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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13日，重庆市第九届全民健
身运动会暨“全民健身月”系列活动启
动仪式在渝北区全民健身中心举行，副
市长屈谦出席启动仪式。

（记者 黄琪奥）

4月13日，丰都县南天湖镇义合
村贫困户余光海打开院坝里的水龙头，
清澈的自来水“哗哗”地流到盆里。在
丰都，随着一批饮水工程的修建，广大
农村已用上了自来水。

这一天，义合村70岁的秦朝树大
爷在后山腰的菜地里除草。过去，这块
地因存不住水而种不活农作物，一直被
秦大爷闲置；现在经过水土治理后，已
成为了旱涝保收的良田。

……
丰都农村的这些变化，与水利部定

点扶贫息息相关。从对口支援三峡重
庆库区到新一轮定点扶贫，水利部帮扶
重庆长达33年。自2015年8月新一
轮定点扶贫以来，水利部又与重庆城
口、巫溪、丰都、武隆、万州5个区县形
成组团帮扶工作机制，以“八大工程”为
主要抓手，着力攻坚重庆“水贫困”；
2016—2018年 3年间，累计向5个区
县倾斜支持水利资金达37.68亿元，仅
2018年便投入12.3亿元。

水利部的定点帮扶，不仅有效改善
了5个区县水利基础设施薄弱的局面，
也助力了当地加快脱贫攻坚步伐。目
前，万州区、武隆区、丰都县已脱贫摘
帽，巫溪县、城口县脱贫攻坚也在稳步
推进中。

实施“八大工程”，助力脱贫攻坚

日前，万州区石笋沟水库被正式纳
入2019年水利部定点扶贫建设项目，
该项目计划总投资1.6亿元，其中大部
分由国家及市级配套资金补助解决。

石笋沟水库所在的万州后山及余
家弹子片区属老旱片死角，缺水制约着
当地的经济社会发展。“石笋沟水库项

目多年前便已立项，但迟迟未能开工，
原因只有一个——缺钱！”万州区水利
局副局长侯安平说。在水利部定点扶
贫的支持下，今年，该水库可望开工建
设，3年内可建成。届时，可解决该区
后山镇8000余亩耕地灌溉用水以及2
万人、2万余头牲畜的饮水问题。

在重庆山区，修一座小型水库投入
达上亿元，仅靠贫困区县自行筹措资金
很难修建。水利部启动新一轮定点帮
扶后，将其规划的小型水库水源保障工
程全部列入全国抗旱水源规划，由国家
补助大部分资金，从而解决了我市贫困
区县兴建水源保障工程的资金难题。

在大巴山深处的城口县，水利部定
点帮扶的航空水库已于去年9月通过
完工验收，使得城口县已建成水库增加
到5座。下一步，水利部还将帮助城口
建设黄沙洞水库及松柏水库，进一步夯
实城口水利基础。

“有雨遍地流，无雨贵如油。”这是
以喀斯特地貌为主的重庆山区共同的
特点。要解决这一问题，只能通过修建
水库、山坪塘等水利工程来实现水资源
调蓄。自新一轮定点扶贫开展以来，针
对重庆贫困山区特点，水利部针对性地
实施了农村饮水安全巩固提升、千塘万
亩特色产业支撑、小型水库水源保障、
贫困户产业帮扶、贫困户转移就业技能
培训、贫困学生勤工俭学帮扶、水利建
设技术帮扶以及专业技术人才培训等
八大工程。其中，前三项的着力点在于
补齐重庆山区水利“短板”，解决贫困区
县群众吃水难、农田灌溉难，为当地经
济社会发展提供了有力的水源保障。

据了解，从2016年到2018年的3
年间，5个定点扶贫区县先后开工建设

4座中型水库和11座小型水库，新增
库容5300万立方米，除险加固病险水
库53座，整治山坪塘7380口，供水保
障能力得到明显提升。

“造血式”扶贫激发内生动力

要从根本上消除贫困，还在于提升
贫困区域和贫困群众的脱贫能力。对
此，水利部始终坚持“造血式”扶贫，从
产业培育和技能培训入手，让定点扶贫
区县在水利基础设施得到根本改善、产
业发展得到有力支撑的同时，也让老百
姓拥有利用水利发展产业的能力。

肉牛产业是丰都县包鸾镇飞仙洞
村的主打产业之一。要养牛就得有水，
当地通过“千塘万亩特色产业支撑工
程”，新建、改建了一批山坪塘和饮水
池，解决了水源问题。但扩大产业规模
便需要资金，许多村民自己不能解决。
好在水利部定点扶贫“八大工程”不仅
涉及大型水利建设，也为小村镇量身定
制了“贫困户产业帮扶、转移就业技能
培训、贫困生勤工俭学”等其他帮扶工
程。靠着水利部推行的贷款贴息政策，
飞仙洞村二组贫困户张升发成功贷款
5万元，并扩大了养牛规模。张升发
说：“只要有资金、有水源，我就有信心
靠着养肉牛脱贫。”

在万州区，2018年，水利部定点扶
贫万州工作组成员单位筹集帮扶资金
100万元，专项用于万州区扶贫产业的
贷款贴息，助推了当地柑橘、柠檬等多
个扶贫产业发展壮大。

在巫溪县，水利部各帮扶单位筹集
产业帮扶资金120万元，入股6个资金
互助社，采取入股分红的方式帮助345
户贫困户保底增收，使每户获得保底

210元的年收益，同时撬动扶贫贷款
1000万元，有效解决了贫困户产业发
展中的资金短缺、融资难问题。

在城口县，水利部通过实施“贫困
学生勤工俭学帮扶工程”，3年来为180
名贫困大学生组织了勤工俭学活动，学
生们通过勤工俭学学知识、知辛苦，既
补贴了家用，也为将来步入社会打下了
基础。

据统计，仅2018年，水利部便为重
庆5个区县2270户贫困户提供贴息贷
款6477.6万元；投入96万元培训贫困
户转移就业技能、水利专业技术人员9
期468人次和46期478人次；帮助贫
困学生勤工俭学212人，平均增加收入
2900元。

从突出水利基础设施建设转
向与支持产业发展并重

聚焦5个定点扶贫区县的贫困现
状，水利部定点扶贫的内容也随之进
行了调整。2018年，水利部实施了新
一轮定点扶贫“八大工程”，其中贫困
户产业帮扶工程、贫困户技能培训工
程、贫困学生勤工俭学帮扶工程、水
利建设技术帮扶工程和专业技术人
才培训工程等 5项帮扶措施继续保
留，新设水利行业倾斜支持工程、贫
困村党建促脱贫帮扶工程和内引外
联帮扶工程等3项帮扶措施。而原农
村饮水安全巩固提升工程、小型水库
水源保障工程纳入水利行业倾斜支
持工程，原千塘万亩特色产业支撑工
程纳入内引外联帮扶工程。新的“八
大工程”不但直接精准惠及贫困村、
贫困户，也动员社会力量加入水利扶
贫，同时还通过党建促脱贫来激发贫
困群众脱贫致富的内生动力。这也
意味着水利部定点扶贫已从过去的
突出水利设施建设转向与支持产业
发展并重。

万州区溪口乡玉竹村是“十二五”
期间确定的市级贫困村，2017年8月，
自水利部三峡司副巡视员王治华到该
村担任驻村第一书记后，通过调整村干
部、充实返乡大学生到村委会任职、举
办党员干部培训等措施，为村里配备了
一支由40多名党员干部组成的脱贫带
头人队伍，不到两年，曾经产业空虚的
玉竹村已建起了1500亩标准化果园及
一个黑山羊养殖基地，发生了翻天覆地
的变化。

武隆区则依托水利部定点扶贫期
间建成的山虎关、中心庙、仙女湖、大河
沟水库等水体资源发展乡村旅游，带动
村民实现可持续增收。该区赵家乡依
托山虎关水库举行稻田摸鱼、垂钓、捉
泥鳅比赛等活动，打造高山水乡、避暑
胜地，全乡共发展农家乐150余家，吸
收农村富余劳动力2000余名，每年累
计接待中外游客30万人次，带动当地
3000余人脱贫增收。

水利部定点帮扶我市5个贫困区县

去年投入12.3亿元攻坚重庆“水贫困”
本报记者 龙丹梅

本报讯 （记者 杨铌紫）讲红岩
故事，同唱祖国颂歌……4月13日，在
渝中区红岩村社区“妇女之家”里，一场
以“巾帼心向党 礼赞新中国”为主题
的群众性宣传教育活动吸引了不少居
民。当日，全国妇联安排部署的这项活
动在全国范围内开展，重庆100个社区

“妇女之家”也同步进行。
红岩村社区妇联主席高千斯介绍，

在策划活动时，就考虑到社区红岩文化
特色，结合对居民胃口的活动形式，比
如讲红岩故事就对居民、企业、学生设
置不同的活动主题。据悉，这些活动实
行全开放，根据场地条件对人数有相应
限制，居民可提前一周报名。

今年3月，市妇联下发通知，要求

全市各级妇联以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
成立 70 周年为主线，以“巾帼心向
党 礼赞新中国”为主题，以“唱响祖
国颂歌、讲好中国故事、写出家国情
怀、献礼祖国华诞”为主要形式，以妇
女之家、妇女儿童活动中心等为主要
阵地，以互联网为重要平台，开展“巾
帼心向党 礼赞新中国”群众性宣传
教育活动。

据了解，我市除了组织广大妇女开
展唱响祖国颂歌、讲好中国故事之外，
还将开展给妈妈写一封信、“我和我的
祖国”主题征文等活动，以及举行妇女
创新创业大赛、妇女手工编织作品征集
等巾帼建新功系列活动，感兴趣的市民
都可参与。

全国妇联“巾帼心向党 礼赞新中国”群众性宣传教育活动启动

重庆 100 个社区同步参与

政务简报

本报讯 （记者 张莎）4 月 12
日，“中国石油·重庆市慈善总会”社区
阳光基金启动仪式在江北区举行。社
区阳光基金由中国石油、重庆市慈善总
会共同发起设立，首期共出资540万
元，在主城八区和潼南、永川、彭水的
18个社区进行试点。

据了解，社区阳光基金是重庆市慈
善总会针对城镇社区困难群众而设立
的扶危济困救助基金，主要用于帮扶城
镇社区贫困群众，以及帮助解决社区居
民的临时性、突发性困难。

18个试点社区为：渝中区归元寺
社区、厚慈街社区；江北区建东社区、工
校社区、兰溪社区、建北社区；沙坪坝区
石碾盘社区；九龙坡区民主村社区；南
岸区辅仁社区；北碚区新房子社区、奔
月路社区；渝北区凯歌路社区、绿茂社
区；巴南区红光社区、合建社区；永川区
宝丰社区；潼南区东风社区和彭水县靛
水社区。

“设立社区阳光基金是对社区困难
群众期盼的积极响应。”市慈善总会负
责人表示。目前，城镇社区还有一部分
特困人员和低收入群体，他们在医疗、

住房、教育等方面存在许多困难；还有
一些人因家庭突发事件造成了临时性
困难，迫切需要得到扶持和救助。设立
社区阳光基金，使社区有了稳定的慈善
资源，可以通过互助、救助的方式，解决
群众生活困难的部分资金需求，对救急
救难起到雪中送炭的作用。

据了解，每个社区阳光基金总规模
不低于50万元。其中，中国石油、市慈
善总会捐赠30万元，其余资金通过区
县慈善会协调配套、社区居民自愿捐
赠、爱心企业捐赠等方式筹集。

市慈善总会规定：社区阳光基金
的使用范围为本社区居民。一是互
助。社区居民确有困难急需，可以借
用最高不超过1万元的互助金。借款
为短期无息借款，一般为6个月，最长
不得超过一年。二是救助。对于社区
内特别困难的居民（含户籍人口、常住
人口、流动人口），经基金管理委员会
审批，在社区张榜公示3天无异议后，
可进行救助，救助次数原则上一年一
次，金额不高于2000元。社区年救助
总额不得超过社区阳光基金总额的
20%。

18个社区试点社区阳光基金
帮助解决社区居民的临时性突发性困难

■自2015年 8月新
一轮定点扶贫以来，水利
部与重庆城口、巫溪、丰
都、武隆、万州5个区县
形成组团帮扶工作机制，
以“八大工程”为主要抓
手，着力攻坚重庆“水贫
困”；2016—2018 年 3 年
间，累计向5个区县倾斜
支持水利资金达 37.68
亿元，仅 2018 年便投入
12.3亿元。

依托水利部“八大工程”中的内引外联帮扶工程，武隆区白云乡建起了木家洞
山坪塘。 （市水利局供图）

4月12日，渝中区化龙桥，在建的
重庆天地B11超高层项目正在加紧建
设。别看它现在是该片区建筑群中的

“小矮人”，它可是我市在建的第一高
楼，2021年底将以99层458米的高度傲
视群雄。近日，中建钢构重庆天地B11
超高层项目首节外框柱开吊就位，这标
志着该项目主体结构进入攻坚阶段。
据悉，该建筑将使用钢结构约7万吨，
相当于7个埃菲尔铁塔的重量。

记者 张锦辉 摄

重庆在建第一高楼
进入攻坚阶段

（上接1版）
解除了后顾之忧的徐晓琴，在大学

里充分发挥特长，担任了学校书画社的
副社长，带领社团取得“十佳社团”荣誉
称号；文笔颇佳的她，还经常在校报校
刊上发表文章；在“青春梦飞扬”团支部
风采大赛中，她担任班级校歌指挥，获
得最具风采奖；还先后被评为重庆交通
大学的“三好学生”“优秀共青团员”，连
续3年获得国家励志奖学金。

同时，徐晓琴也积极参与专业学科
竞赛，先后获得第15届中国大学生广
告艺术节学院奖秋季赛金奖、第10届
全国大学生广告艺术大赛重庆赛区三
等奖等10余项学科竞赛奖项。

“我一直得到很多人的帮助，国家、
重庆市、学校等多方面的资助政策，让
我的生活充满阳光和希望。”徐晓琴说，
她曾代表学校参加了重庆市心理微课
堂宣讲比赛，以自身经历勉励他人，“我
们的社会非常有爱。我一直心怀感激，
所以一定会以最大努力活出精彩，尽力
去回报社会。”

他用电商创业助力乡村振兴
来自建档立卡贫困家庭的大学生

们在资助政策的帮助下，实现了他们的
求学梦想，同时他们也奋力成长成才，
以力所能及的方式回馈社会。

张兴是重庆工程学院电子商务专
业学生。“十多年前，爸爸因为一场火灾
导致右手残疾，妈妈患有高血压、脑膜
炎等疾病。”来自开州区的张兴说，一家
人的开销仅靠外出务工的父亲每月不
足2000元的收入，得知重庆市对建档
立卡贫困家庭大学生的资助政策后，自
己在开州区学生资助管理部门申请了
资助，才得以顺利入学。

参加学校勤工助学活动、连续两学
年成绩排名年级第一、获得国家励志奖
学金……进入大学后，张兴的表现很优
异，他还积极参加各种志愿服务活动，
比如去陕西支教、敬老院服务、做重庆
国际半程马拉松的志愿者等。

让张兴最骄傲的事情是，他从大一
就开始利用自己所学的专业知识，创建
了“拾梦人”电子商务创新团队。这个

“智惠网农”的电商扶贫项目，帮助忠县
黄金镇凉泉村的土鸡蛋、橙子、榨菜等
特色农产品在电商平台上销售，去年实
现销售收入300余万元。

“因为助力当地农户脱贫增收，这

个项目获得了第四届中国‘互联网+’
大学生创新创业大赛（重庆赛区）银
奖。”张兴说，今后团队还准备在武隆等
地推广这种模式，自己也打算长期通过

“互联网+”服务乡村振兴。

他们用志愿服务回报社会
杨昌玉去年刚从重庆公共运输职

业学院铁道交通运营管理专业毕业，如
今成为学校运输贸易系的一名顶岗教
师。奶奶双目失明，爷爷年迈多病……
出身贫寒的杨昌玉顺利求学，同样得益
于重庆市建档立卡贫困家庭大学生的
资助政策，并且连续两年荣获国家励志
奖学金。

杨昌玉说，为了回报社会，自己读
大学时就参与学院青协与江津区双福
新区阳坪社区共建市民学校，开展“四
点半课堂”义教志愿服务，还带领各系
团支部建立志愿者服务分队，开办“七
彩宝贝”兴趣班等，将“四点半课堂”志
愿服务形成长效服务机制；在学校组织
的春运志愿服务活动中，杨昌玉获得

“春运志愿者先进标兵”等荣誉称号，
“现在留在母校做教师，我常常给同学
们分享自己的成长经历，让他们要对生
活有信心，一路向前。”

和杨昌玉一样的大学生还不少。
比如重庆三峡学院学生肖乐艳、重庆
经贸职业学院李金花等同学，都在政
策的帮助下顺利求学，也用自己的热
忱积极参与“四点半课堂”“关爱智障
人士”“保护环境”等志愿服务活动，回
报社会。

“教育资助是精准扶贫、精准脱贫
的重要内容，旨在切实减轻建档立卡贫
困家庭教育支出的压力，发挥教育斩断
贫困代际传递的作用。”市教委相关负
责人表示，为确保每一名建档立卡贫困
家庭大学生“能上学”“上好学”，市、区
县、高校都设有贫困家庭学生资助专
线，即时核实、即时响应，2018年全市
共发放重庆籍建档立卡贫困家庭大学
生学费资助资金5.49亿元，惠及12.01
万人次。

重庆日报记者了解到，重庆市对所
有在市内外普通高校就读的重庆籍建
档立卡贫困家庭大学生都进行资助，在
校就读期间所在家庭实现脱贫的，可继
续享受资助政策直至毕业为止，以确保
全市到2020年实现高质量稳定脱贫，
与全国同步进入全面小康社会。

去年发放资金5.49亿元惠及12万人次

（上接1版）
重庆飞狐航空科技有限公司生产

的无人机主要是为农作物生长提供保
护，比如为柚子树精确喷洒农药。与人
工喷洒相比，使用无人机喷洒农药更高
效、精准、安全。操作人员只需配置好
农药，通过操控器提前设定飞行航线和
飞行高度，无人机就自动进入“预设轨
道”，实施“高空作业”，避免喷药人员中
毒的风险和踩踏农作物的损失。

重庆晋盾智能科技有限公司则是
一家主攻应用的无人机企业。“政府部
门、国企对高清大面积的地图、影像图
有强烈的需求。”该公司总经理李映锋
说，晋盾智能科技研发了一套实景三维

可视化大数据管控平台，专门处理无人
机传送来的高清影像图。

目前，这个平台主要应用于燃气管
道的测绘巡查，“人不需要跑去现场，无
人机就能代劳。”李映锋说，燃气管道的
走向如何，穿越了哪些大山，经过了哪
些村庄，哪些地方有地质灾害，这些重
要的地理信息都能靠无人机测绘出来。

潜力巨大
2020年产业总产值将达120亿

除了启迪科技园，渝北区仙桃数据
谷也有重点发展无人机的“航空小镇”，
巴南区、永川区均有符合自身定位的无
人机产业园。

在政府层面，市经信委制定了《关
于加快推进无人机产业发展的意见》，
提出以“整机+零部件”垂直整合培育
产业集群，合理规划建设无人机产业发
展园区，打造一批无人机产业化基地。
预计到2020年，全市年产无人机将达
到120万台，无人机产业总产值将达到
120亿元，构建形成“研发+制造+服

务+应用”的完整产业链。
李映锋表示，重庆因特殊的地形

和气候可对无人机提供各种考验，比
如，雾多将影响无人机的定位和视觉，
潮湿、高温将影响电子系统，山多影响
飞行控制和数据传输等，“这些环境简
直是天然的试验场，重庆造的无人机
能在各种场景中接受检验，适应能力
会更强。”

“我们也看好重庆的潜力和成长空
间。”周少阳称，就工业级无人机市场来
说，重庆工业企业多，潜力巨大；另一方
面，重庆加大了对智能制造业的投入，
多重利好叠加，重庆无人机产业定能

“迎风起飞”。

重庆无人机企业“迎风起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