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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12月8日电 经中央军委批准，中央军委办
公厅日前印发《关于先行调整军级以上军官军衔晋升有关政
策的通知》（以下简称《通知》）。这是按照军官职业化改革方
向，紧前出台军事人力资源政策制度的重要举措，对于全面推
开军衔主导军官等级制度具有重大意义。

《通知》强调，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习近平强军思想，全面深入贯彻军委主
席负责制，坚持军队好干部标准，以构建军衔主导军官等级制

度为指向，通盘考虑不同职级、不同类型军官军衔晋升政策调
整，从指挥管理类军级以上军官这个重点切入，分步组织、压
茬推进，逐层逐级理顺军衔级别与职务等级对应关系，为军官
法修订实施提供示范引领和实践支撑。

《通知》按照统筹设计、职衔对应、积极稳妥的原则，重点
对军衔套改对象范围、军衔晋升和套改办法、军衔级别起算时
间等作出规范，对批准权限、办理程序、晋升军衔仪式等作了
明确。 （下转2版）

中央军委办公厅印发《关于先行调整
军级以上军官军衔晋升有关政策的通知》

□本报首席记者 陈维灯
实习生 周传勇

“这河水好干净，水草也长得好，看起像
‘水下森林’。”如今，路过跳磴河1号驿站、
2号驿站河段沿岸的人们，总会发出这样的
感叹。

可是，曾经的跳磴河，却是又黑又臭，路
过的人们总是急匆匆掩鼻而行。

跳磴河不长，流域面积也不大，流经之
地是重庆主城区主要的工业企业聚集区之
一。特别是九龙坡区境内的14.15公里长河
段，沿岸工业企业多，居住人口量大。

“小时候，跳磴河的水又清又亮。”家住
华岩南村的刘厚兰，从小在跳磴河边长大，

“那时小鱼小虾到处都是，娃儿们夏天常去

游泳、耍水。”
上世纪80年代末起，大量小企业、小作

坊开始在跳磴河沿岸聚集。这些小企业、小
作坊的污水直排河里，沿河的畜禽粪污也直
排河中，再加上沿岸污水管网缺损、老化等

问题，跳磴河逐渐成了一条臭水沟。
为此，近年来，九龙坡区在跳磴河实施

了一系列综合整治措施，并于今年3月实施
“食藻虫引导水下生态修复技术”改善跳磴
河水质，跳磴河也成为全市第一条采用此技

术改善水质的河流。
跳磴河河长办负责人谢照渝介绍，“食

藻虫引导水下生态修复技术”的施工步骤
为：排干河水，在底泥上面种植沉水植物，蓄
水后投放微生物和食藻虫，待水体逐渐清
澈，再投放鱼虾螺贝等水生生物。

其中，食藻虫是一种低等甲壳浮游动
物，体长4至6毫米，以水中藻类、有机颗粒
为食，每天可以吞噬数十倍于自身体积的
食物。水中投放食藻虫后，可以抑制藻类
生长，降低有机物含量，提高水体透明度，
也可以为沉水植物打开“阳光通道”，促进
生长。

沉水植物为经过改良的四季常绿矮型
苦草，根茎叶发达，光合作用强，可产生大量
原生氧，吸收转化氮磷等营养盐。苦草成片
生长，能够极大提升水体自净能力，并且为
水生动物提供了重要栖息地。

如今，跳磴河实施“食藻虫引导水下生
态修复技术”的河段，河水清澈见底，“水下
森林”已成型，呈现出一幅水清景美、鱼翔浅
底的美丽画卷。

“只要天气好，每天都会到河边走走。”
刘厚兰说，看着跳磴河从一条“臭水沟”变得
水清岸绿，心里有说不出的高兴。

河流清澈见底鱼虾成群——

运用生态修复技术 跳磴河水质变好

本报讯 （记者 王翔）一直以来，以
嫩、脆、鲜、香为特点的涪陵榨菜都是重庆等
西南地区群众的主要佐餐开胃菜。但如今，
在北方地区，涪陵榨菜也越来越受欢迎，逐
渐成为北方餐桌主要的佐餐开胃菜。12月
6日，重庆日报记者在涪陵榨菜集团的年度
报告中发现，涪陵榨菜2018年全国销量增
速高达25%，北方市场的销量已经超过西南
地区，其中以北京、天津为代表的华北地区
销量增速超过40%。

我国南北方因气候、地理条件等原因，
饮食习惯差异较大。就佐餐开胃菜来说，
传统意义上，北方以咸菜为主，最常见的就
是腌制的芥菜和白萝卜，而南方则以泡菜
和腌制榨菜为主，其中名气较大的就是涪陵
榨菜。

“近年来，涪陵榨菜越来越受北方群
众的喜爱，逐渐成为北方餐桌的主要佐餐
开胃菜之一。”涪陵榨菜集团一负责人说，
以乌江牌涪陵榨菜来说，过去，最先开发

的是华南市场，销售占比超过50%，那时，
北方市场的销量很少。最近几年，随着北
方群众对涪陵榨菜的逐渐认可，北方市场
销量大幅增长，已经超过了传统消费榨菜
量较大的重庆、四川等西南地区，销售占
比超过25%。2018年，乌江牌涪陵榨菜在
华北市场的销售额超过 2.5 亿元，增速超
过40%。

“这几年，我可说是深刻感受到了涪陵
榨菜给北方餐桌带来的变化。”姜升建是天

津的一名涪陵榨菜销售代理，从上世纪80
年代当铺货员开始，一直从事涪陵榨菜的销
售。最近几年，人们越来越重视食品安全和
健康，加上饮食口味的不断调节，因此，通过
各类认证的涪陵榨菜受到越来越多人的喜
爱，从路边小店到各类星级酒店，饭前佐餐
开胃菜一般都能见到涪陵榨菜的身影。姜
升建的涪陵榨菜销售额也逐年剧增，从前几
年的一年三四百万，增加到现在的一年三四
千万。

“目前，我们还在不断加大北方市场的
拓展力度，希望让更多人爱上涪陵榨菜。”涪
陵榨菜集团华北市场负责人告诉记者，为了
照顾各地群众不同的口味，该集团推出了品
种丰富的榨菜产品。从今年的销售情况看，
华北市场仍将高速增长。

2018年全国销量增速25%

涪陵榨菜北方市场销量超过西南地区

□本报首席记者 陈维灯
实习生 周传勇

连着几天，27岁的李姗娜都是凌晨1
点左右才休息，清晨6点又起床忙碌。

“客户在‘彭水赶场’微信公众号平台上
给我们下订单，我们就按要求在乡里寻找合
适的‘土货’，在规定时间里发货。”李姗娜不
仅打理着彭水那山那味农业开发专业合作
社，还是彭水大垭乡扶贫超市的负责人。

今年，通过“彭水赶场”微信公众号平台
宣传，大垭乡扶贫超市的农产品销售额已超
过40万元，仅土鸡蛋就卖了3万多个。

“彭水赶场”是彭水商务委创立的集“电
商产品、网商店铺、彭水旅游、电商扶贫”等
于一体的微信公众号平台，已聚集彭水农特
产品400余种，网商店铺、电商企业100余
家，重要景区及乡村旅游景点60余处，农家
乐100余家，对接贫困户2000余户。

今年前11个月，彭水电子商务交易总
额达34亿元，彭水农产品实现网络零售
4.7亿元，其中“彭水赶场”平台实现农产品
销售近 1 亿元，通过电商实现创业就业
2000余人，带动8000余户贫困户户均增收
约2500元。

订单农业
山里“土货”卖出好价钱

12月4日午时，趁着午餐后的一点空闲时间，李姗娜驱
车赶往大垭乡龙龟村贫困户刘书维家中。

56岁的刘书维流转了110亩田地，种植电商订单“泥鳅
稻”。

“就是稻田里养泥鳅，不用农药化肥，纯生态。”由于是第
一次接订单、第一次试种“泥鳅稻”，刘书维今年只种植了50
亩。

这50亩“泥鳅稻”产稻谷两万多斤，还养肥了几千斤泥
鳅，“稻谷一斤15元，能卖30多万元；泥鳅已经捞了千多斤，
卖了两万多元，田里还有不少。”

推开窗，打开粮仓桶盖，李姗娜和刘书维各自捧起稻谷，
借着天光细细查看。

“谷子可要保存好，不能返潮了……”听着李姗娜的细心
叮嘱，刘书维不住地点着头。

“订单农业还是要得，比打工强，明年我要把110亩地全
种上。”龙龟村地处偏远，土地贫瘠，许多村民都曾和刘书维一
样，靠外出打工挣钱过活，“以前地里种点‘土货’，卖不出钱，
也没地方卖。”

如今，通过电子商务平台，不仅土鸡蛋、腊肉香肠这些“土
货”能卖出钱，许多村民还通过订单农业实现了脱贫增收。

彭水商务委副主任汤天应介绍，彭水在全县18个重点产
业乡镇发展订单农业，重点培育打造彭水红薯、彭水晶丝苕
粉、彭水高山洋芋、彭水土鸡、苗嫂山茶油、彭水糯玉米、蜜本
南瓜、彭水脆红李等农产品品牌和网货基地。“今年，我们试着
打造的彭水土鸡、彭水糯玉米网货基地效果不错，用订单农业
的方式打造网货基地，有效调整了农业产业结构。”汤天应说。

“电商+基地+农户”
2000余户贫困户稳定增收

刘书维和李姗娜查看“泥鳅稻”时，距龙龟村两小时车程
的黄家镇白沙河村二组44岁的贫困户刘朝余正在自家的鸡
舍里忙碌着。 （下转3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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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 周松）12月8日，记者从市公安局获悉，
近日由市委宣传部、市委政法委、市公安局联合组织开展的首
届“最美基层民警·渝警楷模”推选活动揭晓了评选结果，肖
伟、蓝燕、吴献木等10位民警及石柱县局中益派出所官田警
务室等4个集体获“渝警楷模”称号。

今年8月，按照中宣部、公安部关于组织开展全国“最美
基层民警”推选宣传活动要求，同时为推动公安机关“不忘初
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深入开展，激励引导广大民警弘扬公
安英模精神，以先进典型为榜样，全力做好维护国家政治安全
和社会稳定工作，市委宣传部、市委政法委、市公安局联合组
织开展了“最美基层民警·渝警楷模”推选宣传活动。

活动前期，市公安局广泛组织发动，面向基层、自下而上
大力发掘优秀民警和先进集体，先后收到100余名个人、40
余个集体推荐报名。11月初，市公安局以“政治过硬、实绩突
出、扎根一线、群众认可”为严格标准，从100余名推荐名单中
确定了候选集体12个、候选个人30名。名单包括公安科技
创新团队、助推脱贫攻坚的乡村警务室，服务民生的社区民
警，屡破大案的刑侦民警，细心服务的窗口民警，守卫绿水青
山的环保民警等。 （下转3版）

我市首届“最美基层民警·渝警楷模”评选

10位民警4个集体获奖

□本报记者 崔曜

12月6日，由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人
民大学等联合主办的“2019新时代中国繁
荣城市论坛”在北京举行。论坛上，重庆与
北上广深等城市一起被评为十大“中国繁荣
城市”。其中，重庆生活垃圾分类四级指导
员制度与璧山区“企业之家”分别获得中国
繁荣城市管理创新范例、中国繁荣城市优化
营商环境创新范例。

这项调查，覆盖全国100个大中城市，
调查方式包括公共调查、抽样调查以及大数
据采集，超过280万人次参与。作为内陆城
市，重庆如何从全国100个城市中脱颖而

出，跻身十大“中国繁荣城市”？相关人士向
重庆日报记者给出了解答。

城市环境认可度重庆排名第二

论坛现场发布了《2019中国繁荣城市
指数调查报告》，给出了上榜城市各项指标
的调查排名和分析。在城市环境认可度这
项指标上，重庆在上榜城市中排名第二。

中国城市繁荣指数调查评价委员会秘
书长吴佳芯认为，这样的排名与重庆对外地
游客的热情分不开。

今年国庆期间，外地游客纷至沓来，重
庆洪崖洞、朝天门等多个景点人山人海。据
统计，国庆黄金周重庆游客达到3800多万
人次，超过了重庆市户籍人口总和。为了给
游客“腾地”，重庆相关部门给市民发短信，
呼吁本地人尽量避免到上述热门地方，得到

积极响应。
这条“宠游客”的短信迅速登上了全国

各大媒体的“热搜”，重庆被网友们称赞为
“最宠游客的城市”。

“这一方面展现了重庆人民热情好客的
性格，另一方面折射出重庆对外地游客的吸
引力。”吴佳芯说，近年来重庆城市环境大为
改善，最让她眼前一亮的当属“马路办公”。

（下转2版）

跻身十大“中国繁荣城市”重庆靠什么做到

今年前11个月，微信公众
号“彭水赶场”实现农产品销售
近1亿元，通过电商实现创业就
业 2000 余人，带动 8000 余户
贫困户户均增收约25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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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月8日晚，南岸区弹子石老街，游
客、市民正在灯饰前拍照留影。

据悉，弹子石老街以“千灯万福”为
主题的迎春灯会7日晚正式亮灯，十里
老街灯海、九大主题灯组等将为广大市
民及游客增添游玩新去处。灯会将持续
到2020年元宵时节。

记者 龙帆 通讯员 李诗韵 摄
影报道

弹子石老街
亮灯迎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