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渝北区将生活垃
圾分类作为城市品质
提升的重要内容，在全
市率先开展住宅小区
生活垃圾分类试点工
作，被评为 2018 年度

“重庆市城市治理创新
范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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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中央电视台CCTV3《越战
越勇》舞台，8段拍摄于2012年的视频
让现场所有人都为之动容。

重庆两江新区礼嘉街道居民黄国
全临终托孤，请派出所民警帮自己录制
8段给女儿黄蓉的视频，从10岁到18
岁，每年生日为她放一段。

虽然黄蓉在《越战越勇》的舞台上
没有再进一步，但她的故事引起了全国
各地的关注。在节目现场，著名歌手刘
和刚当众表态，愿意每个月资助黄蓉
1000元，直至她大学毕业；节目播出
后，来自全国各地的捐款电话几乎让礼
嘉派出所的电话变成了热线……

临终录下生日祝福

小黄蓉勇敢站上央视舞台都让民
警高利华激动不已，她2012年到礼嘉
派出所上班，几乎全程参与了这次“临
终托孤”。

这段特殊的“监护”关系源于2012
年一次沉重的谈话。当年2月21日，
癌症晚期的黄国全打电话找到了礼嘉
派出所：“民警同志，我一生没怎么求
人。如果不久后去世，我就把女儿交给
你们了。”黄国全请求，把女儿交给姐姐
黄国英抚养，同时希望民警监督女儿成
长。

时任该派出所民警的王玉涛当场
承诺：安心治病，不管以后怎么样，大家
都会关注黄蓉长大，绝对不放弃。

黄国全还请求民警为他拍8段视
频：“到女儿18岁成年，还有8年，我想
给她录8段生日祝福，她每长大一岁，
我都有好多话想对她说。希望以后她
每年过生日的时候，你们都放一段给她
看。”在黄国全的病床前，民警含着泪，
为他录制了8段视频。

捐款谈心关怀备至

考虑到黄蓉住在礼嘉，礼嘉派出所
的党员民警表示，愿意爱心接力，每人
每月捐50元，直到黄蓉18岁。

这一坚持就是7年。高利华介绍，
现在礼嘉派出所有30名工作人员，每

个月可捐助1500元，其中1200元生活
费，剩下300元是教育基金。

让高利华比较欣慰的，是黄蓉终于
慢慢走出了阴影，逐渐开朗起来。“黄蓉
小时候不太爱说话，但是现在还会经常
跟我们开开玩笑。去北京录节目的时
候，她还在一直‘吐槽’我走路太快，笑
我每天晚上敷面膜。”高利华说。

“孩子现在就听民警们的，她爸在
世的时候都没这么听话。”黄蓉的大姑
黄国英今年68岁，平时身体不好，没有
太多精力照顾孩子，黄蓉课余时间大多
是在二姑家中，或者是在礼嘉派出所。

正因如此，黄蓉和派出所的民警都

很亲，大事小情，都要给派出所的民警
们说一声，听取他们的意见。

黄蓉每周都要到派出所几次，大
家给她辅导功课，和她聊天。“如果有
哪个星期她不来，派出所的民警都会
担心。”高利华说，如果这种情况发生，
一定会有民警趁着休息时间，去黄蓉
家里看看，或者给黄蓉打个电话问问
情况。

爱心扶助不是个例

在班主任李玲看来，黄蓉的成绩中
等，平时话不多，在班上却很受欢迎，有
五个特别要好的朋友，她们自称“六人美
少女组”。和所有年轻人一样，黄蓉也曾
有过叛逆期。通过心理疏导，如今师生
间从课堂知识到青春偶像无话不谈。

值得一提的是，以该故事为原型的
微视频《托付》，获得了全国第三届平安
中国“微电影微视频微动漫”比赛优秀
微视频奖。

明年8月，黄蓉就将满18岁。礼
嘉派出所对黄蓉的临时监护到时也将
告一段落。“一开始照顾黄蓉是履行承
诺，但是时间长了，我们和黄蓉之间已
经越来越像真正的亲人了。”高利华说。

事实上，黄蓉仅仅是礼嘉派出所资
助帮助的众多事例之一。多年以来，该
派出所还先后以集体或个人名义资助
过多名贫困儿童。

（两江新区融媒体中心 谢力）

父亲临终托孤，礼嘉派出所民警助其女儿成长

7年爱心接力感动全国
两江新区两江新区

“站在石桶寨山顶，全村风貌尽收
眼底。现在，我们村几乎见不到闲置地
了。”5月5日，万州恒合土家族乡石坪
村“第一书记”贺晓耘高兴地说：“产业
活起来了，农户腰包也鼓起来了。”

石坪村坐落在鸿凤山脚下，与湖北
恩施仅一河相隔。山高、坡陡，是这个
村最典型的地理特点。

“我们这里地理位置偏僻，产业条
件落后，群众观念封闭，但是百姓都非
常纯朴，总不能让穷一时变成穷一世
吧！”村支书扶江仕说，村党支部每月都
会开展主题党日活动，目的就是把基层
党员群众聚集到一起，让大家都出出
力，共同建设家乡。

邹静六是四组的小组长，也是一
名老党员，深受乡邻的尊重。“当时村
里面发展特色小水果产业，很多村民
就是你看我、我看他，相互观望。当
然，这也是因为大伙不懂水果种植技
术，也不知道有没有销路。现在公司
带我们干，还成立了合作社，大家想种
就去合作社买种子、学技术，投入少，
家家都能致富。”邹静六有点激动，“只
要说村里发展产业，我第一个支持，我
现在种了几亩火参果，今年夏天就可
以收获了。”

站在屋前的便民路上，28岁的扶
永川背着满满一背篓种子，一张黝黑的

脸在阳光下透着光亮：“村里基础设施
落后，产业发展弱。以前，年轻人都出
去打工了，像我这个岁数的还在家里
的，扳起手指头都数得过来。这些年变
化还是大，特别是在驻村干部的引导
下，村里规模化发展了金荞麦、茯苓等
中药材，我自己种了30亩，第一批今年
2月份已经收获了，目前看来收入还不
错。”

石坪村中药材专业合作社负责人
冉崇琼说，为使各类药材种植效益最大
化，他和村干部们事先对药材生长习性
和各村组风貌详情都吃透，经反复推敲
验证、实地检测等方式，才最终确定了
各类备种药材的“归宿”。

为了让老百姓放心，村里还通过召
开支部会、群众会、院坝会等让党员群
众广泛参与讨论，征求意见，按照产业
长、中、短期培育期限，制订了详细的中
药材发展计划。为了让种植的药材不
愁卖，目前石坪村已与太极集团达成了
长期合作，由公司对农户开展统一提供
种苗，统一培训种植技术，保底价格进
行收购。

如今，石坪村两大主导产业中，小
水果基地有 1000 亩，中药材基地有
1000亩，覆盖村民400余户，实现了家
家门前有产业，户户参与有收益。

（万州区融媒体中心 张倩）

万州：石坪村家家门前有产业

日前，10名优秀人才在以“爱国奋
斗 建功立业”为主题的活动中脱颖而
出，获得南岸区首批高层次创新人才荣
誉。

这10名获奖人都是在各自领域里
做出了杰出贡献的优秀人才。例如，重
庆市智翔铺道技术工程有限公司总工
程师郝增恒，带领他的技术团队，自主
研发，攻克了沉管隧道干燥、全自动喷
砂等多项世界技术难题，用4年时间完
成港珠澳大桥的桥、岛、隧总铺装面积
50多万平方米；重庆西南集成电路设计
有限责任公司总经理范麟，从业30年来
先后取得国家发明专利16项、国家部委
级科研成果30余项，在射频数模混合集
成电路领域积累了世界一流的设计技
术，打造了世界一流的产品开发队伍；
重庆圣华曦药业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

药物化学专家邹国芳，带领团队攻克了
众多技术难题，最终自主研发出国内首
款降压仿新药——“盐酸乐卡地平”。

这批高层次人才不仅将获得最高
达122万元的经费资助，还将被纳入南
岸区委联系服务专家对象，在子女入学
入托、配偶就业、家庭医疗服务、健康疗
养、优先推荐、诚信记录等方面得到重
点支持。

“我们希望通过这种表彰先进的方
式，激励企业和人才的积极性。”南岸区
委组织部有关负责人表示，下一步还将
从大数据、大健康、大生态等重点产业
领域的在区创新型企业中遴选、表彰一
批高层次创新人才，进一步涵养尊重人
才的社会风尚，优化人才成长环境，厚
植人才发展沃土。

（南岸区融媒体中心）

南岸：评出首批高层次创新人才

自4月1日深化增值税改革具体
措施正式实施，企业发展迎来新一轮
税收政策利好，不少云阳的企业负责
人实实在在地感受到了“减负”带来的
新机遇。

位于云阳工业园区的金田塑业有
限公司主要从事塑料薄膜制品、塑胶制
品制造、销售，食品包装材料生产、销售
和货物进出口业务，此次降税政策给他
们带来不少红利。

“2018年我们公司销售收入完成
49185万元，今年的销售收入预计将达
60000万元。调整增值税税率前，按
16%的税率计算，加之三线设备抵扣原
因，去年还亏损905万。如今按照调整
后的13%增值税税率测算，2019年毛
利就会达到2600万元。我们有更多的
资金实现转型升级，新的生产线也能大
胆地进行正常生产了。”公司的财务负
责人说。

因新的生产线投入，金田塑业公司
新增加的就业岗位达到80个，同时因
为新产品投入市场，该公司的上下游企
业也间接增加了许多就业岗位。公司
法人方文彬说：“此次税率调整，对我们

这种刚投资了新生产线的企业来说，提
高了企业资金周转率。企业有更多的
人力物力投入到新的技术研究中去，也
能吸引更多的科技型创新人才，提高市
场占有率。企业发展好了，则可以带来
更多的税收，带动本地的经济发展，促
进就业，更好的回馈社会。”

重庆市合百盛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是一家从事电子产品研究、开发、生产、
加工和销售的企业。“降税政策的实施
对我们企业持续发展、壮大，给予了强
有力的支持与鼓励，我们对发展更加有
信心了。”该企业负责人张涛说道。

在南溪镇，有一家主营天然气生产
供应和安装的重庆市众源天然气有限
公司。2018年，该公司共缴纳增值税
44.22万元，税负率为2.2%。“这次降税
最直接的效果是改善了行业盈利与现
金流状况，使我们能够轻装上阵，参与
激烈的市场竞争。”公司法定代表人刘
明玉说。

当前，一系列减税降费政策正在云
阳有条不紊地落实，全县大众创业、万
众创新的氛围也更加浓厚。(云阳县融
媒体中心 何竞嘉 谭晓辉)

云阳：企业“减负”迎来发展新机遇

5月6日，已顺利合龙的南两高速
控制性工程——凤咀江特大桥主桥。

凤咀江特大桥位于南川区西城街

道沿塘社区，全长1.41公里，包含一座
主桥和两座引桥，为双向四车道，是南
川区现有高速公路中最长的大桥。项

目自2017年5月开始动工，原计划今年
6月底主桥合龙，经过施工人员的努力
奋战，最终提前两个月完成。预计今年

8月，桥梁将全部贯通。
南两高速除了将拉近南川至两江新

区的距离，同时也将连通贵州南道高速以
及道安高速，形成重庆进入贵州、广西的快
速通道。未来，经由这条高速公路可以直
达广西北海，成为重庆的第二条出海通道。
（南川区融媒体中心 马君如 喻梵 摄）

南两高速凤咀江特大桥提前合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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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类难？推行“垃圾分类积分制”

“以前想都没想到垃圾还要分类。
但现在不同了，垃圾分类已经成为我们
日常生活中的习惯。”5月4日，家住双
凤桥街道青麓雅园的市民肖欢，把几袋
不同类型的垃圾交给了前来收运的空
港环卫所工作人员。

青麓雅园是渝北区最早试点生活
垃圾分类的小区之一。自2016年底，
渝北区在该小区探索建立以政府投入
为主的“居民分类投放——责任单位分
类收集——城管分类分拣——责任单
位分类运输——市级分类处置”的生活
垃圾收运模式，即居民前端分类投放；

“厨余垃圾”由市环卫集团每日清运；
“其他垃圾”由物业公司常规渠道收运；
“可回收物”及“有害垃圾”由空港环卫
所每周三定时定点到小区回收。

“刚开始时，工作难度不小，实施效
果也不理想。”渝北区城管局党委委员
李俊表示，主要是居民“不愿分”“不会
分”以及垃圾“不好分”。渝北区采取

“街道牵头、环卫参与、小区驻点、志愿
服务”方式，通过发放指导手册和开展
体验活动等，引导居民掌握“如何分”；
创新推出“垃圾分类积分制”，以“利益”
激励行动，解决居民“不愿分”问题。

“积分可以当钱用，在相关网站上
兑换食用油、大米、洗洁精等生活用
品。”肖欢笑着说，像矿泉水瓶、硬纸板
这些可回收利用的垃圾，就单独装好，
单独投放。“每次投放的垃圾，可折算成
相应的积分。”

很快，青麓雅园小区常住人口773
户，办卡率达到100%；实际参与可回
收物、有害垃圾回收的户数为581户，
投放正确率95%以上。

截至目前，渝北区295个公共机构
全部建成垃圾分类回收体系，试点小区
实现生活垃圾分类减量化达 30%以
上，全区月均减量并资源化利用餐厨垃
圾约5000吨、果蔬垃圾600余吨。

推进难？“互联网+”预约收购

居民的主动性提升了，还有“推进
难”的考验。

“我们只需要把这捆废纸板放进
去，垃圾箱可以自动称重，再按照垃圾
的种类和重量，给予相应的积分。”家
住仙桃街道金色池塘小区的居民张坤
琳说，只需下载一个垃圾分类手机
App，在智能资源回收箱前选取需要
投放垃圾类型，再将手机二维码在回
收箱前“照一下”，就能打开相应的箱
盖投放。

渝北区城管局探索“互联网+”预
约收购模式，自主开发运行了垃圾分类
手机App，实现凡属“可回收物”，居民
即可使用App联系预约回收。

渝北区财政预算共投入3000万元
购置分类收运车辆5台，分类垃圾桶约
7200个，为试点小区增配一线工人19
名，建成生活垃圾分类分拣场1个、大
件垃圾处理场2个。

收运难？创新“四类”收运模式

生活垃圾分类工作推进的过程中，
还面临着“收运难”。

渝北区给出了这样的解题思路
——创新探索收运按四分类法（可回收
物、有害垃圾、厨余垃圾、其他垃圾）开
展生活垃圾分类试点。

“我们在双凤桥街道5个小区开展
政府投入为主的垃圾分类试点。”李俊

说，可回收物和有害垃圾周一至周五定
时定点集中投放收集，厨余垃圾由市环
卫集团“日产日清”，其他垃圾由小区物
业按原渠道收运。目前，5个试点小区
可回收物和有害垃圾分类投放参与率
达70%以上，正确率达98%。

区城管局探索形成了以社会单位
投入为主的“居民分类投放——社会单
位分拣——责任单位分类收运——市
级分类处置”分类收运模式。

渝北区城管局市政科科长石冬梅
介绍，数据显示，全区试点小区生活垃
圾分类投放参与率达96.5%，准确率达
78%。

渝北区建设了使用面积约255平
方米的空港生活垃圾分类分拣场。

“我们星期一在双凤康桥回收垃圾，
星期二在远洋航港，星期三在青麓雅
园，星期四在环湖雅居，星期五在桃
源居七区。”空港生活垃圾分类分拣
场工作人员蒋国证说，“分拣后的垃
圾，还会送到空港生活垃圾分类分拣
场二次分拣。”

下一步，渝北区将实现9个城区街
道均有试点小区、公共机构全覆盖，确
保到2020年全区实施居民生活垃圾分
类示范试点的街道比例达到 50%以
上，生活垃圾回收利用率超过35%。

（渝北区融媒体中心 万桃利 郑
和顺 李能芳）

化解生活垃圾分类“三难”
住宅小区试点工作有效推进，成为创新范例

礼
嘉
派
出
所
民
警
为
黄
蓉
过
生
日
。

（
两
江
新
区
融
媒
体
中
心
供
图
）

5月6日，头戴红帽的綦江贫困女学生在老师的带领下，在贵州惠水县的贵州盛
华职业学院学习。这是綦江区“萤火虫爱心行动”的一部分，学生将在该学院学习非
遗手工艺品制作，学习期间学费和住宿费全免，并提供就业岗位。近年来，綦江区积
极搭建平台，免费为全区贫困家庭女学生提供学习机会及就业岗位，通过保障她们
接受教育，阻断贫困的代际传递。 （綦江区融媒体中心 王京华 吴长飞 摄）

綦江“萤火虫”免费送贫困生入学
渝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