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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新华社北京 3 月 24 日电 （记者
韩洁 马卓言）财政部部长刘昆在24日
开幕的中国发展高层论坛2019年年会上
说，我国将从2019年5月1日起下调城镇
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单位缴费比例，各地可
从20%降到16%，切实减轻企业社保缴费
比例。

今年我国预计减轻企业税收和社保
缴费负担近2万亿元，力度明显超过去

年。刘昆在论坛上说，将尽快出台相关政
策方案，确保减税降费落实到位，切实让市
场主体特别是小微企业有明显减负感受。

对于降费，他表示，除了下调城镇职
工基本养老保险单位缴费比例，还将继续
执行阶段性降低失业和工伤保险费率政
策，对劳动密集型企业提高稳岗和社保补
贴力度，通过这些措施切实减轻企业社保
缴费比例。

对于减税，他说，今年通过普惠性减
税和结构性减税并举，重点降低制造业和小
微企业税收负担，切实增强企业的获得感。

其中针对制造业，4月1日起将实施
深化增值税改革方案，包括将制造业等行
业现行16%的税率降到13%等。刘昆说，
目前增值税降低税率的具体办法已经公
布，下一步将继续朝着推进税率三档并两
档、税制简化方向迈进。

针对小微企业，刘昆介绍，今年1月
出台实施小微企业普惠性减税政策，放宽
了小微企业认定标准，涉及企业1798万
户，占全部纳税企业总数的95%以上，其
中98%是民营企业；此外加大所得税优惠
力度，提高增值税小规模纳税人起征点，
并对资源税、城市维护建设税、房产税、印
花税、城镇土地使用税、耕地占用税等部
分地方税种实行减半征收等政策。

5月1日起基本养老保险单位缴费比例下调
各地可从20%降到16%

3月5日一大早,石柱自治县中益乡
华溪村贫困户陈朋就出门了,去村里的黄
精(一种中药材)种植基地务工。

前些年的这个时候,陈朋通常还在睡
大觉。即使在妻子再三催促下起了床,也
要先喝上二两白酒,才扛起锄头醉醺醺下
地,一天下来干不了多少活。

去年以来,华溪村在推动产业扶贫过
程中建立利益联结机制,在发展起产业的
同时,也激发了包括陈朋在内众多贫困户
脱贫增收的内生动力。戒掉酒的陈朋如
今每日早早上工,还积极递交了入党申请
书。

村里有了“‘中’字号企业”

2017年9月,华溪村收到某企业捐赠
的10万元扶贫款。这笔钱咋用？驻村工
作队和村干部们陷入思考。

当时村里正发展生猪产业,有人根据
往年的经验建议:“用这钱买几十吨猪饲
料,免费发给贫困户!”

但华溪村驻村第一书记汪云友有不
同的想法,他简单算了笔账:华溪村户籍
人口共542户1466人,其中贫困户有85
户302人。按照当时猪饲料每吨4000多
元的市场价,买20来吨,每户贫困户只能
分到几百斤饲料,且猪饲料用完后便没
了,是典型的“输血式”扶贫。

何不用这10万元当启动资金,整合其
他扶贫资金,带动村民入股成立公司发展
产业,“生”出更多钱呢?几次讨论下来,大
家决定结合“三变”改革成立公司,将全村
1200亩可利用土地进行整体流转后,再深
度调整过去粮经比达9:1的产业结构,大
力发展中药材、经果、康养旅游等产业,带
动全村产业结构向“小康型”转型。

2017年11月,华溪村以村集体股份
经济合作社和部分村民出资共同入股的
模式,注册成立了石柱县中益旅游开发股
份有限公司,当地村民戏称这是全乡第一
个“‘中’字号企业”。

发展产业的同时,让贫困户受益

如何避免产业发展起来了,老百姓却
没有跟着得到实惠?公司对全村1200亩
在耕地和可利用闲置地统一生产经营并
占股80%,农户以土地入股占股20%并享
受保底分红。此外,农民还能到产业基地
打工取得务工收入。

那一年,陈朋仍然沉溺于酒精中。此
前,他因酗酒患上了高血压、酒精肝等疾病,
还差点因脑血管堵塞送了命,加上两个孩子
还在上学,一家人的生活十分贫困。

村干部带陈朋去治病。但病情缓解
后,陈朋仍然沉溺于喝酒,对于鼓励他发
展产业的建议充耳不闻。

“你家7亩多土地,除了种点红苕、苞
谷外,大半都闲置了。地荒着也是荒着,
不如入股试试，入股给公司一年至少要保
底分红3000多元。”村支书王祥生劝道,

“过两年新产业见效益后,还能分得更多
呢！”

对于“过两年能分得更多”这话,陈朋
并不相信,但同意先入股试试。村干部趁
机动员他担任门口公路的管护员,每年能
有5000元的公益性岗位收入。

此外,乡里引进的龙头企业石柱五度
农业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五度农业”)
还与陈朋签订了代养代销协议,支持他发
展蜜蜂养殖，陈朋成为这家企业的“合作
方”。发展一群蜜蜂政府要补助600元、
陈朋自出50元,交由五度农业代养代销,
年底由五度农业按照企业70%、贫困户
30%的比例进行分红。

递交入党申请书

去年,村里的产业开始起步,过去分
隔开来的田地经过整治,变身为成片的产
业基地。田地里的苞谷、红苕，变成了黄
精、吴茱萸、猪腰枣、脆桃。

村干部和驻村工作队队员一起,挽着
袖子、拿着锄头,和大伙儿并肩修路、架电
线、引水……这一切，让过去觉得村里发
展产业与自己关系不大的陈朋开始转变。

全村土地整体流转建成种植基地后
带来了大量工作机会,陈朋夫妻跟其他许
多村民一样到基地务工,每天早出晚归,
成了“上班族”。有事做的他戒了酒,每天
早睡早起,身体也好多了。

去年,陈朋一家获得了土地入股保底

分红3360元、公益性岗位收入5000元、
五度农业保底分红960元,加上两口子在
基地打工的收入,一年下来收入近4万
元。

看着干部们每天在田间地头奔走,陈
朋又有了新愿望。去年9月的一天,他找
出纸和笔，琢磨多时后，写了一份入党申
请书，交到村支书手里。

“我们村过去是穷村、落后村,但自从
村里来了扶贫干部,带着我们学技术、种
果树、养动物,村子富起来了……”在入党
申请书中,陈朋这样写道,“看到他们为我
们修路、架桥、发展产业,我有了一个信

念:和他们一样,成为一名光荣的共产党
员……”

除了希望入党,陈朋今年还有个“小目
标”:“返包”10亩黄精,专心在家搞产业。

为了实现零碎土地的适度规模经营,
村里成立的公司准备将零散的黄精基地

“返包”给有能力的村民管护,让他们在挣
一笔管护费用的同时,成为有技术傍身的
职业农民。陈朋觉得这个“返包”不错，有
意接招。

“有钱一起赚，增收有希望了，我要好
好干，以实际行动证明自己是个‘扶’得起
的贫困户。”陈朋说。

贫困户陈朋是村里“‘中’字号企业”的股东，又是当地龙头企业的“合作方”——

“有钱一起赚，增收有望我要好好干”
本报记者 龙丹梅

本报讯 (记者 陈波)3月
24日,重庆日报记者从市政府安
委会获悉,我市下发紧急通知,决
定从即日起至3月31日,在全市范
围内全面开展危险化学品等涉危
涉爆隐患集中排查整治,组织开展
重点行业领域安全隐患大排查大
整治大执法,督促企业落实主体责
任,扎实做好安全生产工作。

3月23日,根据市委、市政府
部署要求,市安委会办公室迅速抽
调数十名专家,由市应急管理局相
关领导带队深入长寿化工园区，以
及涪陵区、垫江县、万盛经开区等
地的重点化工园区和化工产业重
点区,传达落实习近平总书记、李
克强总理关于深刻吸取江苏盐城

“3·21”爆炸事故重要指示和市委
常委会会议相关精神,要求各区县
要切实按照“一厂出事故,万厂受
教育;一地有隐患,全国受警示”和

“守土有责,守土尽责”要求,扎扎
实实组织开展本地区、本领域涉危
涉爆隐患集中排查整治。各涉危
涉爆企事业单位要深刻警醒,立马
组织开展全面深入的集中排查整

治,全力确保生产安全。
检查组先后对富源化工、博

点能源、佐能化工、长风化工等多
家化工企业进行现场检查,重点
检查危险化学品生产、经营、储
存、使用以及其他涉危涉爆风险
点,以及企业“日周月”隐患排查
治理制度落实情况,重点工艺、重
点区域、重点设备、重点部位的安
全风险研判和隐患排查。

检查组对检查中发现的自动
报警系统、安全仪表系统、安全教
育培训等问题,下达限期整改通
知书,要求企业切实履行安全生
产主体责任,立行立改排查出的
隐患风险,确保安全生产。

接下来,全市将按照市安委
会要求,分阶段对重点区域、重点
企业开展隐患排查整治,突出对
化工园区和化工集中区的安全评
估和检查诊断,严防类似危险化
学品生产安全事故发生。同时,
市应急局派出工作组,蹲点督导
区县隐患排查和执法检查工作,
确保安全生产责任制落实到基
层、到一线、到企业。

重庆全面开展危险化学品等
涉危涉爆隐患集中排查整治

如果说产业扶贫是稳定脱贫的根
本,利益联结机制就是产业扶贫的核心。

华溪村贫困户陈朋过去无心发展
产业,正是当地在产业扶贫过程中建立
健全利益联结机制、引导贫困户提高
自我发展能力,这才让陈朋重拾了脱贫
的信心。

近年来,我市各区县积极探索产
业扶贫模式,取得了显著成效。但由
于利益联结机制不健全、不完善,在一

些地方、一些领域，仍然存在产业发展
起来了但村民没能“搭上车”的情况。

通过合理的利益联结机制,采取
政府支持产业、企业带动农户的方式,
引导农户参与生产经营,可以让农民
在家门口就业增收,让企业与农户形
成利益共同体,进而推动贫困户增收,
增进他们通过努力实现脱贫的信心。

华溪村把贫困户精准受益作为产
业扶贫的目标,将利益联结机制作为
脱贫攻坚的“利器”,让贫困户分享产
业发展红利、深度参与企业生产,变简
单“扶持到户”为“效益到户”,一举两
得。

产业扶贫核心在利益联结
□龙丹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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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正宇在药研所标本园里察看植株长势。 通讯员 任前蔚 摄

（上接1版）
干这一行并不容易，首先要清楚各

种药用植物的特性，还得了解把它们综
合在一起能产生什么样的疗效或害处，
刘正宇除自己钻研外，也到处找人要方
子。

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刘正宇借住在
金佛山上的金佛寺（当时叫凤凰寺）。
一天夜里，寺庙里来了头野猪，几个和
尚怎么也赶不走。年轻力壮的刘正宇
及时赶到，把野猪打跑了。一名和尚为
了感谢刘正宇，传了两三百条方子给
他，刘正宇如获至宝。

由于父亲患有高血压，刘正宇常常
从金佛山上采回重楼草给他泡药酒治
疗。1972年的一天，上海药物研究所的
一位同仁到金佛山找银杉，父亲嘱咐刘
正宇，客人远道而来，一定要带他找到
银杉，另外顺道把重楼草带回来。不想
3天后，父亲因高血压倒在田间再也没
有醒来，刘正宇流着泪将重楼草撒进了
父亲的棺材。

父亲没给刘正宇留下什么东西，只
托人给他带了一句话：“正宇，党和人民
培育了你，无论在什么情况下，你首先
想到的应是人民。”这让刘正宇更加坚
定了研究药用植物的志向。

发扬：把一棵棵植物变成了宝

从1975年进入药研所以来，40多
年里，刘正宇几乎走遍金佛山的每个角
落，每年差不多有200余天在野外搜集
标本和调查研究，武陵山、秦巴山、峨眉

山、贡嘎山、横断山、金沙江、乌江、神农
架、西双版纳等地都留下了他的足迹。

野外的生活异常艰辛，在上世纪
七八十年代更是难以想象。“吃不上饭
是常事，睡觉也得多留个心眼。”刘正宇
告诉记者，在野外找到农房借宿是最好
不过的，但多半不能如愿，“所以我们常
常睡山洞，实在不行就睡在崖壁下面。
只要头上不漏雨，抱一团谷草、生一堆
火就能入睡。”

野外的生活也是危险的。几十年
来，刘正宇用衣服叠成的枕头下钻进过
蜘蛛、蚂蚱、蜥蜴、蛇，他甚至遇到过老
虎和黑熊，这些经历记者听着冒冷汗，
刘正宇说起来却云淡风轻。

越是珍贵的植物，越是生活在陡峭
的悬崖或绝壁上，刘正宇和同事们经常
要徒手攀岩，才能把植物标本采下来。

“那时候没什么保护，就是一双手抠着
石头缝往上爬，有一次爬上了几十米却
下不来了，人筋疲力尽，真想跳下去算
了，好在听到悬崖的另外一头有声音，
接着往上爬，才捡回一条命……”他饶
有兴致地说，对事业的痴痴追求写在了
脸上。

“我不愿做河滩上八面玲珑的石
头，要做就做墙上有棱有角的砖。”对于
科研工作，刘正宇始终坚持一丝不苟、
认真钻研，主持各级课题78项，在国内
外发表学术论文155篇，采集各类动植
物标本30余万份，积累了数千万字的
原始材料。

最让人称道的是，刘正宇发现了崖

柏。崖柏是世界上最珍稀的裸子植物，
1892年，法国传教士、植物爱好者法吉
斯在我市城口县咸宜溪首次采集到崖
柏标本，回国后被巴黎自然历史博物馆
收藏。之后的百年间，再也没有寻到它
的踪迹。1988年，崖柏从自然保护名录
中除去。

1999年，刘正宇带领考察队走进大
巴山深处，经过3个多月的艰难寻找，最
终在城口明中乡龙门村发现了消失100

年的古崖柏。此次发现，促进了我国在
2003年批准成立大巴山国家级自然保
护区。

刘正宇的研究也相继转化为成果，
造福于民。例如，他发掘出分布在金佛
山海拔1000米以上的南川大茶树生长
特性和经济价值，让原本三四块钱一斤
的大树茶价值飙升到上千元，当地人种
植一株茶树就能吃上饱饭；他在酉阳发
现了大面积的青蒿野生资源，并帮助当

地建立了一座青蒿素药厂；他主持的全
国金荞麦（苦荞头）主产区资源调查和
金荞麦人工栽培技术项目，为太极集团
解决了急支糖浆面临无原料而将停产
的难题……

坚守：到了80岁还要继续做下去

著作等身，荣誉等身。刘正宇早
就可以功成身退，但他觉得自己还有
许多没做完的工作，两次主动申请“延
退”。如今，67岁的他仍然坚持上山
采药。

这项工作清贫而辛苦，且很多数时
间无法照顾家庭，一般人很难坚持长
久。刘正宇却说：“因为喜爱，尤其有收
获的时候，感觉再苦再累都值得。”

上世纪80年代末，刘正宇与同事
承接了科技星火项目“南川经济植物动
物资源调查研究”。3年时间里，他们搜
集植物标本5.3万份，查明金佛山上有
经济植物330科、1599属、5099种，动
物资源523种。在完成项目的最后几
个月里，刘正宇仿佛变成一头拉拽不住
的牛，废寝忘食、日以继夜地干。最终，
专家们评价该项目“规模之大、内容之
全，达到国内同项目研究水平之首”时，
他悬着的心终于落了下来，“我要好好
地睡一个月。”

大概十多年前，药研所科研人员的
福利待遇比较低，于是，有人选择到医
药企业去谋个技术岗位，年收入数倍、
数十倍地增长。

早在1988年，有德国专家就曾以

丰厚的待遇邀请刘正宇去工作。北京、
成都的几所高校和研究所也曾抛来“橄
榄枝”，中科院北京植物研究所甚至准
备了一套100多平方米的房子，带着钥
匙来请他“出山”。

面对这些机会，刘正宇却选择了留
下。谈及此，他感慨道，当年自己在云
南大学求学时，秦仁昌教授把他的名字
署在研究成果的后面，以至于人们都喊
他“刘博士”，“其实我哪里是博士呢，我
当时连学士学位都没拿到。我的一点
点成绩都是站在巨人的肩膀上获得的，
我必须把这种精神传递下去，让中药研
究更长久。”

在刘正宇的各种头衔里，他最看重
的是自己的老师身份。如今，药研所许
多研究员都是他的学生，他们一直留在
药研所为植物资源的保护和利用默默
奉献。

受他影响，儿子刘翔也子承父业，
选择到重庆市中药研究院上班，从事中
药研究和开发工作。刘正宇说：“我做
得还不够，希望儿子帮我接着做下去，
让中药研究造福更多老百姓。”

在中国植物学界有“南北正（振）
宇”的说法，说的正是刘正宇和中国科
学院植物研究所首席研究员李振宇。
如今，他们两人正在合作研究“新宝贝”
川柿的特性。或许是由于常年在山里
行走的缘故，刘正宇仍然眼不花、手脚
麻利，干劲不减，“金佛山是座宝库，只
要我还能走得动、上得了山，哪怕到了
80岁都要继续做下去！”

“中药老牛”耕耘不息

本报讯 (记者 栗园园)3
月21日,全市“放心农资下乡进
村”宣传周活动在合川区龙市镇
启动。

如何正确选购农资？买到假
冒伪劣农资怎么维权？当天,市
农业农村委组织了一批农业技术
专家、农业科研人员、执法监管人
员以及美丽乡村志愿者现场设咨
询台、发放宣传资料,为当地农民

讲解有关农资知识,并发放放心
农资1200余公斤。

市农业农村委相关负责人介
绍,我市一直将农资打假作为重
点工作,持续加强农资监管。去
年,我市共出动执法人员8.3万
人次,检查农资生产经营企业7.1
万家次,查处农资违法案件486
起,查获伪劣农资12万公斤,为
农民挽回经济损失2840万元。

去年全市查获伪劣农资12万公斤
为农民挽回经济损失2840万元

本报讯 (首席记者 周尤)
“他散步时告诉女儿,自己犯了严
重错误,可能会坐牢。女儿沉默很
久后说,老爸,你不用操心我的
事。读到这,不由得想起那个伤感
又无奈的场景。他如果遵纪守法,
怎么会有今天？”近日,参加渝北区
卫健系统“以案四说”警示教育会
的区人民医院干部刘继利,代读同
事杨兵的忏悔书时唏嘘落泪。

杨兵是渝北区人民医院设备
科原副科长,因严重违纪违法被
开除党籍、开除公职。让刘继利
忍不住掉泪的是,杨兵一人犯罪,

“打翻”了一家人的幸福生活。
杨兵当了科室负责人后,妻

子经常提醒他“不能做违法的
事”,一家子其乐融融是最重要
的。杨兵自己刚开始也与设备供
应商保持距离,但不法商人逢年
过节送点小礼物,经常嘘寒问暖,
有事没事请喝酒,“像亲人一样走

动”。面对“围猎”，杨兵没有守住
底线，最终滑入深渊。现场的医
务人员无不深受震撼,为“身边
人”所犯的错误摇头叹息。

区纪委监委派驻区卫生健康
委员会纪检监察组长余显锋说,
这起案件警示广大医务工作者,
没有免费的午餐,天上掉下的不
是“馅饼”,而是陷阱。

会上,该区卫健委4名班子成
员还分别说纪、说法、说德、说责,
违纪违法者所在支部党员、同事联
系自身实际,见人见事见思想地对
照检查,并提出明确的整改意见。

这是渝北区运用身边典型案
例开展警示教育的一个缩影。据
渝北区纪委监委有关负责人介
绍,该区进一步完善了《关于运用
违纪案件深化警示教育和廉政风
险防控的意见》,推进警示教育制
度化、常态化。

截至目前,通过开展“以案四
说”警示教育,该区已经有12人
主动上缴违规收受的“红包”礼金
3.66万元。

渝北区卫健系统
用身边活教材开展警示教育
参会人员代读同事忏悔书读得唏嘘落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