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7月10日，在北碚区龙凤桥街道煤安小区，社区居民
将旧电池旧灯管等投放到有害垃圾回收箱。

特约摄影 秦廷富

本报讯 （记者 王亚同）7月10日又是周三，北碚
区龙凤桥街道的工作人员张婷和同事一大早就来到煤
安小区，开展废旧电池、过期药品等有害垃圾回收。当
天，北碚区有500多名像她们这样的垃圾分类指导员、
宣讲队员，分赴17个街镇开展垃圾分类宣传和有害垃圾
回收。周三，已成为北碚全区有害垃圾集中收集日。

张婷和同事们刚把有害垃圾回收桶摆开，居民们就
陆续围拢过来。“以前没地方回收，随便扔又不放心，只
能在家攒着，现在方便了。”提着半袋电池的居民李文华
说。不仅是大人，放暑假的小学生徐郡烽也拿着几盒过
期药，兑换小礼品。

北碚区城市管理局副局长蒋娅介绍，针对有害垃圾
量少但危害大的特点，该区从5月起，将周三设为有害垃
圾集中收集日，以兑换积分领取奖品的方式，引导市民
在统一时间固定投放有害垃圾，并由专业的环保单位规
范收运处置。北碚区城管部门在全区17个街镇和25
个垃圾分类试点村分别设置了有害垃圾临时储存屋
（点），同时，还推动学校、机关单位等在周三统一开展
集中回收。

与此同时，北碚区还探索建立了有害垃圾集中回收
公示制度，定期公布各回收点、单位的回收情况。此外，
当地还成立了400多人的垃圾分类指导员队伍和一支
160人参与的宣讲队。

前端解决了，回收之后怎么办？对此，北碚区已与
具有资质的环保运输企业联系，待有害垃圾收集达到
一定数量后，由具有资质的环保企业统一收运处置。
下一步，该区还将探索奖补政策，让有害垃圾收集处置
参与度更高、分拣更精细、处置更规范，形成完善收集
处置闭环。

用有害垃圾兑换积分领取奖品

北碚将周三设为
有害垃圾集中收集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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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百度词条上搜索“山王坪”，共有210
万条相关结果，这对一个没有星级加持，纯粹
依靠游客口碑发酵，连营销都做得不多的景
区而言，实属不易。

近些年，每到夏秋之季，挂着各地牌照的
汽车穿行在南川山王坪景区里，这里已成为
众多游客的“打卡”地。

千淘万漉虽辛苦，吹尽狂沙始到金。山
王坪“火”起来是最近两三年的事儿，在之前
的漫长岁月里，景区经历了哪些曲折，又是如
何苦练内功的？带着疑问，重庆日报记者进
行了采访。

40年栽出8000多亩森林

车出南川城，约莫40分钟后来到山王坪
景区大门。道路两旁，水杉和柳杉笔直挺立
着。每到秋冬之交，二者在颜色上便会形成
鲜明对比，仿佛两个季节同时存在于山王坪。

这片树林是生态修复的成果，但山王坪
的过去，和生态二字并不沾边。相反，这里是
典型的喀斯特地貌和石漠化区域。上世纪80
年代初，南川人才开始在这里种树。

封山造林，本就不是易事。在石漠化严
重的山王坪造林，更是难上加难。

提起这万亩森林，当地村民总会想到石
在良。出生在山王坪下鱼泉河边的石在良，
1976年被聘为林业员，1980年调到山王坪工
区，和成百上千造林人一道在山王坪封山造
林。

为了选择合适的树种，石在良带着技术
人员在石漠化土壤中反复试验，最后确定了
柳杉、水杉等适宜品种。石在良种树的规矩
也近乎苛刻，挖出的树坑要精确到厘米，没达
标就必须返工。

据南川区林业局志和南川区林场志记
载：1982年，南川从石柱运回了300株水杉
苗，由石在良亲自种下；1983年，山王坪工区
试种10亩水杉试验林；1984年春，山王坪建
立采穗圃，进行无性繁殖育苗；1985年春，南
川区林木良种场（当时为南川县）从四川泸州
调入2500株水杉苗到山王坪栽植；1986年
春，山王坪掀起了“水杉万亩林”工程建设高
潮，林场以承包造林的形式组织山王坪镇（当
时叫鱼泉乡）群众大量造林，至1987年春季
造林结束。

就这样，山王坪栽下了5000余亩水杉和
柳杉，以及其他树种3000多亩。

当地人告诉记者，柳杉、水杉属于一年四
季都能栽种的树木，即便是冬天，每人依旧会
背着约80斤重的树苗上山栽种，走路打滑、
摔下坡是常事。冬天的山王坪寒风凛冽，风
吹在脸上犹如刀割一般疼痛。即使如此，村
民也没敢耽搁。

渐渐加强的生态意识

苗子是栽下了，管护还得跟上。
林场的人，像爱护自己的孩子一样爱护

这些小树苗。1986年的一天，村民刘义云家
的牛跑到山上，损坏了一棵柳杉苗，结果林场
将牛扣下关了“禁闭”，刘义云缴了10块钱的
罚款才将牛牵回家。

此后，村民放牛就多了一分警惕，损坏树
苗的事情再也没有发生过。

虽然大家爱护树木，可意识长期停留在
“我山上的木材我可以砍伐”阶段，随着树苗
逐渐长大，一些树木便被村民砍伐下来，拉回
家当成柴烧。直到1996年长江中上游成为
禁伐区，这一现象才被消除。

但是，林木长大后，偷采的人又多了起来。
一天傍晚，山王坪村四组村民吴登灿与其他
人在村里散步，看着远处树林边有一辆摩托
车，心里担心着会不会是盗伐树木的人，便在
树林里四处寻找，真发现有三个人正抬着一
捆树木往外走。他们当场拦下盗伐之人，送
往公安部门处置。

2011年，南川区林业局任命吴登灿、韦
宗义、刘义学三人为护林员。

“工资很少，但我们做这事不是为了钱，
而是真心实意地想把这片林子保护好。”吴登
灿说，山上有树以后，不光环境变好了，山下
的庄稼地也不缺水了，大家都尝到了栽树护
树带来的甜头，因此渐渐有了保护这一山树
木的意识。

常年巡山，他们渐渐积累了不少经验。
譬如，在一些重点区域，吴登灿会把一根树杈
横着支在路中央，或把道路两旁一人高的草
放倒在路中间，用绳子扎起来，就像一根停车
杆一样，回程的时候如果发现树杈或草堆有
动过的痕迹，就表示有人来过，且多半是偷采
树木者，“总体来说，这几年盗伐的人是少之
又少。”

在村民们的精心呵护下，山王坪的森林
覆盖率从以往的68.4%提高到了95.5%。

生态造就的“爆款”

然而，山王坪在经营的路上，还有几多弯
路、几多曲折。

1989年，当时的南川县畜牧局引进山羊
在山王坪进行养殖，但没有成功。后来，林场
又先后种过天麻、栀子花、鹅掌楸、檫木，都没
有获得期望的结果。

经营的路行不通，林场只好退回到砍树
卖树的老路上。上世纪80年代，林场的收入
主要来自林木采伐，每年采伐6000-8000立
方米，总收入约500万元。进入90年代，可
以采伐的林木资源已经枯竭，林场进入了困
难时期，改善林场基础设施和环境的资金极
度缺乏，甚至连给林场职工发齐工资都困难。

“南川区有一个楠竹山森林公园，打造得
比较成功，给了我们启发。”南川区林木良种
场副场长孙成明说，山王坪有丰富的森林资
源，又具备露营条件，具有旅游开发价值。特
别是随着水、电、路、气、通讯等基础设施的不
断改善，山王坪的休闲旅游功能大大增强，所
以林场决定从旅游入手，逐步转型。

2012年初，林场尝试性地开发了10余亩
地用于露营，很快就供不应求。就在这一年，
林场光靠旅游就获得了80万元利润。“我们当
机立断，在2013年下半年对林场进行了为期
一年半的封闭施工，整修内部公路、步道及其
它基础设施，总投入近3000万元。”孙成明说。

2015年5月1日，山王坪喀斯特国家生
态公园试开园，5个月时间便迎客4万人，累
计旅游综合收入130万元。

2016年，一张航拍山王坪喀斯特国家生
态公园缤纷秋色的照片红遍朋友圈。照片
里，一边是翠绿之春，一边是金黄之秋，泾渭
分明，让人惊艳不已。此后连续两年，山王坪
的旅游人数都达到了十几万人次，成为了朋
友圈里的“爆款”。

良好的生态，让村民们跟着挣了钱。37
岁的村民夏明月利用自家农房开起了鹊凰山
庄农家乐，每年几个月的营收就达到50万
元。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山王坪的旅游
热是最好证明。”孙成明说，在接下来山王坪
旅游的打造过程中，区里将始终突出“生态”
特性，让这首绿色赞歌越唱越响。

南川山王坪为何成为“打卡”地
40年栽树8000多亩 石漠化区域变成林海

本报记者 颜安

山王坪近万亩水杉和柳杉构成的独特风景，受到了游客青睐。
通讯员 甘昊旻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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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焦“两不愁三保障” 开创保险扶贫新模式

中国人寿重庆市分公司全方位助推保险精准扶贫
为解决贫困地区“两不愁三保障”问题，全市金融保险机构积极履行社会责任，充分发挥保险机制的功能作用，在助推脱贫攻坚方面取得了积极成效。如今，在距离实现“两不愁三保障”脱贫攻坚目标还有不到两年时间，金

融保险企业如何进一步纵深参与到扶贫工作中？近日，本报采访了中国人寿重庆市分公司党委书记、总经理刘月进。

把温暖送到每一个有需要的客户身
边。今年，在重庆，有许多市民在病难中
获得了中国人寿“重疾一日赔”服务。

病房里的“一日赔”

6月24日，荣昌李女士被医院诊
断为结肠腺癌。

除了疾病上的痛苦外，李女士还要
承担一笔数目不小的经济开支。庆幸
的是，李女士早年便有了很强的风险意
识。从1999年至2014年，先后为自己
购买了重大疾病终身保险1万元、国寿
康宁终身重大疾病保险3万元、国寿防
癌疾病保险10万元、康宁终身保险1万
元、国寿康宁重大疾病保险2万元。

“因为生病突然，我的保单都没找
到，但我立即打了理赔报案电话，将病
情告诉了中国人寿重庆分公司工作人
员。”李女士说，那时候非常担心手续
不齐全，无法理赔。

24日晚，该公司理赔调查员张贤
麟接到电话报案后，于25日赶往医院
看望病床上的李女士。在了解核实其
有关病情后，张贤麟一边联系公司通
过身份证查询李女士名下保单信息，

一边又马不停蹄着手为李女士收集理
赔资料。26日早上，中国人寿重庆市
分公司便完成了李女士的理赔申请。

本以为理赔过程很复杂和漫长，
没想到工作人员上午刚走，下午李女
士就收到了19万元重大疾病保险金。

“中国人寿的赔付太人性化了。
理赔人员拿着我的身份证、银行卡进
行拍照，我在理赔申请单上签名，一切
就办好了。”李女士说，“拿着这笔理赔
金去交手术费，让家人幸苦照顾我的
同时，至少不为各种费用担心。”

保险可以为家人支撑起未来，一
张张保单诠释了投保人对家庭的责
任和爱。2019年初，中国人寿“重疾
一日赔”服务在线上线下多渠道全面
开启，即为申请重大疾病赔付且符合
条件的客户，提供一个工作日内完成
理赔处理的全新、极速的理赔服务。

截至2019年6月,中国人寿重庆
市分公司已为503人次提供“重疾一
日赔”服务，总赔付1583余万元。

两个条件 享受“一日赔”服务

中国人寿相关人士表示，客户仅

需满足两个条件，即可申请享受“重疾
一日赔”服务。一是个人保险合同且
出险在合同生效 2 年后（保险期间
内）。二是重疾诊断结果明确。客户
首次罹患恶性肿瘤，并已取得相关医
疗证明能够证明客户患有条款约定的
重大疾病或接受了条款约定的手术。

此外，中国人寿重庆市分公司还
推出了上门服务、简化资料、优先处
理、专人理赔等“重疾优先赔”配套服
务。

四项准备 完成“一日赔”申请

保险索赔千万条，24小时内报案第
一条。

“许多客户等着出院后才申请报
案。实际上，客户在确诊后便可及时通
过我们的官微、国寿e店、中国人寿寿险
APP、95519热销售人员等方式报案。”
中国人寿重庆市分公司相关负责人表
示，报案后，做好“四项”准备即可：一是
医疗机构出具的诊断证明材料；二是申
请人、被保险人身份证件齐全；三是准
备好银行卡；四是保持电话通畅。

彭佳 王秋思

聚焦“三保障”
创新保险精准扶贫模式

问：中国人寿在参与精准扶贫方
面采取了哪些重要举措？

刘月进：按照市委、市政府、银保
监局的部署要求，重庆国寿紧紧围绕
保险与扶贫工作的五大对接点，即农
业保险、健康保险、民生保险、产业脱
贫保险、教育脱贫保险，充分发挥机
构、服务、网络、资金等独特优势，积极
探索实践多产品支撑的多种扶贫模
式。

问：围绕“基本医疗有保障”目标
任务，中国人寿如何开展精准健康扶
贫工作？

刘月进：重庆国寿构建以医疗保
险保障为中心的扶贫产品体系。一是
创新推进“政府出资、公司让利、群众
实惠”产品扶贫模式，已累计向688.4
万次贫困人群、特殊困难家庭提供保
险保障，累计赔付10.8万人次，赔款金
额2.67亿元。其中，国寿扶贫小额保
险被中国保监会向全国推广，开创保
险参与精准脱贫新模式。2017年积
极协助重庆市扶贫办推出“精准脱贫
保”，2018年积极协助市民政局推出

“民政惠民济困保”。二是大力推进
“政府搭台、公司让利、群众参与”产品
扶贫模式。推出外出务工、银龄安康、
女性特殊疾病等一系列政策类保险，
近 3 年累计向贫困人群赔付人次
21335人次，理赔金额5211万元。三
是因地制宜，不断探索推出贫困人员
医疗再托底模式，解决特殊贫困户大
病就医困难问题。在彭水县大垭乡试
行“三防”（防范贫困人员深度贫困、防
范非贫困人致贫、防范脱贫人员再次
返贫）保障模式，总保障1.27亿元。四
是整合资源。市扶贫办在重庆国寿设
立“一站式平台结算中心”，全市33个
区县及1.8万家医院实现“基本医保+
大病保险+民政医疗救助+健康扶贫
医疗基金救助+精准脱贫保”市内就医

即时结算，打通精准扶贫“最后一公
里”。

问：在着力落实义务教育有保障
方面，中国人寿开展了哪些工作？

刘月进：在聚焦教育方面，重庆国
寿构建以安全保障为中心的教育保险
产品体系。一是多种学生类保险产品
为教育事业保驾护航。每年通过学生
保险呵护200万名学生健康成长，年
支付赔款1.2亿元。多款教育金保险、
校园食品安全保险等保障类产品为学
生安全保驾护航。二是用实际行动支
持教育事业。重庆分公司捐建梁平某
小学80万元，通过“惠民济困保”每年
向800名困难家庭学生提供升学补助
金共200万元。近两年，捐助建校、捐
助学习用品155.28万元，教育慈善捐
助327万元。

问：在保障住房安全方面，中国人
寿的实际做法是什么？

刘月进：重庆国寿构建以保障贫
困地区住房安全为中心的民生保险产
品体系。一是以低费高保障承保贫困

地区农村建房工程，近5年共为27125
户农村建房提供高达84亿元保险保
障，赔付 2186.3 万元，赔付率高达
150%。二是通过“精准脱贫保”每年
承保贫困户农房21万户，年支付赔款
230万元。三是积极承保扶贫基建、
复垦工程、道路畅通工程保险，关注贫
困人员住房安全，为贫困地区经济建
设保驾护航。

巩固脱贫成果
探索实践精准扶贫长效机制

问：在新一轮脱贫攻坚战中，如何
促进短期脱贫与长效机制建立的有机
结合，有效巩固脱贫成果？

刘月进：确保脱真贫、真脱贫，还
要探索建立稳定脱贫长效机制。为此，
中国人寿搭建“国寿i购”电商平台，推
进科技产业扶贫新模式。总公司派驻
专业人员挂职扶贫，发动200万名销售
队伍以及1亿多客户消费，解决了贫困
地区因农副产品销路不畅等制约脱贫
的问题。同时，我们积极探索贫困人员

保险就业扶贫模式。2015年以来，重
庆国寿利用农村网点机构优势共计为
8749名农村人群提供就业，其中属于
贫困人员857人，个人年均收入达1.25
万元，100%实现就业脱贫。

问：除了结合自身保险领域脱贫
攻坚，还在其他哪些领域参与到来扶
贫工作中？

刘月进：在重庆，我们向扶贫村派
出驻村扶贫干部25名，选派优秀党员
5人出任扶贫村“第一书记”，并为参与
脱贫攻坚的人员捐赠保险费28.5万

元。2017年，向城口县在扶贫工作中
发生意外事故的扶贫干部支付赔款
91万元。此外，在扶贫捐赠方面，我
们已累计捐助现金物资308.3万元，捐
助产业、基础建设金额121.9万元，捐
助保险费176万元。

问：下一步，有何具体的扶贫工作
方向？

刘月进：重庆国寿将继续发挥保
险精准定位特性，持续放大保险产品
扶贫功效。探索推进“三补两重一贫”
产品扶贫体系，重点推进贫困地区居

民补医、学生补医；探索重大事故救
助、重大疾病救助保险机制，变扶贫为
主动防贫；推进贫困户医疗再托底保
险，精准保障大病特困家庭。

同时，积极推动产品扶贫模式向
“政府搭台、公司让利、群众参与”转
型，逐渐提升困难群众参与意识、自救
意识，推动各类保险扶贫产品持续健
康发展，确保实现中央“脱贫不脱政
策”的要求。

李雨蔓
图片由中国人寿重庆市分公司提供

“重疾一日赔”服务上线

重庆国寿上半年赔付金额已超1500万元

链接》》

中国人寿重庆市分公司党委书记、总经理刘月进（左三）参加彭水县大垭
乡保险捐赠仪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