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快 读

➡5月7日，重庆日报记者从重庆市体育局获悉，在刚刚
结束的2018年国际泳联跳水系列赛第四站俄罗斯喀山站中，
重庆妹子施廷懋力压队友王涵获得女子三米板冠军，成功实
现该项目的四连冠。（记者 黄琪奥 实习生 韩羽柔）

施廷懋女子跳水三米板再折桂

➡重庆日报记者从梁平区农业技术服务中心获悉，该
区不久前种下了100亩彩色稻秧，下个月起，这些被打造成

“中国梦”“桂花花瓣”等形状的彩色稻田将在当地双桂田
园景区惊艳亮相。 （记者 王亚同 通讯员 刘辉）

6月到梁平看“中国梦”彩色水稻

➡5 月 9 日，夜空将上演平均 399 天才会出现一次的
“木星冲日”天象，如果天气晴好，“冲日”前后几天，晚上可
肉眼观测木星这个太阳系中的“大个子”。在太阳系八颗
行星中，木星的质量是其余七颗行星质量总和的2.5倍，故
有“巨人行星”之称。 （记者 李珩）

5月9日天气好可肉眼观测到木星

➡5月7日，据市气象台预计，8日各地仍以多云间晴
的好天气为主，但到了夜间，偏西地区又将有小雨来袭。

（记者 李珩）

今晚开始我市部分地区迎小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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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 龙丹梅）洋芋、红苕、
苞谷并称“三大坨”，曾一度是贫困山区的代
名词之一。但重庆日报记者近日从重庆市
马铃薯产业助推精准扶贫现场会上了解到，

“三大坨”中的洋芋（即马铃薯）如今已成为
我市脱贫攻坚重要产业。目前，全市9个贫
困区县马铃薯种植面积已达302.48万亩，占
全市种植总面积的54%。

据了解，借助国家马铃薯主粮化战略，
通过推广脱毒种薯、集成技术等方式，目前，
重庆春马铃薯亩纯收入约500元，秋、冬马铃
薯亩纯收入达1000元以上，过去的“土豆
豆”已变成助推脱贫增收的“金豆豆”。

重庆是全国马铃薯主产区之一，马铃薯种
植面积和总产量均居全国第6位。2017年，全

市马铃薯种植面积558.3万亩，总产量折粮
130.9万吨，占全年粮食总产量的11.2%，总
产值约65亿元。

统计显示，中国马铃薯生产地与贫困地
区分布高度重合，在重庆也是如此。国家马
铃薯产业技术体系重庆综合试验站站长黄振
霖告诉重庆日报记者，马铃薯是我市秦巴山
区、武陵山区等贫困集中地区的传统产业，
2018年以前，我市14个马铃薯主产区县均为
国家级贫困县。2017年底，万州、黔江、武隆、
丰都、秀山5个区县脱贫“摘帽”，但还未“摘
帽”的9个贫困县马铃薯种植面积合计达
302.48万亩，占全市种植总面积的一半以上。

过去，由于品种退化、科技到位率低、储
藏水平落后等原因，我市马铃薯产量不高、商

品化率低、加工利用率低，经济价值没有得到
体现。但近年来，随着国家马铃薯主粮化战
略的实施，我市通过政府扶持引导、市场积极
跟进，大力在贫困县发展马铃薯产业，使其成
为了我市贫困山区扶贫支柱性产业之一。

黄振霖介绍，近年来，重庆综合试验站
依靠科技为马铃薯提质增产，通过推广马铃
薯“一推三改”高产栽培技术、丘陵山区马铃
薯高垄双行覆膜机播机收全程机械化高效
栽培技术，晚疫病监测预警及综合防治技
术，有效提高了马铃薯的产量和品质。同
时，根据重庆山区的特点推广了薯菜套种等
9类栽培模式，为农民增收提供了有效途
径。巫溪县塘坊镇梓树村村民谢进轩流转
152亩土地，通过薯菜套种模式种植马铃

薯。去年，谢进轩种地总收入达40.9万元，
其中，马铃薯纯收入19.8万元，种植白菜、甘
蓝、萝卜纯收入达21.1万元。

不仅如此，我市还利用秋冬闲田种植秋
马铃薯，通过推广稻草覆盖技术来提高马铃
薯的经济效益。黄振霖介绍，这种方式不用
耕地、挖坑，只需把种子放在田里盖上稻草，
收获时便可像捡鸡蛋一样直接在地里捡马
铃薯，不但节省劳力，产量也特别高。目前
在我市开州等地，采用稻草覆盖技术种植秋
马铃薯已成为当地群众脱贫增收的重要途
径，“秋马铃薯平均亩产可达3000斤，每亩
收入3000元。”黄振霖说，以此类推，只要一
个贫困人口种植1.3亩秋马铃薯，收入就能
达到贫困标准线。

“土豆豆”变成“金豆豆”

马铃薯成为重庆脱贫攻坚重要产业
2017年全市马铃薯产量占粮食总产量11.2%，总产值约65亿元

5月6日清晨，云雾缭绕的酉阳花田乡梯田。花田乡何家岩村的梯田、房
屋、青山在雾中若隐若现，宛若人间仙境。目前，该村依托当地自然条件，正积
极发展乡村旅游。 通讯员 陈碧生 摄

晨雾下的梯田

本报讯 （记者 左黎韵 通讯
员 赵波） 昨日，重庆日报记者从奉节
县获悉，今年一季度以来，到奉节旅游的
游客数量较往年同期增长了45%，仅

“五一”小长假三天，就接待游客超过20
万人次。

“奉节这股旅游热很大程度上得益
于今年3月在中央电视台科教频道播出
的《中国诗词大会》（第三季）。”奉节县相
关负责人称。

今年3月，有着“中国诗城”之称的
重庆市奉节县登上《中国诗词大会》（第
三季）舞台，用深厚的底蕴，向全球观众
展示了它2300多年的诗词文化，以及白
帝城、夔门、瞿塘峡等壮丽风光。

“如今，奉节基本没有旅游淡季。”奉
节县相关负责人告诉记者，借助这股“旅
游热”，该县正积极举办诗歌进校园、进
机关、进社区、进院坝、进企业、进景区

“六进”活动，进一步宣传推广奉节诗词
等传统文化。立足诗词文化资源，奉节
县还在探索旅游发展新模式，目前正在
布局40平方公里的县城旅游集散中心，
打造白帝城·瞿塘峡、天坑·地缝两大核
心景区和大白帝城、九天龙凤、官帽山三
大旅游示范区，将形成“一心两核三片”
的大旅游格局。

“未来三年，我们将投入近200亿
元，实施113个重点文旅项目。”该负责
人介绍，这其中就包括邀请张艺谋亲自
担纲，打造《归来三峡》山水实景演艺，推
出夔州文化寻根之旅、三峡之巅徒步之
旅、天坑地缝探秘之旅等五条精品线路，
丰富奉节旅游内涵。据悉，预计今年国
庆节期间，《归来三峡》将正式和游客见
面。

《中国诗词大会》
火了奉节旅游

一季度游客数量

同比增加45%

5月4日，天降小雨，石柱土家族自治县
中益乡龙河村一个前胡种植基地里，地膜覆
盖的土地上，一棵棵前胡苗已露出头来。

“以前我们村里主要种植传统的玉米、
红薯、土豆‘三大坨’，每亩地的收益才几百
元。”中益乡党委书记谭燕子介绍，去年8月
起，全乡进行产业结构深度调整，按照农、
文、旅融合发展思路，因地制宜发展中蜂、中
药材、果蔬三大特色产业，传统粮食作物与
经济作物种植比例从原来的9∶1调整到现在
的1∶9。

邀请专家科学制定产业规划

海拔在800—1930米之间的中益乡，地
处“两山夹一槽”地带，受地理条件差、基础
设施落后、产业带动力弱等一系列问题制
约，发展滞后，是脱贫攻坚工作中的一块“硬
骨头”，去年被列为全市18个深度贫困乡镇
之一。

谭燕子告诉重庆日报记者，去年8月起，
该乡以问题为导向，把产业结构深度调整作
为脱贫攻坚工作的重要抓手，请来西南大学
等高校院所的专家，对各个村社情况进行实
地论证，科学制定产业规划。

通过对土地资源进行整合，大半年以来，
该乡已落实各类特色产业作物20647亩，各
类特色产业实现了对贫困户的全覆盖。

大学生返乡带动村民种药材

龙河村的付滔滔2005年毕业于西南农
业大学畜牧兽医专业。去年，付滔滔在村级
微信群中得知，因扶贫开发需要，村里要招一

名本土人才，他萌生了返乡种植前胡的念头。
为带动村民种植，付滔滔自己先流转了

50亩土地，决定用实际行动证明给村民看。
平时，他还招收当地村民到基地务工，每天
给80元工资。

前胡的根茎是藿香正气液的主要成分
之一，每年冬天是其收购季节。“以2.5元/斤
的收购价格计算，一亩前胡能赚3000元。”
付涛涛给重庆日报记者算了一笔帐，除去人
工成本，一年下来他可以净赚5-6万元。

打造中药养生谷发展乡村旅游

当天，在建峰村，当地传统院落民宿改

造项目也正在如火如荼建设之中，一栋栋木
房子看起来十分古朴。

凭借毗邻黄水和海拔较高的优势，去年
起，建峰村把目光放在了乡村旅游发展上，
并引进企业对当地传统木房进行改造重建，
打造中高端民宿。

与此同时，该村还发展了以黄连、桔梗、
玄参为主的中药材2100亩。

建峰村中药养生谷、坪坝村瓜蒌观光
园、龙河村花果观光采摘园……中益乡人大
主席秦新军介绍，目前7个特色产业园建设
正在推进之中，“建设完毕后，这‘7朵金花’
将次第盛开在全乡160余平方公里的土地
上。”

抓住特色产业园这个“牛鼻子”
——石柱中益乡推进脱贫攻坚探访记

本报记者 栗园园

青 年 记 者 老 区 行

本报讯 （记者 任雪萍）解码朝天门的开埠史，讲述
民俗民风的趣味方言，展现刷爆抖音和朋友圈的网红景点
……由重庆电视台新闻频道倾力打造的大型融媒体文化互
动直播节目《这里是重庆》，将于5月15日晚上8点开播。此
后，每周一至周六晚上八点到九点的黄金时段，将在新闻频
道与观众见面，并在该台“第1眼”新闻APP同步推出。

据介绍，《这里是重庆》由“这一刻”“好玩”“有料”“趣
谈”四大板块组成。“最有特色的是‘有料’，这个板块将根据
民俗民风等设计一些问题，由全城招募来的旅游达人、文物
保护志愿者、专栏作家等多位‘最懂重庆的人’现场竞猜，演
播室变成一个文化课堂，实现新闻性、参与性和趣味性无缝
连接，将节目打造成为人们了解重庆历史、文化和旅游的窗
口。”重庆电视台新闻频道总监助理、节目制片人成胜说。

重庆电视台推出
文化节目《这里是重庆》
再现山城人文故事与美景

本报讯 （记者 吴刚）5月10日～12日，首届中国自
主品牌博览会和中国品牌发展国际论坛将在上海举行。
我市机电控股、宗申集团、平伟实业、海扶医疗等14家自主
品牌企业，以及恒亦明、再升科技、墨希科技3家创新型中
小企业将前往参展。

自2017年起，每年5月10日被确定为中国品牌日。据
悉，举办中国自主品牌博览会，旨在推动中国制造向中国创
造转变、中国速度向中国质量转变、中国产品向中国品牌转
变。市发改委相关负责人表示，我市将通过此次参展，展示
企业品牌，宣传重庆品牌、突出重庆特色、弘扬重庆文化，体
现重庆加快建设内陆开放高地、打造山青水秀美丽之地、推
动高质量发展、创造高品质生活的努力和成果。

重庆17家企业将赴上海
参加中国自主品牌博览会

本报讯 （记者 周尤）5月7日，“拥抱新时代 争当
好少年”重庆青少年社会实践研学旅行作文摄影大赛正式启
动。此次活动是由市委宣传部、市文明办、市教委、团市委等
单位主办，重庆市青少年社会教育协会、重庆市青少年新媒
体中心、重庆市青少年素质教育领导小组办公室等承办。

大赛启动后，广大青少年可将在社会实践研学旅行活动
中的所见所闻上传到上游新闻和市青少年新媒体中心客户
端参与比赛。作品征集时间为今年5月至8月，参赛内容分
为“我的游记”和“我的照片”两类。参赛作品按照点赞数量
和专家现场评审两部分进行评分，从“我的游记”“我的照片”
两个栏目中各选出一等奖3名、二等奖5名、三等奖10名，优
秀奖、人气奖、创意奖各10名。据了解，获得一等奖的选手
可以免费参加价值3000元的研学旅行活动。

重庆青少年社会实践研学旅行
作文摄影大赛启动

本报讯 （记者 李星婷）市教委5月7日
发布消息，根据教育部印发的《关于实施2018
年“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队伍后备人才培
养专项支持计划”的通知》（以下简称《通知》），
我市西南大学将承担该计划部分招生培养任
务，在原有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博士、硕士研
究生招生计划的基础上，增加招生17名。

《通知》明确，2018年全国将开始实施高

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队伍后备人才培养专
项支持计划，该计划培养任务由北京大学、中
国人民大学、清华大学等50所高校共同承
担，全国总计划招生1490名（博士研究生500
名，硕士研究生990名）。

西南大学作为我市唯一入选高校，将参
与承担该计划的部分招生培养任务。为此，
该校今年将在原有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博

士、硕士研究生培养计划的基础上，增加招生
17名（博士研究生1名，硕士研究生16名）。

重庆日报记者了解到，高校思想政治理
论课教师队伍后备人才培养专项支持计划，
为国家非定向培养的全日制专项招生计划，
是国家急需学科高层次人才培养支持计划的
重要组成部分。2018年该专项计划招生额
度是各有关招生单位在2017年马克思主义
理论学科博士、硕士研究生招生人数基础上
的增加数，在2018年全国研究生招生总规模
之内单列下达，专门用于相关高校马克思主
义理论学科博士、硕士研究生招生，不得挪作
他用。

西南大学2018年增加招收
17名马克思主义理论博硕研究生

本报讯 （记者 颜若雯）5月7日，全市乡镇人大主
席专题培训班在市委党校开班。我市120余名乡镇人大
主席参加培训。

本次培训的主要目的是帮助乡镇人大主席进一步提
高政治理论水平、依法履职能力和党性修养，充分发挥基
层人大组织和基层人大干部的作用，不断开创全市乡镇人
大工作新局面。培训内容包括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
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与人大工作
等15个专题教学，一次分组讨论和一次现场教学。

市人大常委会人代工委工作人员介绍，去年1月，我市
乡镇人大换届选举工作顺利结束。市人大常委会计划用
三年时间，实现对乡镇人大主席培训全覆盖。

重庆三年内实现乡镇人大主席培训全覆盖

本报讯 （记者 李幸）5月7日，由市委统战部、市台
联和重庆社会主义学院联合举办的2018年西部地区台联
专职干部暨优秀中青年台胞培训班在重庆社会主义学院
开班。来自四川、云南、贵州、甘肃、宁夏和我市的台联专
职干部、优秀中青年台胞将接受一周的培训。

全国台联副会长杨毅周作了专题报告。据悉，本次培
训的目的是在于深入学习领会党的十九大精神和习近平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以及中央对台方针政策，探
讨和交流对台工作的经验和方法，提高西部地区台联机关
干部和中青年台胞的政治理论素养和实际工作能力，培养
一批政治信念坚定、业务水平过硬、熟悉台情政策、热忱为
台胞服务的高素质台联骨干队伍。

本次培训内容主要涵盖党的十九大精神、对台政策、
台湾民情、抗战文化以及我市的经济发展等方面，同时还
将组织学员进行座谈交流和现场教学。

2018年西部地区台联专职干部
暨优秀中青年台胞培训班在渝举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