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5版刊登

2018年“最美城乡社区工作者”杨春敏

扎根基层14年
将“问题社区”变“和谐社区”

重庆日报报业集团出版 网址：www.cqrb.cn 本报热线：63823333

国内统一连续出版物号 CN 50-0001
第24299号 代号77-1 今日8版

2019年2月
农历己亥年正月廿三 星期三27

微信公众号
cqrbgfwx 重庆日报微博： 新浪http：//weibo.com/cqrb

2017·中国

百强报刊

本报地址：重庆市渝北区同茂大道416号 邮政编码：401120 电子信箱：cqrb@cqrb.cn 广告许可证：渝工商广字第9500618号 总编辑：张永才 总值班：姜春勇 版面统筹：郑家艳 责编：张珂 版式总监：向阳 图片编辑：鲁道新 订报热线：966977

本报讯 （记者 张亦筑）2月26日，重庆日报记者从市
科技局获悉，经全国高新技术企业认定管理工作领导小组办公
室备案审查，重庆华硕建设有限公司等893家企业被认定为国
家高新技术企业，有效期3年。

其中，首次被认定为高新技术企业的有593家，通过复审
的有300家企业。

据统计，2018年我市兑现高新技术企业培育创新券、高新
技术企业研发经费补助1.6亿元。近两年，超过50%的高新技
术企业享受了企业所得税优惠政策，户均减免税额超过150万
元，减轻了企业负担。截至目前，全市在有效期内的高新技术
企业数量达到2504家同比增长24.5%，其中，高新区内的高新
技术企业有929家，占全市总量的37.1%。

今年，我市还将实施科技型企业培育“百千万工程”，积极
培育引进一批科技型企业，特别是高新技术企业，力争高新技
术企业增长20%以上，总量达到3000家。

重庆高新技术企业超2500家
今年力争总数达到3000家

本报讯 （记者 杨帆 张珺）2月26
日，市委书记陈敏尔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
书记关于扶贫工作重要论述和关于巡视工
作重要讲话精神高质量抓好中央脱贫攻坚
专项巡视反馈意见整改落实”为题，为市管
主要领导干部专题研讨班学员作报告。他
强调，要学好用好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扶贫
工作重要论述，深化思想武装，贯彻精准方
略，突出问题导向，以高度的政治自觉和责
任担当抓好巡视整改，大力度高质量如期
打赢打好脱贫攻坚战。

市委副书记、市长唐良智主持，市人大
常委会主任张轩、市政协主席王炯，市委副
书记任学锋，市委常委，市人大常委会、市
政府、市政协负责同志，市高法院、市检察
院、重庆大学主要负责同志参加。

陈敏尔指出，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
总书记亲自部署、亲自指挥、亲自督战脱贫
攻坚，提出系列新思想新观点，作出系列新
决策新部署。总书记关于扶贫工作重要论
述，是我们打赢打好脱贫攻坚战的根本保
障和思想武器。总书记视察重庆时对我市
脱贫工作作出重要指示要求，我们要再学
习、再领会、再深化。进一步深化对“突出

短板”的认识，切实增强责任感紧迫感，真
正把脱贫攻坚作为重大政治任务、重大发
展任务和重大民生任务。进一步深化对

“任务不轻”的认识，把握目标标准和进度，
提高脱贫质量和效果。进一步深化对“真
抓实干”的认识，坚决克服畏难情绪，坚决
防止脱离群众，坚决反对形式主义。进一
步深化对“成败系于精准”的认识，在精准
施策上出实招、精准推进上下实功、精准落
地上见实效。各级领导干部要持续深入

“学”，做到真学真懂真信真用；联系实际
“思”，把自己摆进去、把工作摆进去、把职
责摆进去；深入浅出“讲”，把总书记重要指
示精神传递到千家万户、送到群众“心坎
上”；知行合一“做”，把学习成果转化为工
作举措，确保取得更大成效。

陈敏尔强调，当前，全市脱贫攻坚已进
入最为关键的阶段，剩下的都是贫中之贫、
坚中之坚，是最难啃的“硬骨头”，巩固已有
脱贫成果的任务也十分繁重。全市上下要
保持决战姿态，坚定必胜信念，贯彻精准方
略，大力度高质量如期打赢打好脱贫攻坚
战。要加大产业扶贫工作力度，着力调整
农业结构、推动农业“接二连三”、完善利益

联结机制，因地制宜培育发展主导产业，让
贫困群众从产业发展中长期持续受益。要
提升易地扶贫搬迁精准度实效性，更加注
重标准把控、搬迁时效、后续发展，确保让
群众一步住进新房子、逐步过上好日子。
要着力促进生态保护和脱贫双赢，探索生
态扶贫有效途径和方式，让绿水青山带来
更多金山银山。要精准落实扶贫政策，推
动教育扶贫、医疗扶贫、社会保障兜底等政
策到村到户到人，将政策含金量转化为群众
获得感。要统筹用好中央单位定点帮扶、
东西部扶贫协作、社会帮扶、企业帮扶等各
类帮扶力量，做到多点发力、各方出力、共
同给力。要充分激发群众内生动力，坚持
扶贫与扶志、扶智相结合，强化教育引导，
改进帮扶方式，加强典型示范，提升贫困群
众自我发展能力。要深入推进抓党建促脱
贫，加强基层党组织建设、干部队伍建设和
作风建设，强化扶贫领域腐败和作风问题
专项治理，为打赢打好脱贫攻坚战提供坚
强保障。

陈敏尔强调，抓好巡视反馈意见整改，
既是责任书，也是“军令状”。全市上下要
把巡视整改作为重大政治任务抓紧抓实，

以更大决心、更实举措、更高标准推动问题
整改，向党中央和全市人民交上一份满意
的答卷。要提高政治站位，从政治上认识
专项巡视，从政治上认领反馈问题，从政治
上落实整改要求，把旗帜鲜明讲政治的要
求贯穿始终。要强化责任担当，从市委改
起，从市级领导干部做起，层层压实主体责
任，强化纪委监委监督责任和部门监管责
任。要改进工作方法，注重点面结合、分类
指导、精准施策、统筹兼顾、标本兼治，确保
高质量、高效率、高标准完成整改任务。要
突出整改实效，见诸践行“两个维护”的实
际行动，见诸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扶贫
工作重要论述的实际效果，见诸落实中央
脱贫攻坚重大决策部署的实际成效，见诸
肃清孙政才恶劣影响和薄熙来、王立军流
毒的实际进展，见诸增强人民群众获得感
的实际成果，确保党中央部署要求在重庆
落地生根、开花结果。

各区县党政主要负责同志，市级部门、
高校和企业主要负责同志，市扶贫开发领
导小组成员单位班子成员等在主会场参
会。会议以视频形式开到全市33个有扶
贫任务的区县、万盛经开区。

陈敏尔在市管主要领导干部专题研讨班上强调

以高度政治自觉责任担当抓好巡视整改
大力度高质量如期打赢打好脱贫攻坚战

唐良智主持 张轩王炯出席

2月21日，海拔1100多米的云阳县石
门乡石门社区，天空飘着零星的雨雪。

被村里人称为“木耳大王”的姚成正在
地里查看木耳长势，准备今年大干一场。

15岁外出打工
曾参与港珠澳大桥建设

1982出生的姚成，15岁就出门打工。
广西、四川、广东、浙江，卖家具、当工人、修
房子，不怕苦不怕累的姚成走南闯北，干过
许多职业，曾是村里有名的“打工大王”。

最让他自豪的是，曾参与港珠澳大桥
的建设。

“那是我参与过的最大的工程。”姚成
回忆，港珠澳大桥跨越伶仃洋，在建设过程
中，需要大量的砂石填海。经老乡介绍，姚

成买了一辆工程车，也加入到拉砂石的大
军里。

这一干，就是三年。“虽然没有干到港
珠澳大桥建成的那天，但这段经历永生难
忘。”姚成说。

2012年，姚成接手了一个石门乡濒临
倒闭的小砖厂，随着农村建设的加快，各种
用砖需求旺盛，姚成赚到人生的第一桶金。

“有一定积蓄了，就还是想回来。”姚成
说，一是家里的老人年纪大了，需要回来尽
孝道；二是一想到自己的家乡还是贫困村，
村里还有七八十户邻居没有脱贫，心里不

是滋味。
“现在的政策好，政府对我们回乡创业

非常支持。”姚成说，第一书记是县市场监
管局的干部，多次与他沟通，表示全力配
合，并详细讲解了他可以享受的各种政策。

2017年，姚成决定回乡创业，把村里
的闲置土地集中起来种木耳。

信心满满投入全部积蓄
却连续两年遭受打击

为什么是种木耳？

姚成说，因为木耳是一种健康食品，随
着人们对养生的重视，需求越来越大，“我
有个亲戚在广东种木耳，我专门去实习了
几个月，他们那边用的是荔枝树枝，天气又
热，木耳的口感并不太好，但市场销售依然
很好。”

石门乡遍布青杠树，青杠木耳在木耳
中属于上品。如果在这里种木耳，一定大
有可为。而且木耳种植，对劳动力要求不
高，妇女、老人都可以采摘。

（下转2版）

返乡创业成“木耳大王”
本报记者 曾立

本报讯 （记者 罗芸）2月26日，
“2019·三峡柑橘国际交易会”在万州
区开幕，吸引了104家国内外经销商。
来自我市10个区县的柑橘获得经销商
青睐，“抱团”获得30多亿元订单。

目前，三峡重庆库区柑橘种植规
模约250万亩，达产后年产量375万
吨，占我市柑橘种植总面积和年产量
的70%以上。

图为 2 月 26 日，三峡柑橘国际交
易会现场，嘉宾品尝柑橘。

通讯员 冉孟军 摄
（相关报道见3版）

三峡柑橘
国际交易会开幕
10区县收获30多亿元订单

●首次认定的高新技术企业，连续三年按照企业所
得税地方留成部分的50%的额度给予返还，每年总金额
不超过300万元，作为研发专项资金补助；

●规模以上的高新技术企业，按照企业上年度研发
投入实际额度不超过6%进行补贴，最高不超过500万元；

●首次申请国家高新技术企业认定的科技型企业，
可申领面额20万元的高新技术企业培育创新券；

●免费享受高新技术企业申报、上市辅导、上市渠
道选择等培训服务。

我市加快培育高新
技术企业的部分举措

本报讯 （记者 罗静雯）2月26日，
市委副书记、市长唐良智会见了中国通用
技术集团总经理陆益民。

唐良智代表市委、市政府，代表陈敏尔
书记，对陆益民一行表示欢迎，向中国通用
技术集团给予重庆的支持表示感谢。唐良

智说，当前重庆正紧紧围绕习近平总书记对
重庆的重要指示要求，努力推动高质量发
展、创造高品质生活。我们持续实施以大数
据智能化为引领的创新驱动发展战略行动
计划，培育壮大智能产业，促进智能产业、智
能制造加速发展，推动汽车摩托车等支柱产

业迭代升级。通用技术集团作为知名央企，
在先进制造与技术服务咨询、医药健康、贸
易与工程承包等行业实力雄厚，在渝子公司
中国汽研的技术、人才优势突出。希望双方
围绕新能源汽车和智能网联汽车、智能装备、
新材料、医药医疗健康等领域进一步加强合

作，形成更多务实成果。重庆将不断优化服
务保障工作，为企业发展营造良好环境。

陆益民感谢重庆市委、市政府对通用
技术集团在渝发展的支持。他说，重庆区
位优势良好，产业基础扎实，发展空间广
阔，营商环境不断改善，通用技术集团将积
极拓展合作领域，推动相关项目在渝落地，
更好服务重庆经济社会发展。

市领导吴存荣、段成刚，通用技术集团
副总经理张逢春等参加会见。

唐良智会见中国通用技术集团总经理陆益民

2月 25日至26日，市
管主要领导干部专题研讨
班在市委党校举行，市委书
记陈敏尔分别以“学习贯彻
习近平总书记在省部级主
要领导干部坚持底线思维
着力防范化解重大风险专
题研讨班上的重要讲话精
神”、“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
记关于扶贫工作重要论述
和关于巡视工作重要讲话
精神高质量抓好中央脱贫
攻坚专项巡视反馈意见整
改落实”为主题作报告，在
我市广大党员干部中引起
热议。

大家一致表示，要自觉
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习近
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上
来，树牢“四个意识”，坚定

“四个自信”，坚决做到“两
个维护”，坚持守土有责、守
土尽责，坚持底线思维，增
强忧患意识，坚决打好防范
化解重大风险攻坚战，以高
度的政治自觉和责任担当
抓好中央脱贫攻坚专项巡
视反馈意见整改、大力度高
质量如期打赢打好脱贫攻
坚战，不断增强人民群众获
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心中有数 肩上
有责 手中有策

“习近平总书记在省部
级主要领导干部坚持底线
思维着力防范化解重大风
险专题研讨班上的重要讲
话，对党和国家面临的重大
风险进行了系统阐述，令人
震撼、警醒。”广大党员干部
纷纷表示，要深学笃用总书
记的重要讲话精神，切实增
强防范化解重大风险的思
想自觉、政治自觉和行动自
觉，下好先手棋，打好主动
仗。

我市各级各部门严格
落实意识形态工作责任制，
牢牢掌握意识形态工作的
主动权。市委网信办主任
文天平表示，针对网络存在
的风险点，全市网信战线强
化源头治理、加强风险研
判，提升网络基础设施保障能力，努力构建更加清朗、安全的
网络空间。重庆日报报业集团党委书记管洪说，为持续巩固
壮大主流舆论，集团坚持建管结合、一体化管理，通过增加技
术投入，严格执行“三审三校”等内容安全生产措施，实现了

“全媒体、全载体、全时段、全过程、全标准”管理，特别是加强
队伍建设，做实了风险防范工作。

“当前，随着经济转型的不断深入，金融领域风险也在叠
加。”市五中法院党组书记、院长戴军表示，五中法院将充分
发挥审判职能，防范化解各类风险，严厉打击非法集资、金融
诈骗等违法犯罪活动，保障广大人民群众财产安全。“深入摸
排全市风险底数，确定互联网金融风险等6个专项治理重点
领域，加强金融监管联动，大力整治线上涉众金融风险……”
市金融监管局党组书记、局长阮路说，为促进金融行业健康
发展，该局加强监管力度，正在扎实开展相关工作。

公共安全事故，一头连着经济社会发展，一头连着千家
万户。“今年，我们将以遏制大事故、防控大灾害为目标，围绕
道路交通、建筑施工、地质灾害、矿山等重点领域，开展大排
查大整治大执法，不断夯实主体责任，切实做好预防控制。”
市应急管理局党组书记、局长冉进红说。

“璧山努力克服干部精神懈怠危险，动真碰硬解决为官
不正、为官不为、为官乱为等问题，让优者上、庸者下、劣者汰
的用人导向深入人心。”璧山区委组织部干部科科长章珂说，
璧山区出台《关于调整不适宜担任现职干部实施细则（试
行）》，并在选人用人工作中严格贯彻执行。2018年，区委对
11起扶贫领域失职失责问题进行了责任追究，8名不愿担当
不愿作为的区管领导干部被免职，在全区范围内形成强有力
震慑，干部不担当不作为现象得到有效遏制，精神状态更加
昂扬向上，各方面工作质效明显提升。

（下转2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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