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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 苏畅）4月12日，
重庆日报记者从全市消费帮扶工作推进
会上获悉，2021年，全市将通过消费帮扶
帮助脱贫地区销售农产品45亿元以上。

据了解，2020年，重庆通过消费扶
贫销售扶贫产品55.4亿元，超额完成年
度40亿元的目标任务，累计认定巫山
脆李、奉节脐橙、涪陵榨菜、丰都肉牛、
汇达柠檬等扶贫产品11636个，供应商

3014个，覆盖带动脱贫群众88.5万人，
并建成中国西部消费扶贫中心、重庆市
线上消费扶贫馆等，累计建成线上线下
消费扶贫企业及地方馆53个、消费扶
贫专区333个，意向签约消费扶贫智能
专柜12601台、投放2049台。

为巩固拓展消费扶贫成果，表彰先
进，树立典型，在全市消费帮扶工作推
进会上，金科地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等

50个重庆市消费扶贫示范单位、巫溪县
消费扶贫馆等25个重庆市消费扶贫示
范专馆、重庆永辉超市金源时代购物中
心店消费扶贫专区等20个重庆市消费
扶贫示范专区、乌江牌榨菜等98款重
庆市优质扶贫产品被通报表扬。

市扶贫办党组书记、主任刘贵忠表
示，2021年，全市将通过消费帮扶帮助
脱贫地区销售农产品45亿元以上，确

保脱贫地区农产品不出现大面积滞销
积压，确保脱贫群众不因农产品滞销而
返贫。此外，要持续做大巫山红叶、巫
山脆李、涪陵榨菜、涪陵龙眼、涪陵荔枝
等“重庆宝贝”，培育“三峡柑橘”、武陵
山片区、秦巴山区系列品牌等一批“大
而优”“小而美”、有影响力的区域公用
品牌，继续开展脱贫地区帮扶产品认
定，不断强化消费帮扶产品监督管理。

今年全市消费帮扶目标确定

助脱贫地区销售农产品45亿元以上 本报讯 （记者 张莎）4月 12
日，重庆日报记者从大足区获悉，该
区日前被民政部确认为全国婚俗改
革实验区，将从阵地建设、增强服务
供给、特色活动、信息宣传、婚俗整治
等5个方面开展婚俗改革实验。

在阵地建设方面，大足区将建设
婚姻家庭辅导服务阵地，设立1个婚
姻家庭辅导室、3个婚姻家庭辅导站，
以提供更加专业的婚姻家庭辅导服
务；建立区、镇街、村（社）三级工作联
动机制，探索婚姻问题跟踪辅导、定期
回访等做法；招募、培训、管理志愿者，
发展专业队伍；依托阵地，策划及开展
系列活动，大力倡导及推广婚俗文化
等。

为加大优秀婚俗文化产品和服务
的供给，该区将打造拾万镇长虹村及
香霏街两个免费颁证基地。同时，创
新农村婚宴举办方式，鼓励村委会依
托村级综合服务设施等场所，为村民

举办婚宴提供便利；鼓励有条件的地
方建立农村婚宴服务队，明确服务项
目、收费标准和服务承诺。

在特色活动方面，大足区将挖掘
传统及大足石刻慈善孝义廉优秀婚俗
文化，将好家风好家教等良好思想道
德教育内容融入其中，策划10场社区
活动、4场大型特色主题婚礼。大足
区民政局还将会同团区委、妇联开展
青年网红景点相亲、集体婚礼等活动。

“我们将利用智慧民政系统平台
对接婚姻登记预约、颁证活动与集体
活动报名，提供婚姻热线服务、政策
咨询、信息推送发布等服务。”大足区
民政局相关负责人介绍，通过“智慧
民政+婚姻”平台，市民可享受线上
线下婚姻家庭辅导服务。

在婚俗整治方面，大足区将动员
试点村社结合实际，修订完善村规民
约、红白理事会章程，探索“红黑十条”
奖惩措施，开展婚俗整治。

打造免费颁证基地 创新举办农村婚宴

大足区5方面推进婚俗改革实验

本报讯 重庆市公安局沙坪
坝区分局原局长，离休干部李冠
军同志，因病于2021年 4月 11

日逝世，享年91岁。
李冠军同志系河北安平

人，1946 年 11 月参加革命工
作，1947 年 7 月加入中国共产
党。

李冠军同志逝世

大足 风吹树绿闻花香 绘就乡村新图景

3月，走进大足区高
升镇，汽车行驶在干净的
柏油路上，映入眼帘的是
两旁的植被和农田。红
的、黄的、粉的……各色
花卉开在道路两旁，微风
拂过，能闻到淡淡的迷迭
花香。

高升镇的美丽蝶变，
仅仅是大足实施人居环
境整治的一个缩影。近
年来，大足区大力开展农
村人居环境整治，围绕抓
农村垃圾治理、厕所治
理、生活污水治理等重
点，取得了很好的成效。
并围绕特色产业抓整治，
让乡村变美和产业发展
相辅相成相得益彰，绘制
出了一副美丽乡村新图
卷。

全民参与热情高
建成美丽宜居乡村

小院房屋窗明几净，柴草堆放有
序，房前屋后各色鲜花在微风中摇曳。
不远处的塘堰清水碧波荡漾，与岸边的
青山绿水相映成趣。春日暖阳下，村民
在院坝里干着手里的活计，不时与路过
驻足的邻居闲聊几句……在大足区高
升镇，随处可看到这样的美丽乡村风景
线。

“以前，这里的农村可没有这么好
的环境。”对于现在的生活环境，高升
镇一位村民感慨地说，“环境的改善，
来自于在农村实施的‘三清一改’。”

日前，大足区高升镇2021年农村
人居环境整治春季“战役”暨农民清洁
活动周在旭光村启动，来自当地的人大
代表、机关干部、各村(社区)干部以及群
众在旭光村、太和村乡村田园沿途捡拾
垃圾，引导农民群众养成爱干净、爱整
洁、讲卫生的良好习惯，保持农村干净
卫生的生活环境。

当天，大家一起集中消除了路边、
田边、沟边和门口、村口、场口长期堆放
无人管的垃圾，捡拾了因风吹、水冲和
乡村旅游等造成树上挂的、水里飘的垃
圾。整治影响村容村貌乱搭建的鸡鸭
窝棚、猪牛棚圈、电线杆上的广告、牛皮

癣、不文明的警示提示标语等。引导村
民养成柴草码放整齐、垃圾分类投放、
家禽家畜圈养等，以及勤打扫、勤收拾、
勤换洗和爱干净、爱整洁、爱形象的良
好生活习惯。

据了解，该镇以“清洁村庄助力乡
村振兴”为主题，以“美丽宜居乡村建
设”为抓手，常态化开展“春夏秋冬”四
季战役、“小手拉大手”活动，群众参与
度高，效果非常明显。

此外，高升镇还建立了常态化机
制，将人居环境改善纳入到村规民约，
一方面，将不自觉遵守相关规定，存在
污染环境、破坏环境现象的群众纳入到
黑名单，进行集中公示，并在党员主题
日和社员会上进行通报。另一方面，挖
掘保护环境、改善环境的先进典型，并
以红榜予以公示。推行“爱心积分超
市”激励机制，建立积分台账，授予“最
清洁庭院”“最美农家”等称号和给予日
常生活用品奖励。

据悉，2020年高升镇推动农村人
居环境整治向纵深发展，代表大足区接
受重庆市人居办2019年度目标考核获
得全市一等奖；代表重庆市迎接全国城
乡环境卫生整洁行动终期评估现场核
查，获得高度评价，为全区成功创建国
家卫生区作出了重要贡献；太和村、旭
光村也获评2020年度“重庆市美丽宜
居乡村”称号殊荣。

乡村迎来新面貌
打造稻香文旅小镇

春末，大足区拾万镇长虹村的乡村
公路两旁，农家茅草小楼的彩绘墙上，
袁隆平坐在田埂上沉思，身后是黄灿灿
的稻穗，远处是碧绿青山、蓝天白云。

拾万镇地处大足区东南部，曾经传
统煤矿产业是这里的支柱产业。近年
来，随着乡村振兴战略的深入实施，拾
万镇大规模关停煤矿企业，并借助袁隆
平专家工作站等优势，该镇围绕

“4433”发展思路，践行“绿水青山就是
金山银山”的生态路子，发展生态农业，
建设稻香文旅小镇。

要搞乡村旅游，就得把乡村的环境

搞好。拾万镇高度重视农村人居环境
整治工作，将此纳入2020年度拾万镇
建设“稻香文旅小镇”的重要抓手和重
点任务进行考核。

在具体做法方面，首先是针对农村
多数老年人不爱清洁卫生这一陋习，当
地通过大量的宣传让“陋习”变“文
明”。多次召开会议宣讲农村人居环境
整治工作会议精神，并利用赶场日大量
发放宣传单、张贴“三清一改”文明公
约、开辟专栏、张贴海报。此外，学校老
师通过家访到学生家庭宣传，“村村通”
每天不间断广播，“三清一改”等农村人
居环境整治内容不断“声入人心”

针对农村“垃圾乱丢、污水乱排、秸
秆乱堆乱烧”这一现状，当地政府坚持
以“三清一改”为重点，强整治。一是全
面清除生产生活垃圾和非正规垃圾堆
放点，彻底清理大街小巷“五堆”；二是
重点整治农村旱厕和污水横流问题，开
展“厕所革命”、清理污水沟、整治河道
等行动；三是对涉及乱搭乱建、乱堆乱
放、乱涂乱画的区域、院落采取常态化
联合整治行动。

此外，拾万镇还让原本破旧的村貌

焕然一新。一是建新拆旧。改造破烂
路面12公里，维修加固C级危房13户，
改造D级危房41户，完成建新拆旧13
万平方米；二是美化院落。长虹村、将
军村实施文化上墙6000平方米，全镇
实施文化版面上墙13块，安装太阳能
路灯600余盏；三是绿化村庄。在长
虹、八埝、檬子等村沿路、沿沟、沿河及
村头巷边、房前屋后、田间道路植树造
林，见缝插绿，绿植花草树木1500亩。

为了增加大家的积极性，镇、村两
级分别建立农村人居环境整治微信、
QQ群，适时晒出农村人居环境整治工
作照片，对成效突出的点赞，对存在的
问题及时督促整改落实；各村设立光荣
榜和曝光台，对整治成效突出的居民户
晒出照片上光荣榜予以肯定，对问题突
出的居民户晒出照片上曝光台进行曝
光。

产业带美人居环境
养成村民爱美之心

春日暖阳下，大足雍溪镇慈云村天
华百卉园雍溪基地智慧农业生产基地

一片生机勃勃。
2020年8月，重庆百卉园生态农业

发展有限公司在大足区雍溪镇慈云村
承包废弃果园996亩，建设天华百卉园
雍溪基地智慧农业生产基地，吸纳周边
剩余劳动力200余人长期固定务工，年
产各类高档花卉苗木8000万盆以上，
产值3亿元。

天华百卉园组织动员周边农户，利
用房前屋后空闲地，免费栽植绿化苗木
及花卉，统一修建排污管道等方式，形
成户户是花卉、户户是景点。

据介绍，雍溪镇坚持以改善人居
环境为前提发展壮大优势产业，融合
当地独特的川剧文化，大力发展民宿
和观光农业，打造“生产-景观-休闲”
综合体，走出了一条以特色产业为基
层，以川剧文化为特色，以生态休闲旅
游为引擎的富民强村新路。2020年
度，全镇新落户花卉业主27户，全部
签订“义务带动承包区域人居环境整
治承诺书”，免费送花卉苗木 3 万余
株，协助打造人居环境整治示范户400
余户。

乡村在不断变美变富，村民们让村
容村貌变美的意识也在不断的增强。
目前，雍溪镇产业带动人居环境整治工
作成效显著，辖区内从主干道到村组小
道，达到干净卫生，无暴露垃圾、无污水
外溢，无卫生死角；公路两侧、乡村主干
道等无乱贴乱画、乱堆乱放、乱搭乱建
等现象；村民清洁卫生文明意识和生态
环境保护意识普遍提高，健康良好的生
活习惯正在逐步形成，整个村居环境焕
然一新，为推进乡风文明、助力乡村振
兴创造了积极条件。

人居环境改善和发展产业相辅相
成，相得益彰。人居环境的改善让产业
的发展有了沃土，而产业的发展则让农
村环境越来越好，越来越美。

大足，正在走出一条农村人居环境
综合整治和特色产业相结合的乡村振
兴之路。

刘茂娇 程俊
图片由大足区农业农村委提供

高升镇旭光村全景

雍溪镇天华百卉园

农村人居环境整治三年行动区县巡礼·大足

巴渝乡村展新颜

栏目主办栏目主办：：重庆市农业农村委员会重庆市农业农村委员会 重庆日报重庆日报

本报讯 （记者 王亚同）为迎接
第六个全民国家安全教育日，4月12
日，由市委国安办、市委宣传部、市委网
信办、市教委指导的“国家安全你我他”
国家安全教育思政公开课在重庆师范
大学举行。

本次公开课由重庆师范大学、教
育部高校思想政治工作发展中心、青
年马克思主义者培养工程全国研修基
地联合主办。这堂公开课从国家安全
的3个层面进行讲授，教育引导学生
以史鉴今，增强“四个自信”，树牢国
家安全意识，在新时代新征程中展现

新作为。
公开课把国家安全教育融入百年

党史，引领学生从共产党人的精神谱系
中领悟保守党和国家秘密的重要性；融
入该校考古学特色专业课程，用敦煌文
物失而复案例，展示历史文化传承与安
全的重要性；融入高校科研领域，引导
学生从互联网信息技术、人工智能、生
物基因等方面，明确自身肩负的责任；

融入大学生日常生活，倡导提高安全意
识，共同维护国家安全。

据介绍，此次公开课创造性地以
国家安全为主题，紧密围绕习近平新
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铸魂育
人，把国家安全创新理论融入高校青
年思想教育。还通过情景对话、讲述
诵读、情景演绎等方式，运用全息投
影、动画制作等技术打造出沉浸式教

学环境，并采用现场与网络视频同步
播送，让听课受众不再局限于一班、一
校、一省市。

鲜活生动的故事，跌宕起伏的案
例，让现场大学生们切身感受到国家安
全的重要性。大家纷纷表示，一定会坚
定反对各种错误思潮，坚决抵制任何挑
拨中国人民同中国共产党血肉联系的
阴谋诡计。

把国家安全创新理论融入高校青年思想教育

国家安全教育思政公开课开讲
全 民 国 家 安 全 教 育 日

4月9日，我市首条蚕桑特色产业街在
北碚区东阳街道正式开街。这条特色产业
街以蚕桑产品、蚕桑文化、蚕桑旅游为主
题，融合了蚕桑知识科普、特色产品展示、
多彩桑果品鉴、临江房车体验等多种文旅
业态，开辟了科研院所与产业文旅有机结
合的全新模式。

此次蚕桑特色产业街开街，将全方位
表现桑蚕制品与生活的紧密联系，逐步实
现刺激并驱动现代桑蚕业联动经济增长的
目的。

特约摄影 秦廷富/视觉重庆

我市首条
蚕桑特色产业街开街

本报讯 （记者 何春阳）4月9
日，2021年重庆平安志愿者政法平安
工作体验活动（第二期）在位于合川的
重庆市检察机关渔业生态修复司法保
护示范基地举行。20名平安志愿者
与附近居民一同观看了一起非法捕捞
刑事案件的露天庭审，并参与了联合
巡江、增殖放流等活动。

在露天庭审现场，法官、检察官现
场以案释法，向大家介绍了禁渔期、禁
渔区禁用的工具，以及与生态环境保
护相关的法律知识。

当天，平安志愿者还与司法人
员一起，在嘉陵江边的增殖放流点，
将 2万多尾鱼苗倒入江中。6名因
犯非法捕捞水产品罪被判处缓刑的
人员也一起参加了增殖放流，放流

的鱼苗正是用他们缴纳的全部赔偿
金购买的。

合川区检察机关有关人士介绍
说，生态受损，检察机关会敦促被告人
积极履行赔偿义务或采取增殖放流等
方式进行修复，并将其作为被告人认
罪悔罪的表现和酌定量刑依据，努力
实现办理一个案件，保护一片水域，恢
复一片生态。

据悉，重庆市检察机关渔业生态
修复司法保护示范基地于2018年年
底揭牌运行。由渔业生态保护法治教
育基地和增殖放流点两个功能区域
组成，集法律知识宣传、案例警示教
育、渔业知识科普等功能于一体，该
基地建成以来，已增殖放流84万多
尾鱼苗。

以案释法促进长江渔业生态修复
平安志愿者体验活动走进合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