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质量兴农、品牌强农是引领农业高质量发展的
必由之路，也是助推脱贫攻坚的有力抓手。重庆日
报记者4月23日从全市“三品一标”工作座谈会上
了解到，今年，我市将充分发挥“三品一标”品牌农
产品在产业扶贫中的作用，在渝东南、渝东北地区
培育发展“三品一标”产品170个，通过全力提高贫
困村扶贫产品质量和市场竞争力，加快扶贫产品品
牌建设，强化品牌引领助推脱贫攻坚。

“品牌兴农”成效凸显

市农产品质量安全中心主任黄昀介绍，“三品一
标”是无公害农产品、绿色食品、有机农产品和农产
品地理标志的统称。“三品一标”是政府主导的安全
优质农产品公共品牌，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农产
品生产消费的主导产品。近年来，我市围绕乡村振
兴和特色产业，立足当地资源禀赋和环境优势，打造
了一批“三品一标”品牌农产品。仅2018年，全市便
新培育“三品一标”农产品1573个，产量83.5万吨，
其中无公害农产品1194个，绿色食品345个，有机
农产品34个，新认证数量连续两年突破1000个。
截至 2018 年底，全市有效期内“三品一标”产品
4783个，总规模40.196万公顷，总产量829.7万吨，
总产值196.55亿元。

不仅如此，市农产品安全质量中心还指导石柱
县成功创建全国有机农业示范基地，梁平区成功创
建农产品地理标志示范基地，指导忠县、涪陵通过全
国柑橘、青菜头绿色食品原料标准化生产基地创建
资格审批。

今年将叫响一批“乡土”品牌

涪陵榨菜、奉节脐橙、巫山脆李……这些都是我
市地域特色和品质特性突出的特色农产品，那么，如
何让这些“乡土”品牌的名头更响亮呢？黄昀表示，
结合今年我国将实施的地理标志农产品保护工程，
我市将采取以奖代补方式，选择特色鲜明、具有发展
潜力、市场认可度高的一批地理标志农产品，开展保
护提升，打造特色产业。

黄昀介绍，我市从2007年以来开始实施地理标
志农产品保护，但过去更侧重于从生产角度进行保
护。今年起将实施的地理标志农产品保护工程，从
全产业链的角度来对农产品地理标志保护进行提
升。今年，我市将从生态环境保护、品种资源保护、
生产技术规程、农耕文化的挖掘、包装标识的统一打
造以及产品的宣传推介等环节来对农产品地理标
志保护进行提升打造，让重庆的“乡土”品牌知名度
更加响亮。

据了解，今年，我市将新培育发展“三品一标”
产品800个，新增产量100万吨，培育发展一批重庆名牌农产品和全国名特
优新农产品。

帮扶贫困地区发展品牌农业

春节以来，“巫溪秀芽”公益广告遍布了巫溪县的大街小巷，这种产自市
级深度贫困乡镇红池坝镇的生态茶逐渐崭露头角。

发展产业是实现脱贫的根本之策，而品牌则是产业的核心。黄昀介
绍，我市充分发挥“三品一标”品牌农产品在产业扶贫中的作用，截至目
前，已帮助云阳泥溪黑木耳、巫溪独活等农产品地理标志登记保护，成功
申报了城口鸡鸣绿色食品茶叶、云阳泥溪有机黑木耳、奉节天安绿色食品
蔬菜、丰都三建绿色食品水稻等“三品一标”农产品20个。今年，我市还
将帮扶渝东南和渝东北贫困地区品牌农业发展，培育发展“三品一标”产
品170个。

黄昀介绍，按照农业农村部有关精神，中国绿色食品发展中心决定，自
今年5月1日起到2021年1月1日止，全部免收国家级贫困县、“三区三州”
深度贫困地区、农业农村部定点扶贫地区、大兴安岭南麓片区、环京津贫困地
区绿色食品申报主体的认证审核费和标志使用费。同时，对所有绿色食品企
业认证审核和标志使用费普降20%，我市贫困区县也将因此受益。“该规定实
施后，将为我市符合条件的每个申报企业至少节省1万元相关费用。”

此外，今年，我市还将着力推动三产融合发展，按照全产业链发展思
路，每个区县将争取建成1个全国绿色食品或有机农业一二三产业融合
发展园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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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周都会出差，曾经有一周去了3
次北京，周建池是市发展改革委有名
的“空中飞人”。不过，每一次出差都
距离项目开工又进了一步，这是作为
交通处处长的他，不厌其烦出差的巨
大动力。

正加紧推进前期工作的江北机场
第四跑道及T3B航站楼，有望在今年
内开工建设；渝昆、渝西、渝万沿江高
铁等一批高速铁路前期工作也在抓紧
进行……按照习近平总书记对重庆提
出的“在推进新时代西部大开发中发
挥支撑作用”的要求，重庆正全力推动
交通基础设施建设补短板。

“十三五”以来，全市累
计完成交通投资3500亿元

来自市发展改革委的数据显示，
“十三五”以来，重庆交通领域累计完
成投资3500亿元，铁路、高速公路大
规模快速建设，长江上游航运中心日
渐成形，国际航空枢纽功能日益增强，
交通服务品质大幅提升，对西部大开
发的支撑作用显著增强——

一是“米”字型高铁网建设加快。
市政府印发《高铁建设五年行动工作
方案》，渝万城际、渝黔新线、成渝高铁
枢纽段、重庆西站一期和沙坪坝站建
成投用，全市铁路营运里程达到2371
公里，交通瓶颈制约明显缓解，重庆至
长三角、珠三角等经济发达地区交通
更加便捷。

二是高速公路网络日趋完善。全
市高速公路通车里程达到3100公里，

省际高速公路对外通道新增6个，达
到20个。

三是航道港口建设扎实推进。全
市港口货物和集装箱吞吐能力分别达
到2.1亿吨、480万标箱。功能强大、
运转高效、设施现代化的港口集群不
断完善，果园港铁水联运体系功能不
断增强，集装箱铁水联运年吞吐量达
到5万标箱。

四是机场建设有序实施。建成投
用江北国际机场第三跑道及T3A航
站楼，旅客吞吐能力达到4500万人
次，货邮吞吐能力达到110万吨。建
成巫山机场，全面形成“一大四小”民
航机场格局。

五是城市轨道交通建设提速推
进。“十三五”以来，重庆建成轨道交通
四号线一期、五号线一期、十号线一
期、环线北半环等线路，新增轨道交通
运营里程100公里，达到313公里，位
居全国第五，西部第一。

支撑西部大开发形成新
格局，着力做好交通规划编
制和修编

4月15日至17日，习近平总书记
视察重庆并发表重要讲话，全市上下
正深入学习习近平总书记视察重庆重
要讲话精神，努力做到用心学习、用情
领悟、用力落实。在交通基础设施领
域，重庆也将深入贯彻落实总书记的
重要指示，扎实推动总书记重要讲话
精神落地生根、开花结果。

市发展改革委有关负责人表示，

要更加注重从全局谋划一域、以一域
服务全局，从国家和重庆发展大局谋
划交通，以交通服务国家和全市经济
社会发展，助推重庆在推进新时代西
部大开发中发挥支撑作用。未来一段
时期，重庆交通领域要着重做好修规
划、抓前期、强保障等工作。

新时代推进西部大开发形成新格
局，规划是基础。

“重庆将紧扣国家一系列区域发
展战略和中央对重庆的发展定位，对
交通领域现有规划体系进行系统梳
理，修编完善。”市发展改革委有关负
责人表示，具体包括推动国家层面尽
快修编完成《成渝城市群城际铁路网
规划（2018-2035年）》；修编完善《重
庆市高速公路网规划（2018-2035
年）》；编制出台《重庆国际航空枢纽战
略规划》；修编完成《重庆港总体规
划》；启动编制《重庆市综合交通网“十
四五”规划》。

抓好前期工作，储备一
批、开工一批、建设一批、竣
工一批

该负责人称，目前重庆正全力抓
好交通基础设施建设前期工作，以国
家级、市级两级综合交通规划和各类
专项规划为依据，以国家重大建设项
目库为依托，统筹考虑区域发展、功能
定位，分近期、中期、长期储备一批重
大交通项目，并合理安排工程时序，形
成“储备一批、开工一批、建设一批、竣
工一批”的项目滚动接续机制。

此外，渝昆、渝西、渝万沿江高铁
等一批高速铁路前期工作也在加快推
进，确保2019年开工建设，加快形成

“米”字型高铁网络。
周建池说，重庆的很多交通基础

设施项目的前期工作顺利推进离不开
国家发改委和铁路总公司等的大力支
持。“去年国庆长假期间，国家发改委
基础产业司就放弃了假期，加班审批
重庆一个铁路项目的可研报告。”

为进一步增强对周边辐射带动能
力，重庆还积极推进渝柳（州）、安（康）
张（家界）衡（阳）、恩（施）黔（江）遵
（义）昭（通）等普速铁路前期工作，尽
快开工建设，形成对外物流大通道；加
快推进市郊铁路合（川）铜（梁）大（足）
前期工作，增强渝西地区产业支撑能
力；大力推进渝湘高速扩能、渝遂高速
扩能、渝武高速扩能等射线高速公路
扩能工程，缓解高速公路进出城瓶颈
制约，推进渝泸北线、铜梁至安岳、武
隆至道真等省际通道项目，强化省际
间互联互通。

在加快推进江北机场第四跑道及
T3B航站楼前期工作的同时，重庆也
正在加快谋划布局第二枢纽机场，推
动一批市场前景好、外部条件相对成
熟的通用航空机场，加快建成，促进培
育通用航空市场。

该负责人称，水运方面，重庆在推
进涪陵至朝天门4.5米深水航道前期工
作，并推动国家尽快立项建设三峡水运
新通道，破除三峡枢纽瓶颈，充分发挥
长江黄金水道绿色低成本优势，增强重
庆长江上游航运中心集聚辐射能力。

在推进新时代西部大开发中发挥支撑作用

重庆全力补齐交通基础设施短板
本报记者 郭晓静

■市发展改革委有
关负责人表示，要更加注
重从全局谋划一域、以一
域服务全局，从国家和重
庆发展大局谋划交通，以
交通服务国家和全市经
济社会发展，助推重庆在
推进新时代西部大开发
中发挥支撑作用。未来
一段时期，重庆交通领域
要着重做好修规划、抓前
期、强保障等工作。

建设中的潼荣高速公路（摄于4月11日）。 记者 罗斌 摄

葫芦丝吹出校园特色 龙文化助力美育发展

葫芦丝吹开艺术之花

校园艺术之花绚烂盛开

“彩云之南，我心的方向，孔雀飞

去，回忆悠长，玉龙雪山，闪耀着银光

……”

地处渝北区的龙兴中心小学，时

常会传出一阵阵时而圆润多情，时而

婉转明快的葫芦丝声，让人听闻便沉

醉其中。吹奏这些动听乐曲的正是该

校的学生。

龙兴中心小学的学生为何会有如
此高的葫芦丝吹奏水平？一打听，原
来这和学校不遗余力地开展葫芦丝艺
术教育有关。

“俗话说：‘技多不压身’。孩子们
在学习之余，接受葫芦丝艺术教育的
熏陶，熟练掌握这门乐器的演奏技能，
会给他们的心情乃至生活增添无限的
乐趣，也提高了他们的艺术鉴赏和审
美能力。”谈及开展葫芦丝艺术教育的
初衷，龙兴中心小学校长贺绍福说道。

据了解，在前期准备阶段，龙兴中

心小学便通过对葫芦丝艺术教育和学

校的地域优势进行深入研究，组织有

关负责人到重庆市葫芦丝学会参观考

察，组织人员撰写“开展葫芦丝艺术教

育活动方案”，与重庆市葫芦丝学会签

订正式合作协议，制作有关葫芦丝的

宣传展板，举行“葫芦丝艺术教育启动

仪式”等一系列活动，推动葫芦丝艺术

教育工作有条不紊地开展。

为使得葫芦丝艺术教育真正落地

生根、开花结果，龙兴中心小学对学生

登记、发放葫芦丝和教材，请来重庆市

葫芦丝学会的3名外教任教葫芦丝演

奏课，每周每班用一节地方课程开设

葫芦丝课程，纳入学校统一排课。

与此同时，学校还规定了每天中

午有20分钟为葫芦丝训练时间，班主

任必须跟班指导，以充分保证学生的

训练质量和学校葫芦丝教育的长远规

划；成立了葫芦丝维修部，由3名本校

教师为维修教师，负责平时学生葫芦

丝的免费维修。

龙兴中心小学坚持紧抓葫芦丝艺

术教育这条主线，以葫芦丝课程为突

破口，培养学生成为“葫芦丝演奏小能

手”，形成了“处处见器乐，时时有音

乐，师生全参与，人人能吹奏”的氛围，

为学校美育工作的深入开展注入了新
的生机与活力。

综合美育
塑造学生美好心灵

灵动活泼的舞蹈表演，精彩纷呈
的葫芦丝演奏，匠心独具的师生书画
展，创意无限的科技活动……每年5
月，龙兴中心小学都会举行内容涵盖
文艺汇演、师生作品展览、综合素质评
价、科技系列活动的龙之魂艺术节，以
进一步丰富校园文化生活，给学生搭
建一个自我展示的平台，引领学生在
参与艺术节的过程中感受美、表现美、
鉴赏美、创造美。

事实上，龙之魂艺术节、龙凤杯师
生书画节、“龙娃星级评选活动”等都
属于“龙文化”系列活动，开展“龙文
化”系列活动是学校有效实施美育的
一大发力点。

在龙兴中心小学看来，美是时代
的需要，是社会前进的动力。对学生
进行美的教育是教育工作者义不容辞
的责任。

因此，学校从积极营造健康的校
园文化、开展独具魅力的多彩活动、开
发特色鲜明的校本课程、设计寓意深

刻的视觉文化等方面着手，在环境上
优化美育，在理念上彰显美育，在德育
中强化美育，在发展中进化美育，实现

“以美育德、以美益智、以美冶情、以美
养性”。

拿开发特色鲜明的校本课程来
说，龙兴中心小学遵循时代性、校本
性、实效性等原则，进行“龙文化”校本
课程建设，把国家意识教育、文化认同
教育、公民人格教育作为重点渗透于
课程的教育教学过程中；在内容结构
上分“识龙、画龙、写龙、做龙、说龙、唱
龙、侃龙、舞龙、刻龙”九大栏目，结合
具体内容以“认一认、看一看、听一听、
说一说、想一想、描一描、做一做”等形
式出现……培养和提高了学生的动手
能力、创新能力、人文精神、民族精神。

因综合美育工作的落于细、作于
实，助推龙兴中心小学收获了累累硕
果：重庆市渝北区第三届中小学生合
唱艺术节班级合唱类小学组二等奖，
渝北区2017年中小学生校园集体舞
比赛一等奖，2018重庆市少儿频道七
彩童年新春晚会荣获金奖，在2018重
庆市少儿频道阳光“六一”夏日晚会荣
获金奖……

谭茭 万芮杉 张骞月
图片由龙兴中心小学提供

著名教育实践家和
教育理论家苏霍姆林斯
基说过：“美育的最重要
任务是教给儿童通过周
围世界的美、人际关系
的美而看到精神的高
尚、善良和诚挚，并在此
基础上确立自己的美的
品质。”

沐浴时代风雨的龙
兴中心小学，依托千年
古镇的深厚文化，提出

“培养人格健全的小龙
娃”的育人目标，凝练

“传龙脉薪火，化龙人子
孙”的办学理念，坚持走

“古镇龙文化”特色办学
之路，以开展葫芦丝艺
术教育，举办“龙之魂”
艺术节等强有力的举
措，丰富美育内容，拓宽
美育途径，激发学校美
育改革发展的内生动
力，引领孩子在感悟美、
欣赏美、创造美的过程
中遇见更好的自己。

渝北区龙兴中心小学以“美”浸润童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