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10月全市规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5.6%
市统计局11月18日发布消息称，今年1-10月，全市规模以上工业增加

值同比增长5.6%，继续保持增势。在全市39个工业大类中，有30个行

业实现增加值同比增长。

摩托车产业增加值 1.9% 电子产业增加值 13.4%
装备产业增加值 8.2% 化工产业增加值 2.3%
医药产业增加值 9.2% 材料产业增加值 16.2%
消费品产业增加值 7.8% 能源工业增加值 4.3%
汽车产业增加值 8.6%

全市支柱产业

在389种主要产品中，有227种产品产量同比增长

摩托车产量 6.2% 钢材产量 15.1%
液晶显示屏产量 40.2% 铝材产量 11.1%
微型计算机设备产量 9.6% 水泥产量 3.8%

全市实现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7096.61亿元，

同比增长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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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比下降同比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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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汤艳娟
实习生 吴志杰

11月6日上午，巫溪县白鹿镇中
坝村第一书记黎伟，在六社走访几户村
民时，接到了三社村民王谷廷打来的电
话，邀请他周末去家里参加一场亲友团
聚宴。

早在半年前，王谷廷这个因学致贫
的贫困户还怨气十足，如今他在黎伟潜
移默化地影响下不仅怨气全无，还如愿
在当地一家采沙厂上起班来。因此，他
特地准备了这场简单的亲友团聚宴，感
谢大家。

王谷廷所在的中坝村曾经以煤矿
而兴盛，全村741户村民中，大部分青
壮年在煤矿打工，这些人家庭的收入颇
为稳定。可是，自从2012年村里的煤
矿被关停后，一部分失业农民一时找不
到好的工作，便有了负面情绪，无心发
展生产，对生活失去信心。

“我从事信访工作多年，深知因材
施教的诀窍。”黎伟说，让王谷廷等村民
发生转变的原因，是他在下村扶贫中悟
出来的三条“扶贫真经”。

消怨气

黎伟是市信访办接访处副处长，
参加工作27年，他积累了丰富的信访
接待经验。前两年，他带领团队研究
的课题斩获首届全国“法治信访进步
奖”，他本人荣获全国“信访系统先进
工作者”。

“中坝村村民为何有怨气？我的第
一条‘真经’是，消除村民的怨气。”今年
3月，黎伟派驻中坝村担任驻村工作队
第一书记后，就在一次次走村入户的调
解中，摸清了满腹怨气的两类群体：一
是失业村民认为政府关停煤矿断了他
们的财路，希望政府帮助发展产业或者
解决就业；二是有的贫困户只盯着扶贫
政策，存在“等、靠、要”的思想，看着他
人发展而心态失衡。

如何消除这些人的怨气呢？如何
赢得群众的信任？如何让村里兴起文
明之风？黎伟决定，选准几个人，从

“心”对症下药，从而激发群众主动脱贫
的内生动力！

他首先从帮助失业群众发展产业
着手。其实，这类村民既有好头脑又有
好体力，就是苦于基础设施落后，影响
了他们投身产业发展。基于此，黎伟决

定以引领大家发展产业，作为消除怨气
的主突破口。

贫困户王谷廷一家五口人，两个子
女的学费给家庭造成重担，夫妻俩还要
照顾80多岁的老母亲。因从未享受过
低保等政策，又没有找到发展的路子，
他对村委会充满怨气，整日无所事事，
就连家里的卫生也懒得打扫。

对他，黎伟主要采取“洗脑”的模
式：经常与他敞开心扉聊人生，谈过去
的辛苦、说现在的不易、讲未来的奋斗，
并肯定了他身上耿直的闪光点；主动帮
他解决实际困难，让他的易地扶贫搬迁
房子用上了电，又帮他在一家采沙场找
到了工作；动员他去申请办理小额贷
款，用于发展种养产业，实现劳动致富。

慢慢地，王谷廷的怨气消除了。每
天他会将家里打扫得干干净净再出门
上班，村里修便道他还主动捐出了土
地。

像帮助王谷廷这样，半年时间里，
黎伟让王炼廷、刘传久等10多名村民
渐渐消除了怨气，走上了发展产业的道
路。

促和气

黎伟发现，通过逐一攻克有怨气
的村民，横向相比，村民的怨气是少了，
但纵向一比，村中还少了一团和气。对
此，他又多次召开院坝会，并结合自己
多年的工作心得，为中坝村摸索出了第
二条扶贫“真经”——文明村风“4+1”
行动。

“4+1”行动中，“4”即培植优点、
纠正缺点、互帮互助、发展产业，“1”即
依法依规解决群众诉求。基于此，黎

伟结合村民生产生活实际，每项还具
体细化了10件力所能及的内容，用于
普及文明知识，摒弃不良言行，形成文
明氛围。

“你打算培植哪项优点，打算纠正
哪些缺点，又计划发展什么产业？我
们‘4+1’行动用条条框框的承诺，让
村民有仪式感地倒逼自己规范言行。”
黎伟在走访中挨家挨户宣传文明村风

“4+1”行动，并将专门制作的“4+1”行
动表发放下去，要求村民如实填写家
庭承诺内容，并在群众大会上进行评
比表彰。

刚开始，村民对于“文明”一词的
理解颇为狭隘，认为只要搞好邻里关
系、做好清洁卫生、热情接待客人就是
文明。但随着“4+1”行动的宣传渐入
人心，大家按照相关内容要求规范言
行，对自家的优点、纠正的缺点、帮助
的好事、发展的产业逐一打钩申报评
比，大家对于“文明”才有了更为深刻
的理解。

历时一个多月，黎伟收到了近400
户村民交来的“4+1”行动表。他统计
后发现，大家愿意培植常存感恩之心、
搞好邻里关系、善待家中老人等2545
个优点，打算纠正不讲个人卫生、随地
乱扔垃圾、爱说脏话等750个缺点，计
划办理868件好事、发展455项产业、
解决85项诉求。

村民韩宜香身体残疾，在家照顾两
个上学的孙女，没有养成勤扫屋子的习
惯。她在“4+1”行动表上作出改正缺
点的承诺后，每天把屋里屋外打扫得干
干净净，家中物品摆放得整整齐齐，还
教两个孙女养成了良好的卫生习惯。

70多岁的王益廷想发展李子树产
业，但苦于无劳动力而未能如愿。村民
毛仕东、王光林、费德品得知这一情况
后，立即践行自己“常做好事”的承诺，
不仅帮助王益廷买来了肥料等农资，还
帮他把近百棵李子树管护到位。

村民的卫生习惯变好了，邻里间
的互帮互助多了，村里的环境大为改观
了……随着文明村风“4+1”行动深入
开展，在一种浓浓的比学超氛围中，村
民渐渐规范了自己的言行，中坝村的文
明面貌焕然一新。

引财气

人心齐，泰山移。黎伟深知，只要
村民们的心往“脱贫致富”这一处想，劲
往“发展产业”一处使，中坝村就能取得
脱贫攻坚的最终胜利。

这一次，他悟出的第三条“真经”便
是：宣传鼓劲，实干助劲。

“凝聚人心，身边榜样的力量是无
穷的。”黎伟介绍，今年4月，他声势浩
大地举行了六场“感恩脱贫政策”大宣
讲，请村中脱贫典型户上台发表演讲。
他们分别从个人脱贫故事、感恩脱贫政
策、遵守村规民约等方面，给在家的
1200名村民上了精彩一课。

后来，他还组织策划了一场《有事
儿你请讲》歌咏比赛，村里6个社分别
派出队员参加了集体赛和个人赛。此
次歌咏比赛，增强了村民之间相互理
解、相互支持、尊老爱幼的文明意识，
营造了良好的村风、民风，300多人次
在此活动中拥有更多的获得感和幸福
感。

黎伟在想方设法凝聚人心的同时，
还四处奔走为村里产业发展寻找资金
支持。短短半年时间，他就争取到100
多万元帮扶资金，为150亩李子树等产
业改善基础设施，硬化了2.3 公里道
路，新修建3个饮用水池等。

为了让原本荒弃的李子产业重焕
生机，他号召村民组建了“中坝缘李子
树专业合作社”，有序推进了150亩李
子树的统建统管，让合作社成员98户
村民增加了收入。

如今，黎伟正抓住巫溪县至陕西省
镇平县高速公路建设经由中坝村的机
遇，带领村干部积极谋划乡村旅游，打
造四季赏花、峡谷探险、劳作体验的旅
游经济……

巫溪县白鹿镇中坝村第一书记黎伟：

驻村中悟出“扶贫真经”

本报讯 （记者 栗园园）11月15
日至18日，第十七届中国国际农产品
交易会（以下简称“农交会”）在江西南
昌举办。期间，来自我市黔江、潼南、荣
昌的猕猴桃、柠檬、蔬菜、猪肉制品、香
橙等农产品与盒马鲜生、京东等企业达
成了合作意向。

本届农交会以“礼赞七十华诞，做
强农业品牌，助力乡村振兴”为主题，展
览展示面积约13万平方米，其中重庆
参展面积为2191.5平方米，包含公益
展区67.5平方米，市场化展区2124平
方米。

在公益展区，我市展示了国家生猪
大数据中心建设成果，包括数据资源展
示平台、大数据应用平台，以及国家生
猪大数据中心发展历程、中心介绍、大

数据图谱、应用图谱等。
在市场化展区，我市组织了20个

区县及“巴味渝珍”品牌农产品企业组
团参展，并通过对国家级贫困区县实行
全额补贴展位费，非贫困区县补贴
50%展位费的方式，市场化组织200余
家企业参展。

展会期间，万州、黔江、潼南、荣
昌、梁平、奉节、石柱等7个区县参加
农业品牌推介活动，重点推介了万州
玫瑰香橙、黔江猕猴桃、潼南柠檬、梁
平柚、奉节脐橙、石柱红辣椒等特色农
产品。

展会闭幕当天，江西省还与我市举
行了会旗交接仪式，宣布第十八届中国
国际农产品交易会将于明年在我市悦
来国际会展中心举办。

第十七届中国国际农产品交易会在江西南昌举办

重庆 20个区县 200 余家企业参展

本报讯 （记者 夏元）11月 18
日，重庆日报记者从市大数据发展局获
悉，国内首个“中国—新加坡”信息通信
领域合作论坛——中新（重庆）国际互
联网数据专用通道发展论坛将于11月
21日在我市举行。届时，包括工信部、
新加坡资讯通信媒体发展管理局，以及
阿里巴巴、腾讯、新加坡电信等中新双
方互联网行业人士共300余人将参加
论坛。

此次论坛由重庆市政府主办，市大
数据发展局、市中新项目管理局、市通
信管理局、渝北区政府承办，中国电信
重庆分公司、中国移动重庆有限公司、
中国联通重庆市分公司和中新信息通
信创新合作联盟协办。

论坛将围绕数据通道的应用推广
与政策创新、“重庆-新加坡”双枢纽建
设等方面，邀请中新双方多位互联网产
业企业家、学者专家及政府部门人士，

在主论坛和应用推广、政策创新、中新
双枢纽3个分论坛活动上进行主题发
言和交流对话。

论坛期间，还将为中新国际数据通
道7个首批接入园区进行授牌，并举行
应用企业租用通道和中新企业合作项
目签约。

市大数据发展局相关负责人介绍，
今年9月，由重庆市政府与新加坡政府
合作建设的中新国际数据通道正式开
通。作为我国首条针对单一国家“点对
点”的国际数据专用通道，该通道自开
通以来受到国内外广泛关注，包括腾
讯、立信数据等国内企业，以及新加坡
万国数据、泰来供应链等14家企业成
为通道首批用户，启动实施了远程医
疗、智慧教育等多个应用示范项目。
目前，中新双方正在积极宣传推广该
数据通道，并依托数据通道大力培育创
新应用。

中新（重庆）国际互联网数据专用通道发展论坛21日举行

首批园区、企业用上国际数据大通道

本报讯 （记者 崔曜）11月 18
日，琪金·荣昌猪资源保护场正式动
工。该猪资源保护场拟投资3000万
元，计划年产纯种荣昌能繁母猪4800
头和仔猪13000头，并为“荣昌猪”的
培育提供科研条件。

据了解，该保护场位于荣昌区广顺
街道茶叶社区16社，占地约50亩，建
筑总面积1万平方米，设有生产、生活
管理及粪污处理三大功能区，配套建有
电子测定站、电子饲喂站、自动料线、异
位发酵车间，同步安装自动控温系统、
除臭系统、物联网应用及大数据服务等

智能化软硬件设施设备。该保护场能
达到“人畜分离、干湿分离、集中饲养、
封闭管理、数据跟踪、全程溯源”的标准
化养殖水平。

保护场的开工建设只是荣昌打造
猪全产业链的第一步。根据之前重庆
琪金食品集团公司与荣昌区政府签订
的“琪金·荣昌猪”战略合作协议，双方
将共同参与荣昌猪养殖屠宰加工全产
业链项目建设，未来2年内建成“荣昌
猪”智能化生态养殖示范基地，形成年
出栏10万头优质荣昌肉猪的饲养规
模。

荣昌新建猪资源保护场
计划2年内建成智能化生态养殖示范基地

本报讯 （记者 王翔）11月 18
日，2019中国西部灯饰博览会在潼南
的西南国际灯具城拉开帷幕。当天，潼
南区与“中国灯饰之都”中山市签订了
灯饰产业发展合作协议，共同推动潼南
灯饰产业发展，打造具有区域性特色和
较具竞争力的灯饰产业集群。

近年来，潼南抢抓珠三角灯饰产
业结构调整、升级和转换经济发展方
式的良好机遇，主动承接沿海灯饰产业
向内地转移发展。通过多年的努力，潼
南灯饰产业从无到有,向西南地区最大

的灯具集散中心蜕变，初步形成一个以
灯饰生产与灯饰批发相配套的规模化
产业。

“为进一步加快潼南灯饰产业发
展，提升潼南灯饰产业知名度，我们举
办了此次灯博会。”潼南区一负责人介
绍，针对灯饰产业的发展，潼南明确了
未来的发展定位和路径，即促进灯饰产
业从“灯饰组装”走向“灯饰制造”“灯饰
创造”，建设“西部灯都”。

在此次博览会上，潼南就和“中国
灯饰之都”广东省中山市签订战略合作

框架协议，拟将潼南建设成为中山灯饰
在西部的销售集散中心，将潼南作为中
山灯饰及其他相关产业向西部梯度转
移的承接地。同时，通过积极承接东部
沿海城市灯饰产业转移，打造具有区域
性特色和较具竞争力的灯饰产业集群。

中山市一负责人表示，中山市与潼
南区灯饰产业合作前景非常广阔。随
着两地结成长期全面的战略合作伙伴
关系，两地将在灯饰产业拓展、产品销
售、人员务工等方面，进行全方位、多领
域、深层次的对接，实现优势互补、互惠

双赢，推动两地灯饰产业的进一步融合
和发展。

“下一步，潼南将在潼南高新区规
划2—5平方公里工业储备用地，打造
智慧家居及灯饰制造基地，引入灯饰产
业一线品牌生产企业和大量配套企业，
进一步延伸潼南灯饰产业链。同时，提
升产品品质，积极拓展国际市场。争取
到2025年潼南灯饰产业实现销售收入
50—80 亿元，2030 年销售收入突破
100 亿元，建成名副其实的‘西部灯
都’。”潼南一负责人说。

2019中国西部灯饰博览会在潼南开幕

潼南区与中山市签订灯饰产业发展合作协议

黎伟（左）在指导村民对李子树进行科学施肥。 （中坝村供图）

11月18日，铜梁水口镇树荫村，村
民赶制供应元旦市场的订单灯笼。今年
4 月，当地在扶贫工作中建起龙灯扎制
场，吸纳了20多位包括贫困户在内的农
村妇女扎制龙灯增收。

通讯员 赵武强 摄

扎制灯笼
脱贫增收

（上接1版）
“张书记，这次收集建议不到1个

月，人行便道就修好了，现在出行安全
多了！”上个月人行便道完工，刘兴金特
意来到社区便民服务中心，向张炜致
谢。

百佳园社区只是大渡口区以“民生
服务团”为载体，为民解难的一个缩影。

自主题教育开展以来，“民生服务团”累
计深入村（社区）接访、走访群众5600余
人次，对于群众反映的问题和事项，能
够当场解决的，当场解决；不能当场解
决的，则建立起持续跟踪服务机制，及
时公示反馈事项办理清单落实情况。
截至目前，大渡口区依托“民生服务团”
为群众累计办理实事好事2150余件。

大渡口“民生服务团”
为民解决“急难愁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