更完善、线下服务更通畅、渠道多元更
便捷等多项成效。

目前，收到群众评价意见60余万条，满
意率达到99%以上。

移动端上线服务事项1016项

“渝快办”是我市按照国家推行网上审
批服务、实现“一网通办”要求建设的全市一
体化在线政务服务平台，也是我市深化“放
管服”改革和推进“互联网+政务服务”的重
要成果。

据介绍，“渝快办”移动端上线服务事项
从年初的942项增加至1016项，新上线区
县特色服务事项超过400项。市级1166项
行政许可事项中，超过80%的事项实现“最
多跑一次”，网上办理率超过84%。

目前，“渝快办”与企业、群众的生产生
活密切相关，从群众查询和办理的高频服务
事项来看，主要集中在社保服务、公积金服
务、交通出行等领域。特别是今年抗击新冠
肺炎疫情以来，“渝快办”及时发布疫情防控
有关信息和支持企业复工复产的政策措施，
推动更多服务事项“不接触”办理，为我市打
赢疫情防控阻击战发挥了重要作用。

（下转2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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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 李星婷）受新冠
肺炎疫情影响，2020年高考延期一个
月举行——7月7日，我市18万多考生
迎来高考。今年全市共设39个考区、
101个考点、6409个考场，重庆日报记
者从多方了解到，我市采取所有考点增
设体温检测点和配备防疫物资、制定突
发事件应急预案、设置公安护考点等多
项措施，全力确保高考顺利进行。

“今年，全市所有考点均设置了体
温检测点、暂时留置观察区，配备了充
足的防疫物资。”市委教育工委书记、
市教委主任黄政介绍，所有考点还增设
1名副主考，由当地卫健部门或疾控机
构安排专业人员担任，专职负责涉疫常
规工作和突发事件处置。

7日早上，在巴蜀中学考点，记者看
到该考点对进出通道、候考区域等进行
了专门划分。在一楼考务室，领取试卷
的地方有专人24小时值守；楼道、考室
里都摆放了消毒液、洗手液等物品。在
第18中学校观音桥校区，校门口设置了

“高考进行，请勿鸣笛”等警示牌，民警一
边维持秩序，引导送考车辆快速驶离，一
边提醒家长注意考试期间不要喧哗。

此外，针对可能出现的暴雨、火灾、
地震等自然灾害以及各类突发事件，
市、区县及考点均制定了切实可行的应
急预案，落实24小时值班制度，严格执
行重大事件第一时间报告制度。

（相关报道见6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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垃圾各归各“家”小区环境变美
——打探九龙坡区钢球小区可回收垃圾全程追溯系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