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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强报刊

新华社北京7月1日电 国家主席习近平1日致电在
毛里塔尼亚首都努瓦克肖特举行的非洲联盟第31届首脑
会议，向非洲国家和人民热烈祝贺会议的召开。

习近平指出，非洲联盟是非洲联合自强的旗帜。非
盟积极推进非洲一体化进程，非洲国家在重大国际和地
区问题上继续用一个声音说话，维护和平与安全能力不
断提升。衷心祝愿非盟引领非洲国家不断取得新的更大
成就。

习近平强调，今年9月将举行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
会。会议以“合作共赢，携手构建更加紧密的中非命运共
同体”为主题，中方将同非方携手努力，把峰会主题同中非
共建“一带一路”、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非盟
《2063年议程》及非洲各国发展战略结合起来，推动中非全
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迈上新台阶。我期待同非方领导人
在北京共襄盛举，共商中非合作发展大计，为增进中非人
民福祉、促进世界和平与发展贡献力量。

习近平致电祝贺非洲联盟第31届首脑会议召开

德润巴渝德润巴渝··新时代重庆人新时代重庆人

本报讯 （记者 戴娟）面积不到17平
方公里的江北明月山，是城市中心的一座

“孤山”，但民间环保组织生态调查发现，这
里生活着红腹锦鸡、小麂等大量野生动物，
相当一部分属于国家二级、三级保护动
物。专门从事野生动物调查的民间环保组
织——猫盟秘书长吴忠丽指出，城市森林中
拥有如此完整的生态系统十分少见，江北明
月山应该是城市森林多样性的一个范本。

灰胸竹鸡、红腹锦鸡、小麂、中国豪猪、
野猪、鼬獾、猪獾、黄鼬等野生动物，合计4
目5科8种，其中红腹锦鸡属于国家二级保
护动物。这是去年9月，江北区农业委员会
和猫盟生态科普保护中心在江北明月山开
展的生物多样性保护联合调查结果。

调查中，江北明月山东西两侧的山脊
和山坡的重点样区，共安装了10台红外相
机，以捕捉野生动物的踪影。

江北明月山是重庆市主城“四山”之一
明月山的重要组成部分，西抵鱼复工业开
发区，北接沪渝高速和御临河，东南面是滚

滚奔涌的长江，被江北区五宝、鱼嘴、复盛
三镇10多万人口拱卫在中心。江北明月
山，由此被看作城市中心的一座“孤山”。
随着城市发展、人为活动的加剧，人们在这
里开山毁林、违法建设，11年前曾屡禁不
止。

不过，随着政府“禁建令”的颁发，这里
被纳入严格监管。江北区农委林业科科长
谭鹏介绍，为保护和利用明月山地区的自
然及人文资源，重庆市政府于2007年3月
将明月山纳入《重庆市“四山”地区开发建
设管制规定》。

执行“禁建令”，并非易事，需要顶住各

种压力和诱惑。谭鹏介绍，三年前，江北明
月山关闭了最后一座采石场。近些年，不
断有开发商看上江北明月山这块宝地，希
望开发房地产项目，都因为“禁建令”知难
而退。

在这个区域上空架设高压线差点形成
一场拉锯战：为了给鱼复工业园区提供电
力保障，连续几年，电力部门提出在江北明
月山架设高压线。最终，政府在权衡之后，
仍是本着生态优先的原则，让高压线绕道
修建。

每年，江北区农委还委托专业机构，依
托航片、卫片对比等形式开展森林资源变

更调查，根据调查结果，逐一核实是否有违
法占用林地行为，并及时进行查处，恢复林
地。

迄今，江北明月山17平方公里无一开
发项目，全是耕地农田和林地。“这里不是
静谧的原始森林，而是人类活动频繁的城
市，江北明月山拥有这样自然的生态环境
尤为可贵！”吴忠丽感叹，城市森林中拥有
如此完整的生态系统是少见而又脆弱的，
江北明月山可说是城市森林多样性的一个
范本。

（5版刊登《城市“孤山”，何以成为生态
家园》）

17平方公里无一开发项目 发现大量野生动物

江北明月山禁建11年成生态家园

本报讯 （记者 王濛昀）标牌醒目的农民合作社服务中心、宽敞
明亮的供销平价超市和重庆农资超市……如今，在全市各区县，农民
朋友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到供销社提供的为民服务了。截至目前，市供
销合作社在全市建成农村综合服务社4800个，极大地方便了农民群
众的生产、生活需求。

这是全市供销合作社系统三年来扎实推进综合改革为民带来实
惠的缩影。据介绍，自2015年3月党中央、国务院部署深化供销合作
社综合改革以来，全市供销合作社系统扎实推进各项改革工作，取得
阶段性成效。截至目前，全市各级供销社累计建成庄稼医院1046个，
发展各类合作经济组织25595个，农民专业合作社21230个，建设基
层社595个。改革三年来，全市供销合作社系统实现汇总销售2747亿
元、汇总利润24.1亿元，净资产由2015年的95.1亿元增加到2017年
的113.8亿元，增幅9.4%。

市供销合作社相关负责人表示，全市供销系统广大干部职工，将
在乡村振兴战略中主动担当作为，推进供销社、信用社、各类农民专业
合作社“三社”融合，把综合改革不断引向深入，将供销合作社早日打
造成同农民利益联结更加紧密、为农服务功能更完备、市场运作更有
效的合作经营组织体系。

重庆建成
农村综合服务社4800个

和许多村支书不一样的是，林桥是
个经常“不落屋”的书记。每隔不久，身
为鑫桥蔬菜种植公司老总的他就会在
全县甚至全国范围到处跑销售，人送外
号“蔬菜书记”。

奉节县龙桥土家族乡瑞丰社区的
村民对他是打心眼里佩服：这么多年
来，他不仅在这个平均海拔1300米的
高山上把蔬菜产业搞得有声有色，还把
全乡村民带动起来，让大家跟着他走上
脱贫致富的道路。

“只能前进不能后退”

1999年，25岁的林桥来到山东寿光，谋得了一份蔬菜基地经纪人
的活儿。一年多后，他转战广州。每天清晨，林桥工作的广州江南蔬
菜批发市场云集了全国各地的蔬菜以及各大超市的采购员，在山东寿
光只卖几分钱一斤的白萝卜和卷心菜，在这里可以卖到1元/斤，而他
也从中觅得了商机。

2004年，林桥带着务工攒下的25万元回到家乡，并用住房抵押贷
款40万元，找亲朋好友借款35万元，共筹集资金100万元，注册成立
了奉节县鑫桥蔬菜种植有限公司。

林桥的创业路并不顺。乡亲首先就泼了一瓢冷水：“种了一辈子
菜，卷心菜没卖到1块钱/斤，你就有办法了？”“到时候你不收咋办，要
是你又跑出去打工了，我们吃菜叶子能填饱肚子吗？”

面对乡亲的顾虑，林桥知道，解释是不管用的，只有靠事实才能说服
大家。

但第一年的收成就给他当头一棒：2014年，林桥发动乡亲们种植
萝卜，并以0.13元/斤的价格予以收购。当他满怀信心地来到广州销
售蔬菜时，却发现因为不懂打冷技术，萝卜大多坏掉了，只得以1袋
1元（每袋60斤）的价格卖掉，亏得血本无归。

“只能前进，不能后退，退却只能亏得更惨。”林桥说，幸好当年打
工结识的广东老板听说后，派了两名技术人员驻地指导了近两个月，
帮助他在下一个收获期实现了扭亏为盈，并借此巩固了销售渠道。

自此，林桥的蔬菜产业逐渐走上了正轨。
（下转3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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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首席记者 陈钧）日前，两
江新区出台《重庆两江新区国家自主创新
示范区建设实施方案》，到2020年，两江
新区将初步建成具有重要影响力的长江
上游创新中心。

该方案显示，两江新区将以“一核心
两拓展”为引领，带动形成全域创新发展
的格局。其中，“一核心”是指照母山科技
创新生态城，“两拓展”为水土高新城、龙
盛现代新城。以此为基础，两江新区将大
幅提升自主创新能力，建成创新性产业集
群，促进创新创业生态的不断优化。

在自主创新能力方面，两江新区将实
现各项指标的大幅提升。其中，到2020
年，两江新区研究与开发经费占生产总值
比重达到4%，对外技术依存度降低至
30%以下，全球领先技术达到4项以上，
法人化研发机构达到60家，科技型企业
达到1200家，高新技术企业达到500家，
每万人有效发明专利拥有量达到15件。

“同时，两江新区将建成一批高水平
科技企业孵化器，打造一批众创、众包、
众扶、众筹支撑平台，健全创新创业激励
和响应机制，建立较完善的科技金融服
务体系和创业人才支撑体系，充分激活
创新创业主体活力。”两江新区科创局负
责人说。

为实现上述目标，两江新区将实施创
新能力提升、产业创新发展、开放创新促
进、军民融合创新、创新人才汇聚、科技金
融支撑、创新生态优化、改革创新突破八
大重点工程。

这八大重点工程又划分为37项细分
领域，涵盖提升知识创新能力、加快培育
创新市场主体、深化国际科技合作创新、

推进中新协同创新战略发展等方面。
比如，在加快培育创新市场主体方

面，两江新区将构建“资金+项目+基金+
培训+服务”五位一体的培育体系，支持
一批独角兽企业等优先申报新型高端研
发平台、市级以上科技计划项目。

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是经国务院
批准，在推进自主创新和高新技术产业
发展方面先行先试、探索经验、作出示
范的区域，国务院有关部门将在重大项
目安排、政策先行先试、体制机制创新
等方面予以积极支持。2016年7月，国
务院批复重庆同意重庆依托两江新区
核心区与重庆高新区建设国家自主创
新示范区。

两江新区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建设实施方案出炉

到2020年初步建成长江上游创新中心

挺起新时代的精神脊梁
——写在中国共产党成立97周年之际

本报讯 （记者 颜安）为期一个月
的全市脱贫攻坚大走访大排查行动于近
日完成。行动中，发现一系列工作亮点和
问题，正积极总结、整改。

市扶贫办相关负责人表示，我市的脱
贫攻坚战已打响了三年，聚焦深度贫困的
各项行动也开展了近一年，尽管取得了阶
段性的成效，但部分区县仍然不同程度地
存在着思想认识不够到位、政策措施不够
精准、资金管理不够规范、工作作风不够
扎实、基础工作不够牢固等问题。因此，
开展此次大排查行动，既总结梳理亮点工
作，适时进行推广运用，又层层传导压力，
摸清当前工作中存在的突出问题与薄弱
环节，制定整改措施，督促指导整改，全面
提升脱贫攻坚工作的水平和质量。

从4月25日起，我市选派了23个排
查和督导工作组，深入区县和市级相关部
门进行蹲点督导。而各区县也以乡镇、村
社为主体开展大排查，同时组建督导组，
对辖区内大排查工作进行巡回督查督导。

“聚焦基础设施等现实短板，聚焦产
业发展等工作难点，聚焦民生保障等敏感
热点，聚焦教育医疗等薄弱环节，全面排
查脱贫攻坚工作中存在的问题。”该负责
人称，排查内容分为7项：一查识别是否
精准；二查政策是否落实；三查责任是否
落实；四查帮扶是否落实到位；五查资金

管理使用是否规范；六查作风是否深入；
七查其他突出问题是否查摆。通过排查
实现摸清底数、弄清情况、找准问题、推进
工作、提高质量。

“每一层级的面对面座谈，我们都要
请对方提建议，谈问题。”该负责人说，例
如，让区县党政主要负责人谈对相关政策
有什么看法、还需要怎样改进。以此类
推，乡镇、村支两委、第一书记、帮扶责任人
都要结合自身谈工作成效及困难、不足。

拉网式的走访和排查，很快发现了一
系列工作亮点与问题。

例如，已经脱贫摘帽的涪陵区，发现
脱贫攻坚后续有许多政策需要延续，帮扶
和成果巩固措施需要加强，于是恢复了已
经撤销的扶贫办；又如，黔江区小南海镇
新建村集体经济组织入股、控股农家乐安
排贫困户劳动力就业，既解决了农家乐经
营者融资难题，又解决了贫困人口就业增
收问题，目前村集体经济收入达240万元。

另一方面，在大排查中，贫困户识别
和退出不够精准、政策举措落实有偏差、
工作作风不够扎实、基层干部能力不足等
问题被排查出来。 （下转3版）

重庆完成脱贫攻坚大走访大排查
对存在的问题制定整改方案立行立改

砥 砺 奋 进 决 战 脱 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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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届中国创新创业大赛（重庆赛区）报名结束

500余项目角逐大奖
互联网行业打主力

在林桥（中）的带动下，奉节县龙桥
土家族乡许多村民依靠种植蔬菜实现
脱贫致富。 （受访者供图）

7月1日，志愿者在乌江、长江交汇口进行清漂截污作业。
当日，重庆市“山水之城 美丽之地”主题志愿服务全面启动。此项活动旨在动员各级志愿服务组织、广大志

愿者和市民积极参与生态环境保护。 新华社记者 唐奕 摄
（详见4版）

重庆市“山水之城 美丽之地”主题志愿服务全面启动

建设“山水之城 美丽之地”，人人都是受益
者，个个都是建设者。为此，我们倡议：

秀丽青山，共同守望。我是“守护青山”志愿
者。让我们协同保护四大山脉，参与植树造林、护
林防火，监督乱搭违建、乱砍滥伐、乱捕滥猎，保护
动植物，让青山苍翠、百鸟欢歌！

长江绿水，人人呵护。我是“守护绿水”志愿
者。让我们携手治污护水，参与清漂截污、整洁岸
线、增殖放流，监督滥采河沙、乱排污水，共同还原
水清岸绿、鱼翔浅底的自然美景！

文明城市，共建共享。我是“城市提升”志愿
者。让我们走出家门，洁净背街小巷，美化社区楼
院，挖掘、保护、传承优秀生态文化，让重庆“颜值”
更佳、“气质”更优！

美丽乡村，有你有我。我是“美丽乡村”志愿
者。让我们到农村去、到农家去，参与建设清洁
庭院、美丽田园，倡导绿色生产、低碳生活，引导
农民拒绝生活污染、面源污染，留住乡愁记忆、
蓝天白云！

广大市民朋友们！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
让我们一起行动起来，加入志愿者队伍，传

播生态文明，保护生态环境，共建山清水秀美丽
之地！

倡议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