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作为国家扶贫开发工作重点县，云阳县最近
与阿里巴巴农村淘宝握手，成为“兴农扶贫”频道
的首吃螃蟹者。

在淘宝“兴农扶贫”频道中，来自贫困县、且发货
地也为贫困县的产品将优先进入销售。借助这一

“特快通道”，云阳的胎菊、三峡白蜜、岐阳秀芽、红薯
粉条等一批特色农产品走出大山，销往全国各地。

“上行下行上下都行，关键在上行；买好卖好
买卖均好，重点要卖好。”云阳商务局相关负责人
告诉记者，作为全国第二批电子商务进农村示范
县，云阳聚焦精准扶贫，优先在贫困村布局电商网
点，努力打造农产品“上行”通路，让更多的山货变
成网货，拓宽农户增收渠道。

电商连乡村，足不出户网上卖

45岁的水口镇枣子村二社村民邬前琼一家曾
是村里的建卡贫困户。丈夫身患残疾，邬前琼自己
患有类风湿多年，加之母亲年老体弱多病，还要供
养两个上大学的女儿，一家人生活捉襟见肘。

虽然干不了重活，勤劳的邬前琼却是加工农
产品的一把好手，每年都会做些红薯粉、粉条、酱
腌菜等，背到场镇上去吆喝。两年前，镇上依托枣
子村便民服务中心，建起了电商综合服务站，只需
一个电话，便有专人上门收购农户手中的农特产
品，再通过网络销售出去。从此，邬前琼足不出
户，就能将农产品“变现”。

“红薯粉、土鸡蛋、风萝卜，这些‘土货’都能在
网上卖。”邬前琼说，今年，光是在网上卖农产品，
就收入了近千元。

从邬前琼家沿斜坡步行10分钟，便是水口镇
电商综合服务站。这是很多村民“触网”的“大本
营”，也是农产品“上行”的第一站。在这里，不仅

有专人帮助村民办理充值缴费、收发快递、网上购
票、网上代买农资、小额存取等业务，还能网上代
销农副产品。

在服务站的一个角落里，专门设有贫困户产
品专区：胡明生送来50斤花生、王立祥送来10斤
干辣椒、从王本俊家收到粉条30斤……“我们会
定期将市场畅销的商品信息向贫困户发布。对贫
困户的农产品，服务站实行‘零利润’销售。”服务
站工作人员汪先菊说。

湖北荆州的卢先生要买盐菜、浙江衢州的赵
先生需要干黄花、辽宁大连的朱女士要买红薯
粉……根据订单，工作人员分门别类地称重、整
理、打包、贴签，再放到货架上的上行快件区，等待
快递出去。

就是这几十个平方米的电商服务站，指导老林
村、夜合社区各自建立了电商点，还培育孵化了24
家电商网店。今年1—7月，全镇电商销售农特产品
13338件，销售额120余万元，其中销售贫困户农特
产品2218件，销售额13.6万元。枣子村110户贫
困户385人中，有56户贫困户150余人直接受益，
通过电商户均增收1500余元。

按照“有产业基础、交通便利、网络覆盖”的原
则，云阳县强力推进镇村服务体系建设，建成乡镇电
商综合服务站41个、村级电商综合服务点298个，全
县162个贫困村实现了电商综合服务点全覆盖。

发出的快递一半都是农产品

物流是困扰农产品“上行”的一大因素。如何
降低物流成本，提高物流效率？

两年前建成投用的渝东北仓储物流分拨中心
解决了这个问题。位于云阳县工业园区B区的分
拨中心，建设规模达1.3万平方米，相当于近两个

足球场大小，包括快递自动分拨、电商智能仓储、
冷链冷库仓储和商贸物流四大功能区，集聚了中
通、顺丰、百世、德邦、永德等16家快递物流企
业。

以分拨中心的快递物流资源为龙头，以全县
339个乡镇、村电商综合服务站点为支撑，云阳县
将全县38个乡镇分成8条线路，开通了8条农村
电商物流班车线路，并采取“三定四统，共同配送”
的物流方式。

“三定”即定时、定点、定线，“四统”即统一运
价、统一配送、统一补贴、统一服务费。云阳商务局
有关负责人介绍，每天早晨9点到10点，快递班车
会统一从分拨中心发车，到各乡镇、村的时间相对
固定，定时往返。分拨中心与乡村电商服务站点互
联互通，乡镇、村电商服务站点作为辖区内快件投
递点和收件点，定点停靠快递班车。8条农村快递
线路相对固定，固定车辆每天往返一趟。县城也开
通了3条配送线路，实行同城配送。

有时客户要得急，农产品一件一件从村里收
集、运来，难免耗时长，分拨中心就专备了仓储库
房，商家将保鲜时间较长、便于存储的干货提前运
来，订单来了再分装，直接从这里发往全国各地。
目前，分拨中心已吸引了掌上云阳、老虎电商、淘
宝云阳馆等72家本土电商入驻。

“目前，分拨中心每天货物进出量达到600
吨，快递投送日均量达到9000件，发出的快递一
半都是农产品。”分拨中心有关负责人说，通过这
种物流方式，大大提高了配送效率，物流成本也降
低25%以上。

建立统一品牌形象

农产品“上行”，离不开好的产品。
为了方便电商化销售，提高云阳农特产品市

场价值和影响力，云阳县突出打造了“天生云阳”
区域公用品牌。县政府领导为“天生云阳”品牌

“背书”，郑重承诺“天生云阳，不卖假货。”
依托这一区域公用品牌，云阳县着手对“三品

一标”和分散在田间地头的特色农产品进行打造，
将一个个山货变成网货。该县建立了农产品电商

“公共产品库”，已完成柑橘、蜂蜜、青杠黑木耳、乌
天麻等25个农产品形象包装，入库单品125个。所
有产品都有唯一的二维码，一扫描，身份信息全透
明呈现，实现了“源头可溯、真伪可查”。

数据显示，去年，云阳县农产品网络销售额达
1.52亿元，较上一年增长101.3%，快递出件211.2
万票，增长93.7%。今年上半年，全县农产品出件
180.52万票，同比增长86%，销售额1.22亿元，同
比增长84%。

云阳打造农产品上行通路
推动山货“触网”俏销

——关注农村电商系列报道之六
本报记者 向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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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9日0时，备受关注的重庆市公立医院综合改
革全面推开。与此同时，多项便民惠民政策也开始实
施，让市民受益不少。

慢病患者去便民门诊开药很方便

“便民门诊开药方便多了。”9日上午9时过，家住
北环附近的刘瑞星来到市中医院，患哮喘多年的他需
要开一种名为“沙美特罗替卡松粉吸入剂”的小瓶喷
雾，这种喷雾可以随身携带，治疗哮喘很有效。

“之前我也去其他医院开过这种药，但光排队挂
号就要费时不少。”刘瑞星说，大医院呼吸内科的号很
俏，必须一大早就去排队，排一个多小时只为开这么
一小瓶药，太费时间了。昨天，他在市中医院便民门
诊只花了10分钟，就将药拿到了手。

在市第六人民医院，便民门诊也首次亮相，并由
高级职称医生坐诊。“听说从9号开始药价会下降，我
还故意等了两天才来开药的。”患高血压多年的王女
士说，有了便民门诊果然方便，几分钟就搞定了。该
院院长刘永生表示，随着改革的深入，该院还将视情

况开设更多的便民门诊窗口，以方便患者拿药。

三级医院普通门诊号源不低于30%

9日上午9时过，记者赶到重医附属儿童医院两路
口院区门诊。往日熙攘拥挤的门诊大厅，此刻显得有
些“冷清”。在每个挂号窗口，医院都贴出“温馨提示”，
详细列明各类门诊的号源数量和现行诊察费价格。

“早就听说今天要启动医改，早晨8点就出门往
医院赶。8点半到医院，没排几分钟就挂到了专家门
诊号，比之前想像的要顺利。”外科门诊外，正抱着1
岁的儿子安心候诊的杨艳丽说。

该院医务处负责人介绍，为了改变以往号源紧
张、患者挂号难的问题，医改首日医院专门调整了门
诊号表，100%保障号源。根据门诊患者人次及工作
量，还弹性调整医务人员的上班时间，在医生服务时
间空余的情况下，适时加号。

按照新的政策规定，普通门诊号源在二级医院不
低于50%、三级医院不低于30%。为此，我市各大医
院也使出了各种“招数”。

“以我们针灸科为例，大多都是副主任和主任医
师。”市中医院院长左国庆说，为了让患者能看到普通
门诊号，医院将针灸科30%的号“降”为普通门诊，也
就是主任医师也按普通门诊收费，中间的差价由医院
补贴。

在陆军军医大学大坪医院和西南医院，为服务百
姓，其普通门诊的号源分别为68%和50%。

一个疗程只交一次诊察费

“我每周都要来做血液透析，医改后费用便宜了
不少，而且不用每次来都挂号缴费，方便得多。”9日
一早，家住渝中区的朱女士就像往常一样来到重医附
二院做血液透析。朱女士4年前被查出患上了尿毒
症，需要每周进行血液透析治疗。

“一个疗程的血透要做8到12次，医改前每做一
次血透我都需要挂一次号，最便宜的普通门诊挂号费
5元，如果是专家门诊就更贵。”朱女士告诉记者，改
革后现在一个疗程的血液透析只需要挂一次号，不仅
节省了费用也节省了不少时间。

“今天刚好是一个新疗程，我早上就交了一次诊
察费，医保报销了大部分，自己只掏了5元钱。这个
月内再来做血透，直接拿着医生开的治疗单来就行
了。”朱女士说。

重医附二院医务处负责人表示，公立医院改革启
动后，需要定期进行放射治疗、血透、门诊注射输液、换
药、理疗、针灸、推拿等治疗的患者，诊察费有优惠政
策。定期治疗患者在一个疗程内只承担一次诊察费。

全市公立医院综合改革第一天

这些便民惠民政策在我市实施
本报记者 刘蓟奕 李珩

新一轮脱贫攻坚战打响之初，城口共有90个贫困
村、37567名贫困人口，是全市贫困程度最深、脱贫任
务最重的区县之一。在脱贫攻坚上，城口这些年取得
了哪些成效，下一步如何打算？近日，记者专访了城
口县委书记阚吉林。

重庆日报：在脱贫攻坚上，城口这些年有些什么
举措，取得了哪些成效？

阚吉林：啃“硬骨头”必须下“硬功夫”，城口建立
“问题导向、清单管理、结果倒逼”工作推进机制，实
施“1+15+7”“6+2”“1+4+14”系列政策措施，统筹推
进贫困村与非贫困村、贫困户与非贫困户均衡发展。

贫困户要脱贫，关键是要有可持续增收的产
业。在产业方面，我们按照“一村一策、一户一法”的
要求，根据贫困户实际，大力发展“3+X”特色产业、
乡村旅游扶贫、电商扶贫，精准推进全县30个产业薄
弱贫困村的脱贫产业和集体经济发展，实现每个村
发展1-2个主导产业，每户贫困户有1-2个增收项
目。同时建立3000万元风险补偿金，推进扶贫小额
贷款项目，解决贫困户产业发展资金难题。

到去年底，我们已经完成66个贫困村、34222名
贫困人口脱贫，贫困发生率从2014年的14.3%下降
到5.8%。目前全县还有24个贫困村、近8000名贫
困人口未脱贫，都是“贫中之贫、困中之困”，脱贫攻
坚依然任务艰巨，但城口决不拖全市脱贫攻坚的后
腿。

重庆日报：基础设施差一直是城口的短板，城口也
一直把基础设施建设作为脱贫攻坚的大事来抓，目前成
效怎么样？

阚吉林：城口山大沟深，基础设施建设欠账多、
难度大，这也是我们脱贫攻坚中最大的阻力之一。
我们一直坚持基础先行，因村因地深化实施交通、水
利、文化、环境等十大行业精准扶贫行动。首先打破
水、路、房、网等基础条件的瓶颈制约，特别是交通瓶
颈制约，让贫困群众有基础脱贫、有条件致富。到目
前为止，全县公路总里程4181公里，与周边8个县市
中的7个县市实现了“3小时”目标。截至2016年底，
城口已建成通村道路3309公里，交通上全面实现行
政村通畅、撤并村通达，通畅通达的村民小组已达
882个。

重庆日报：下一步，城口将从哪些方面推进脱贫
攻坚工作？

阚吉林：下一步，我们将突出重点、靶向施策，按
照“两不愁三保障一达标”要求，切实解决区域性整
体贫困问题。

首先，继续突出基础设施建设。优先破解交通
瓶颈制约，有效解决工程性缺水问题和群众饮水安
全问题，加快推进电网改造，深入实施“互联网+”进

村入户行动计划，持续改善贫困地区生态环境。
其次，突出发展脱贫产业。以市场为导向，坚持“一村一策、一户一产业”，大力发展

“3+X”特色产业、乡村旅游扶贫、电商扶贫，促进实现“一乡一业”“一村一品”“一户一增收
项目”。

第三，突出住房安全保障。抓好易地扶贫搬迁，确保贫困群众搬得出、稳得住、能致
富，同时全面完成贫困人口现存D级危房改造。

第四，突出提升公共服务能力。精准推动“六个一批”政策到村到户到人，注重公共政
策的惠及面和公平性，将政策的含金量转化为群众的获得感。

第五，突出创新乡村治理。按照“资源变资产、资金变股金、农民变股东”的“三变”改
革思路，着力解决村集体经济“空壳”问题。

第六，深入推进抓党建促脱贫攻坚工作，深化精神扶贫，进一步提升群众参与度和认
可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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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后，在照片角落处的一张桌子侧面，李世

东甚至发现了一处几乎淡不可见的白色油漆字
样“政X”。

藏有“猫腻”的照片就像一个线头，牵出了许
多背后的故事。随后检方初步掌握，这个建设项
目涉及到的资金达到25万元，牵涉的部门和人远
不止蒋从民一人。

小细节突破犯罪“预案”

“我错了，我不该以补贴的名义给村委会干
部分了几千元钱。”到案后的蒋从民出乎意外地
配合，坦承了错误，还赌咒发誓再无其他问题。

蒋从民的“配合”在意料之外却也在情理之
中，但检察官明白，他以退为进的“坦白”，只是希
望“大事化小”。

“这样吧，我们聊聊另外一件事：某机关送你
们村的那一批办公家具，现在哪去了？”关键时

刻，李世东却淡淡地转移了话题，并不失时机地
补上一句：“你该不会又犯了一个‘小错误’，把这
批家具也卖了吧？”

这句不经意的问话，让蒋从民瞬间僵住，汗
如雨下。

原来，循着照片上的疑点，检方已查明那些
桌椅正是某机关赠送给村委会的办公家具，而不
是项目材料中所谓的新购置家具。这也间接证
明了25万元的移民专项资金，根本没有实际用于
移民文化中心项目。

“啪！”正当蒋从民愣神时，那张曾被作为验
收材料的照片被拍在了桌上，顿时击碎了他构筑
许久的内心防线。

事实面前，蒋从民不得不交代了伙同他人共

同贪污移民文化中心建设资金25万元的事实。并
且从共同贪污开始，他们就作了周密安排，建立攻
守同盟，甚至做好了“预案”，一旦事发，就以“补贴”
的名义，将涉案金额控制在违纪行为之内。

最终，检方根据该突破口，破获了这一起涉
农扶贫领域职务犯罪的窝案，包括蒋从民在内的
多名村干部及相关部门工作人员均受到法律的
制裁。

不断压缩涉农职务犯罪空间

“目前，涉农扶贫领域的职务犯罪，越来越呈
现出策划周密、手段专业的特点。”何胜表示。

针对越来越隐蔽和专业的涉农扶贫领域职
务犯罪，检察机关也有针对性地打响“高科技

战”。线索发现难一直是办案的痛点，为此江北
区检察院就根据各级政府政务公开的内容，利用
互联网获取线索。

“曾经有一起案子，我们就是从互联网发现
的线索。”何胜说，当时某村一个120万元的“一事
一议”项目，被拆分成了每个标段都不超过30万
元。虽然，此举躲过了招投标，但却躲不过最后
的网上公示，最终被细心的侦查员识破并查证出
其中存在职务犯罪。

随着电脑的普及，许多涉农扶贫领域职务犯
罪的证据往往存在于电脑硬盘中。曾经就有某
水利发展公司，以为将硬盘上小金库的收支明细
文件删除就能逃避取证，但在检察官专业的数据
恢复技术面前，一切都无处遁形。

此外，通过司法会计识破假票假账、测谎技
术打破办案僵局等颇具传奇色彩的反贪“戏码”，
在江北区检察院反贪局也不鲜见。

为了系统惩防职务犯罪，江北区检察院与区
纪委共同建立了惩防职务犯罪重大工程信息审
查机制。该机制对各项使用政府财政资金的项
目相关资料和信息进行掌握，涉农扶贫领域的相
关工程项目信息被列为重点。

他们还与区审计局建立打击职务犯罪信息
共享工作机制，该院还出台《农村扶贫、征地、移
民、基建、惠农领域巡查常态化办法（试行）》《涉
农项目建设重点督察实施办法》《涉农、惠农项目
评查制度》等一系列预防和打击涉农扶贫领域的
文件。其中，针对涉农领域30万元以上的工程信
息进行审查，重点对工程申报材料、招投标、验
收、付款等环节进行监控。

“通过技术和制度，我们正在不断压缩涉农
扶贫领域职务犯罪的空间。”何胜说。

技术型反贪“精准”打击涉农扶贫领域职务犯罪

（上接1版）
面对诊察费、输液等项目的上

调，不少患者也表示理解。“以前静脉
输液才5.5元，现在涨到6.2元，其实
也没贵多少。”家住渝中区两路口的
陈勇说，静脉输液对护士的技术要求
高，上调后也能体现其价值，反过来
也会促使她们进一步提高医疗技术。

住院总费用涨了，自付
部分反而低了

改革第一天，出院结算的费用如
何？

当天上午，在市人民医院骨科病
房，护士正在给当天第一位出院的病
人做床边结算。这是一位姓陈的退
休职工，她因为手指指骨骨折，手术
后住院半个月。

记者请该院医保办的工作人员，
按照新系统计算之后发现，同样的手
术如果在9月9日之后入院，总费用
虽然会涨，但病人实际上付出的钱反
而减少了。

在陈阿姨的出院费用清单上，总
费用是10192.3元，陈阿姨自付部分
为2559元，医保基金承担了7633.3
元；如果她是在9月9日之后住院，那
么总费用将达到10391.78元，自付部
分为2457元，医保承担7934元。

就医要带上医保卡，没办
医保的市民请抓紧办理

“挂个内科号。”在市中医院，陈
女士带着12岁的女儿来看病。由于
她没给女儿买医保，所以不得不花了
22元的诊察费。

记者在市内各公立医院的挂号
窗口发现，不少市民来看病时都因为
没办医保卡或没带医保卡而增加了
自付部分的费用。仅以诊察费一项
来说，自付部分就增加不少。

市医保办提醒，市民就医一定要
带上医保卡，对少数现在还没有参加
医保的患者，建议大家积极参保；对
无能力参保的困难群众，可以通过民
政救助、健康扶贫等渠道资助参保。

看病价格有升有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