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绵延起伏的武陵峻岭，如诗似画的湘西风光，在沈从文
笔下“美得让人心痛”。

大山阻隔、交通闭塞、发展滞后，历史上这里也“穷得让
人心痛”。

长期以来，湖南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与绝对贫困的苦
战一直没有停歇。湘西人民对美好生活的期盼，太久太热切。

2013年的深秋，湘西花垣县十八洞村苗寨，沿着狭窄山
路，习近平总书记来到这里。在苗家黑瓦木楼前的一块平地
上，习近平总书记首次提出“精准扶贫”的重要理念，作出了

“实事求是、因地制宜、分类指导、精准扶贫”的重要指示，要
求当地闯出“不栽盆景，不搭风景”“可复制、可推广”的脱贫

之路。
一场围绕脱贫攻坚难点，按照精准扶贫新思路，摆脱绝

对贫困的新探索，在湘西铺展开来……

一看湘西探索破解“产业之问”
走进十八洞村梨子寨村民石拔三大姐家，火塘上挂满了

新熏的腊肉。穿着苗服的她对6年前习近平总书记到她家
的场景记忆犹新。

“总书记揭开我家粮仓，问我粮食够不够吃？种不种
果树？养不养猪？他还走到猪栏边，看我养的猪肥不
肥。”她说。 （下转3版）

武 陵 深 处 展 新 颜
——湘西贯彻精准扶贫理念的生动实践

新华社记者 段羡菊 张玉洁 周楠

本报讯 （记者 张珺）3月30
日，市委书记陈敏尔，市委副书记、市
长唐良智，市人大常委会主任张轩会
见了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农工
党中央主席、中国红十字会会长陈竺
一行。

中国红十字会副会长兼秘书长
王平，市领导李静、杜黎明、屈谦参加
会见。

陈敏尔、唐良智、张轩代表市委、
市人大常委会、市政府欢迎陈竺来渝
调研。陈敏尔说，我们紧紧围绕把习
近平总书记殷殷嘱托全面落实在重
庆大地上这条主线，发挥重庆区位、
生态、产业、体制优势，加快建设内陆
开放高地、山清水秀美丽之地，努力
推动高质量发展、创造高品质生活。
当前，重庆政治生态持续向好，干部
群众精神状态积极向上，经济社会发
展各项事业稳步向前。在新时代推
进西部大开发形成新格局中，重庆要
有新担当新作为，在国家区域发展和
对外开放中发挥更大作用。农工党
中央、中国红十字会一直关心支持重
庆发展，希望进一步发挥自身优势，
帮助重庆引入更多科研、教育、医疗、
养老等优质资源，助力重庆新一轮开
发开放。

陈竺说，党的十九大以来，重庆
全面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要
求，城乡面貌发生巨大变化，政治
生态、自然生态“山清水秀”。农工
党中央、中国红十字会将积极作
为，在建设区域医疗中心、引进高
质量医药及医疗器械产业等方面给
予大力支持，为重庆经济社会发展
作出贡献。

市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参加会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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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 杨帆）3月30日，中共
中央政治局委员、市委书记陈敏尔，市委副书
记、市长唐良智会见了来渝访问的韩国总理
李洛渊。

韩国国会议员朴炳锡、金圣泰、柳成叶，
韩国外交部第一次官赵显、韩总理秘书室长
郑云铉，中国驻韩国大使邱国洪，市委副书记
任学锋，市领导王赋、潘毅琴参加会见。

陈敏尔、唐良智代表市委、市政府欢迎李
洛渊一行。陈敏尔说，习近平主席同文在寅

总统就中韩双边关系发展达成一系列重要共
识，为深化地方交流合作指明了方向。我们
将认真落实两国元首共识，为推动中韩战略
合作伙伴关系发展多作贡献。作为中国中西
部地区唯一直辖市，重庆立足西部大开发重
要战略支点、“一带一路”和长江经济带联结
点定位，加快建设内陆开放高地，在西部内陆
地区带头开放、带动开放。推进山清水秀美
丽之地建设，筑牢长江上游重要生态屏障。
以大数据智能化为引领，加快建设国家重要

现代制造业基地，着力推动高质量发展。统
筹抓好乡村振兴和城市提升两个基本面，努
力创造高品质生活。重庆与韩国历史渊源深
厚，在重庆的大韩民国临时政府旧址、韩国光
复军总司令部旧址，见证了两国人民风雨同
舟的难忘历史。希望以总理阁下此访为契
机，基于历史、立足现实、面向未来，拓展双方
在经贸、教育、科技、文化等领域务实合作，更
多造福两地人民。

李洛渊对重庆经济社会发展取得的成绩

表示祝贺。他说，韩中是重要邻邦，互为重要
合作伙伴。我们珍视和重庆的特殊缘分，感
谢重庆为保护韩国独立运动历史遗址所做的
努力。重庆是中国制造业重镇，正大力推动
大数据智能化创新，发展态势良好。韩方愿
基于共同的历史基础，积极深化交流合作，推
动更多韩企来渝投资兴业，加强青少年文化
交流，推动地方交往迈上新水平。

韩方有关人员，外交部和重庆有关部门
负责人参加会见。

陈敏尔唐良智会见韩国总理李洛渊

本报讯 （记者 杨铌紫 罗静雯）3月
29日，韩国总理李洛渊一行到重庆访问。在
渝期间，李洛渊出席重庆韩国光复军总司令部
旧址复建完工暨对外开放仪式，参观修葺一新
的大韩民国临时政府旧址陈列馆，考察SK海
力士重庆工厂，推动中韩两国交流合作。市委
副书记、市长唐良智出席重庆韩国光复军总司
令部旧址复建完工暨对外开放仪式。

上午10时，李洛渊一行来到位于渝中区
邹容路37号的重庆韩国光复军总司令部旧

址参观并出席仪式。李洛渊在致辞中表示，
光复军总司令部的修复，彰显了中韩两国长
远深厚的纽带关系，十分感谢中国对光复军
总司令部修复工作付出的心血，这不仅仅是
对历史的复原，更是启动未来新纽带的起
点。正如过去数千年一样，中韩两国今后将
永远是互相帮助、互相扶持的好邻居。李洛
渊说，重庆在历史上曾是韩国独立运动的基
地，如今已成为中韩经济合作的新平台，现代
汽车、SK海力士等韩国的跨国企业纷纷进军

重庆，参与重庆的城市发展，韩国科学技术院
与重庆理工大学共同运营着两江国际学院，
这些都是中韩两国合作多样化的趋势，期待
更多亚洲国家能在重庆共创辉煌的未来。

唐良智在致辞中说，重庆是一座英雄之
城。在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时期，重庆是世界
反法西斯战争远东指挥中心，向大韩民国临
时政府伸出援手，对韩国光复军创建予以支
持。重庆是一座希望之城。近年来，重庆全
面落实习近平主席殷殷嘱托，加快建设内陆

开放高地，与韩国在经贸、人文等领域的交流
合作不断深化拓展，249家韩国企业在渝投
资。历史是城市的根，文化是城市的魂。相
信复建后的韩国光复军总司令部旧址，将成
为重庆珍贵的抗战历史遗产之一，成为中国
人民大爱无疆、中韩两国人民风雨同舟的历
史见证，让更多人了解中韩两国人民为世界
反法西斯战争作出的重要贡献，更好地铭记
历史、珍爱和平、开创未来。

随后，李洛渊来到大韩民国临时政府旧
址陈列馆，向独立运动家金九的铜像敬献花
篮、鞠躬默哀，并认真聆听抗战时期大韩民国
临时政府在重庆开展独立运动的情况介绍。

中国驻韩国大使邱国洪，副市长潘毅琴
陪同参观。

韩国总理李洛渊来渝访问

本报讯 （记者 何维）4月1日起，市民突发疾病除了拨
打120急救电话、使用“急视救”App外，还可以通过微信小
程序“重庆视频120”进行报警求助。这是重庆日报记者3月
26日从重庆市急救医疗中心获得的消息。

去年11月，重庆市急救医疗中心“急视救视频120自救
互救系统”上线，市民只需下载“急视救”App便可一键报警，
后台根据GPS和机载信号锁定患者位置，并在视频中与患
者、家属“面对面”沟通，大大提高急救效率。

“急视救”项目负责人赵谕透露，为了让患者和家属能用
熟悉便捷的方式报警，“急视救”将在4月1日开通微信小程
序“重庆视频120”，市民遇突发情况，可通过该小程序一键报
警求助。同时，在东南医院、沙坪坝区陈家桥医院、垫江120
调度中心官方微信上也将开通报警窗口，今后还将与更多医
院的官方微信号合作。

“急视救”App本月已上线气道梗阻、心脏骤停、止血包
扎等多种正规的急救视频课程。市民在碰到意外的类似突发
情况时，可点击对照视频课程，第一时间进行自救或抢救，平
时也可以点击学习正确的急救知识。

明日起市民可用微信小程序
“重庆视频120”报警求助

本报讯 （记者 王亚同）3月29日，全
市现代农业产业园建设工作现场会议在忠县
举行，重庆日报记者从会上获悉，我市将围绕
打造全市乡村振兴的“头块招牌”等目标，加
快推进现代农业产业园建设，到2022年，力
争创建一批国家现代农业产业园，建成20个
市级以上现代农业产业示范园，各区县至少
建好1个（区县级以上）产业园。

现代农业产业园是发展现代山地特色高
效农业的重要平台。近年来，我市潼南区、涪
陵区先后成功申报创建国家级现代农业产业
园,国家级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先导区、田园
综合体等各类农业园区的创建也成效突出。
截至去年底，我市共创建各级各类农业园区
218个，其中国家级23个、市级164个、区县
级31个。

市农业农村委相关负责人介绍，我市将
围绕打造全市“乡村振兴的‘头块招牌’、发展
现代山地特色高效农业的重要平台、农业农
村对外开放的展示窗口”目标，加快推进现代
农业产业园区建设。具体从以下几个方面抓
好建设：

首先坚持规划先行，突出农业特色，凸显
乡村风貌，因地制宜走好特色化、特质化和差

异化发展路子。其次，突出基础设施和服务
体系配套，优先安排道路、农田水利、信息化
建设等。第三，立足现有基础、围绕优势特色
等选择、培育和壮大主导产业，逐步实现主导
产业产值达到园区总产值50%以上，农产品
初加工转化率达到70%以上。此外，还要加
强科技武装，为园区发展注入科技与创新的“动
力”；在农村人居环境整治上走在前列；在推动
大数据智能化为现代农业赋能上先行一步；创
新融资方式、经营方式和利益联结机制等。

从今年起，我市市级层面还将设立财政
专项资金，对20个重点产业园进行深度支持，
连续至少3年。同时将强化绩效评估，开展年
度绩效评价，实行动态管理、“能进能出”。

全力打造乡村振兴“头块招牌”

2022年各区县至少建成1个现代农业产业园

本报讯 （记者 廖雪梅）3 月 30 日，重庆日报刊登
《重庆市住房公积金2018年年度报告》。去年，重庆人缴存多
少公积金？提取了多少？发放了多少个贷？重庆日报记者
30日采访重庆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简称市公积金中心）
相关负责人，对报告进行解读。

2018年，我市公积金各项业务稳健运行，全年新开户职
工33.22万人，实缴职工257.91万人，缴存金额379.90亿元，
分别同比增长10.00%、4.67%和 12.50%；全年提取公积金
297.93亿元，同比增长28.56%，当年提取额占当年缴存额的
78.42%；2018年，市公积金中心发放个贷5.45万笔194.64亿
元，支持职工购建房550.13万平方米。

市公积金中心相关负责人介绍，去年公积金缴存提取个
贷呈现以下特点：

一是缴存职工人数逐年增长，近三年我市公积金实缴人
数分别是237.71万人、246.4万人、257.91万人。

二是非公企业职工成为新增缴存职工的主力，当年新增
缴存职工中非公企业职工占77.73%。

三是积极落实租购并举的住房制度，全年共提取公积金
297.93亿元，近八成提取金额用于职工购建房、偿还住房贷
款和租房等住房消费。

四是支持职工刚需住房贷款。去年职工贷款笔数中，中
小户型占 96.86%，其中，建筑面积 90 平方米及以下占
32.22%；40岁及以下职工占79.51%。

五是减轻购房职工还贷压力作用显著。2018年，公积金
个贷五年期及以下贷款年利率为2.75%，五年期以上贷款年
利率3.25%，分别比同期商业银行贷款基准利率低2个百分
点、1.65个百分点。

市公积金中心人士介绍，该中心在门户网站、微信公众号
等服务渠道基础上，新增网上服务大厅、渝快办App、支付宝
城市服务等服务渠道，线上服务渠道增加到10个，在线自助
业务办理近20项。

重庆市住房公积金“晒账本”
2018年缴存资金近八成用于提取

一大早，48岁的谢大学就将装满稻谷的
麻袋，搬上了三轮车，往场镇上赶。

这天是3月12日，也是酉阳城建集团来
酉阳浪坪乡官楠村收购优质稻谷的日子。由
于是优质稻谷，价格从以往的1.3元/斤涨到
2.6元/斤。

今年，官楠村的村民们依托市气象局的
农业气象技术指导和气象预报预警信息，让
农业种植不再“听天由命”，稻谷收成喜人。

分析论证 科学选种
当天上午8点半，收购点已挤满人，谢大

学家的稻谷一上秤，正好7000斤，2.6元一
斤，就是18200元。

这样的收入让谢大学意外。官楠村是全
市深度贫困村之一。根据全市统一部署，浪
坪乡由市总工会扶贫集团对口帮扶助力脱贫
攻坚，集团成员包括市气象局等单位。2017
年，扶贫工作队正式入驻。

市气象科学研究所所长高阳华说，在开
展脱贫攻坚调研后，他带队到官楠村实地考
察，并召集村支书等开会讨论。

会上，有人提议育草莓苗。“官楠村多
阴雨，土壤也不合适。”相关专家否定了这一

提议。
那种水稻呢？这一提议让高阳华眼前一

亮，官楠村海拔700~1200米，适合种植生育
期较短的水稻品种，加上水稻是传统农作物，
市场接受度高。

高阳华将官楠村的气候土壤特点提供
给市农科院水稻研究所，经过分析论证，最
终选定了与官楠村气候非常匹配的优质水
稻神9优25品种，该品种防病虫害能力也
很强。

为农户提供精准气象预报
2018年3月，优质水稻的种子免费送到

官楠村近200户贫困户手中，种植面积为
1200亩。谢大学正是首批“吃螃蟹”的人，种

了20亩优质水稻。
“田里的水要在30分钟左右放完，将

种子撒进田里，等四五天后，芽就能长到2
厘米，再放水，芽要刚好露出水面约 1 厘
米……”专家手把手教，大伙跟着学。

在水稻生长过程中，天气尤为重要。为
此，每逢水稻播种、移栽、施肥、病虫害防治等
关键时期，市气象局、市农科院水稻研究所和
县气象局都会精心开展田间管理气象跟踪服
务。

“气象部门每周给我发3次天气预报，告
诉我什么时候要下雨，什么时候该干什么。”
谢大学翻出手机短信说，去年7月，他就收到
了晴热少雨的天气预报，于是及时引水蓄水，
使田地不见旱象。

让水稻增产超三成
去年8月，当专家对优质水稻验产时，大

伙惊喜地发现，水稻分蘖数平均在28株以
上，每一株都能数上400颗谷粒。

（下转2版）

官楠村水稻种植为啥不再“听天由命”
本报记者 李珩

3月29日，万州区天子湖公园，工人正在河床进行“深水原位
修复工程”的施工（小图）。

绿色的块状物叫生态基载体，白色像棉花一样的东西叫人工
水草，它们共同构成微生物的家——生态基技术是一种新型的水
质修复和维护方法，不但能为水中微生物提供舒适环境，还能抑制
蓝绿藻的滋生。天子湖公园深水区将铺设3.6万平方米的生态基

载体和人工水草（大图），利用微生
物提高水域自净能力，在浅水区将
种植花草树木，以吸引更多的鱼
虾、鸟类。这项新技术将让微生物
在公园“安家”，提升水体水质。

通讯员 冉孟军 摄

万州：新技术提升水体质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