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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 颜安）年关将
至，脱贫攻坚成效如何？市扶贫办传
来消息：今年全市脱贫攻坚工作持续
向好，预计全年将有11.4万农村群众
摘掉“贫困帽”，过上新生活。

市扶贫办相关负责人表示，随
着脱贫攻坚的深入推进，扶贫产业

开花结果，保障体系建立健全，绝大
多数贫困群众的收入已经越过了贫
困线。

巫山县双龙镇笔架村村民卢
长翠的情况就是这样：68岁的她，
虽然因为肢体残疾丧失了劳力，但
每月都有低保和养老金，吃穿不是
问题。其常年居住的土房子，才是
脱贫的“卡脖子”问题。今年国庆节
后，村里帮卢长翠争取到了D级危
房改造政策，一座砖混结构的房屋
拔地而起，让她的住房安全得到了
保障。

无独有偶。石柱县南宾街道勇
飞村，早在3年前就摘掉“贫困帽”的

徐定英一家，2018年底却突遭横祸：
徐定英的孙女摔倒致颅内出血，两次
住院花了20万元。所幸有多重医疗
保障报销支持，解了徐家燃眉之急，
医疗自付费用不到两万元，免除了返
贫的困扰。

今年以来，我市把解决“两不愁
三保障”突出问题作为工作重点，建
立协调推进机制，摸清问题底数，明
确时间表、路线图，逐村逐户逐项查
漏补缺、补齐短板，确保脱贫质量。

例如，今年我市投入10.9亿元，
全面推进贫困地区义务教育薄弱学
校改造，重点加强乡镇寄宿制学校和
乡村小规模学校建设，实施高中贫困

毕业生定向培养（全科医生）招生计
划、免费学前师范生和全科教师计
划，贫困地区办学条件进一步改善；
在住房保障方面，全面完成“十三五”
易地扶贫搬迁任务25.2万人，并同步
跟进搬迁后续产业发展；此外，我市
还将农村居民低保标准提高至每年
5280元，较扶贫标准高1530元，22.8
万贫困人口被纳入低保兜底保障。

明年，我市将聚焦未脱贫人口和
脱贫不稳定人口，持续开展“户户清”
行动，确保他们在 2020 年全部脱
贫。同时，坚决落实“四个不摘”要
求，完善返贫预警和帮扶机制，巩固
脱贫成果防止返贫。

今年重庆逾11万群众摘掉“贫困帽”
我市将持续开展“户户清”行动，确保未脱贫人口在2020年全部脱贫

本报讯 （首席记者 彭瑜 通
讯员 伯华）12月18日，重庆日报记
者从忠县获悉，“重庆造”竹餐具亮相联
合国气候变化大会，忠县企业家王建忠
应邀参会并发表“以竹代塑”演讲。

12月2日到15日，第25届联合
国气候变化大会在西班牙马德里举
行。当地时间12月11日，由国际竹
藤组织和中国国家林业和草原局国际
竹藤中心联合主办的“应对气候变化
以竹代塑解决方案”边会，在《联合国
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第25次缔约方大
会“中国角”举行。

重庆瑞竹植物纤维制品有限公司
（下称瑞竹公司）董事长王建忠应邀参
会，就如何实现“以竹代塑”应对全球
塑料污染问题发表演讲。

据介绍，用竹子替代塑料，具有生
态环保、有机健康、可持续、可循环等
特点。竹藤产品的应用日益多元化，
可替代高碳排放材料（如塑料）、木
材，减轻塑料废弃物和森林资源衰退
对环境的影响。竹资源已被确定为
应对气候变化挑战的重要战略性资
源，也是尚未被充分开发利用的资源。

瑞竹公司已在忠县发展竹产业
12年，建成原料示范基地5000亩，带
动当地农民种植竹苗430万株约10余
万亩，生产的竹纤维环保餐具不仅在生
产过程中不添加化学材料，餐具还可
直接进入微波炉、烤箱及冰箱等使用，
且无有毒物析出。这种餐具使用后能
自然分解并被土壤吸收，也可回收碎解
后用作肥料或制成鸡蛋托盘等产品。
目前，该产品已纳入中国航空国际航
班、高铁、高端餐饮配送等用品，并远
销德国、法国、意大利、美国等国家。

王建忠在发言时表示，在全球禁
塑浪潮下，瑞竹公司将加快研发生产
步伐，提升服务水平，为全球环保事业
发展作出贡献，持续为消费者提供环
保友好型竹纤维餐具。

据悉，瑞竹公司向本次大会提供
了部分餐具，并作为会议礼品馈赠给
来自世界各地的参会人员。

“重庆造”竹纤维餐具亮相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
忠县企业家应邀参会，并作“以竹代塑”演讲

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上，参会人员使用“重庆造”竹纤维餐具就餐。
（受访者供图）

近年来，铜梁区华兴镇通过综合
治理小安溪河堤，把昔日荒芜的河堤
变成了花开四季的休闲景观河堤。

图为12月12日下午，两位市民正
在河堤花园边散步。

通讯员 赵武强 摄

花漾河堤

本报讯 （记者 杨永芹）12月
18日，来自重庆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
消息称，重庆轨道交通一号线朝天门
站今年底将开通。而到2022年，重庆
轨道线路总里程将达850余公里。

年底环线西南半环和尖
璧段将开通

除朝天门站开通外，今年我市还
有望开通尖璧段和环线西南半环，总
长约16公里。

尖璧段即轨道交通一号线尖顶坡
站至市郊铁路璧山站，线路全长5.6
公里，设车站1座，车辆段1座。项目
年底建成通车后，将与轨道交通一号
线相连，届时从璧山到大学城只需5
分钟。

轨道环线西南半环起于海峡路，
止于二郎，即海峡路-谢家湾-奥体中
心-陈家坪-彩云湖-二郎，总长约9.5
公里。

今年已开建三条轨道线路

据介绍，今年我市还开建了轨道
交通十八号线、四号线二期和轨道交
通五号线北延伸段。

十八号线起于富华路站，终于跳

蹬南站，项目全长约29公里，共设19
座车站。

四号线(民安大道-石船)线路全长
约48.5公里。其中，四号线一期(民安
大道-唐家沱)已于2018年12月28日
开通试运营。四号线二期为唐家沱-
石船，长约32.8公里，设14座车站。

五号线北延伸段为园博中心—悦
港北路，全长8.639公里，共设车站7
座，均为地下车站。项目通车后，五号
线北延伸段将与五号线一期工程共同
串起大渡口区、九龙坡区、沙坪坝区、
渝中区、江北区、渝北区，形成主城南
北向交通骨干通道。

2022年轨道线路将达
850公里

据介绍，重庆正按“中心加密、两
槽加速、两翼联通、外围辐射”理念，加
快推进轨道交通建设。到2022年，轨
道交通运营及在建的线路总长将达到
850余公里。

目前，全市轨道交通通车里程达
到313公里，继续保持中西部领先，日
均客流量达300万乘次以上，日最高
客流量达373.9万乘次，成为市民出
行首选。

轨道交通一号线朝天门站年底开通
2022年重庆轨道线路总里程将达850余公里

本报讯 （记者 杨永芹 通讯
员 黎浪）12月18日，来自贵州交建
集团消息称，南川到两江新区高速公
路（简称南两高速）春天门特长隧道右
洞，于当日上午顺利贯通，标志着该隧
道实现了双向贯通，为全线明年建成
通车赢得了时间。

南两高速全长77公里，设计为双
向六车道、时速80公里。起点为南川
大铺子互通，经涪陵、巴南、两江新区，
止于绕城高速公路刘家湾互通。项目
建成后，将与已建成的G65渝湘高
速、G50S沪渝高速南线、渝宜高速、
南道高速相连，并与在建的合川至长
寿高速相接。

“从地图上看，在建的南两高速，
相当于在南川与两江新区之间画了一

条直线。”负责承建的贵州交建集团相
关负责人称，该高速公路建成后，两地
间车程将从2小时缩短至50分钟。

此外，这条高速将连接南川到贵
州道真的高速公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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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中，春天门特长隧道是南两高
速主要控制性工程。隧道全长6470
米（以右幅计），为分离式隧道，双向四
车道。隧道穿越地下水发育地层、岩
溶和岩溶水地层，以及煤层、石膏层、
含硫化氢气体地层等不良地质段，施
工非常困难。为此，施工方采用了凿
岩台车机械钻孔、凿岩台车、湿喷机械
车手等隧道专用施工机械、智能设备，
减少现场施工人员，提高了施工效率。

南川到两江新区高速公路

春天门特长隧道实现双向贯通

民营经济是开州最为活跃的市场
经济成分，占据开州经济的“大半壁江
山”。今年以来，开州区持续优环境、
强服务、搭平台，为民营企业创新发展
破解难题、转型升级创造条件，推动民
营经济实现高质量新发展。

抢抓机遇
促民营企业大发展

民营经济活则全局活，民营经济
兴则全局兴。

对于开州而言，这一逻辑似乎更
具现实意义——截至2018年底，开州
民营经济主体占据市场主体总量的
96.86%，GDP贡献达66.18%，贡献税
收达71%，带动就业超过90%。民营
经济作为区域发展的重要力量，支撑
起开州经济的“大半壁江山”。

“北京开馆子、上海拆房子、广东
办厂子”——事实上，自改革开放以
来，开州人抢抓机遇、善抓机遇、努力
成为民营经济的先行者，并在全国塑

造出开商“开明开放、开拓开创”的创
业形象。

进入新时代，面对区域综合实力
不断增强、生态环境持续向好、城乡面
貌焕然一新、民计民生有效改善，开州
民营经济更是迎来巨大生机。

“民营经济是推动经济和社会发
展的重要力量，事关人民群众美好生
活需要的实现。”开州区委统战部相关
负责人表示。为此，借区域发展大势，
开州多措并举，全力营造出支持民营
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大格局。

优化环境
帮民营企业降成本

优化政务环境，帮助民营企业降
成本，是开州推动民营经济持续健康
发展的一个重要抓手。

今年以来，该区以“打造让民营企
业感到满意的营商环境、让民营企业
安心发展的投资沃土”为目标，全面落
实“放管服”改革要求，不断优化政务

服务，切实减轻企业生产经营负担。
在减税降费方面，对企业缴纳保

险比例实行阶段性调整，基本养老保
险单位缴费比例从20%降至16%，失
业保险总缴费比例从2%降至1%；减
少企业收费项目，行政事业性质收费
项目由21项降至15项，经营服务性收
费由15项降至13项；协调电力、燃气
等经营性单位降低民营企业直接交易
门槛，帮助45家企业享受直供电降电
费1200万元，部分企业享受到平价气
1050万立方米。

与此同时，开州全面优化行政审
批，一般项目审批时间缩短一半以上；
推进行政审批标准化建设，大力实施

“网上办”“零跑路”“一窗办”、多证合
一等审批模式，多个部门前台办理业
务平均耗时缩短三分之二以上。

更重要的是，政务环境好不好，民
营企业还有“发言权”。通过邀请企业
评价部门，21个审批监管部门、9个保
障促进部门以及银行、通讯、水务、燃
气等20个经营服务单位的工作都被置

于监督之下，确保了营造良好发展环
境落到实处。

精准服务
助民营企业解难题

推进精准服务，帮助民营企业解
难题，是实现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的
重要手段。

为了给民营企业提供“店小二”
“保姆式”精准服务，开州区在全面调
研的基础上，建立起常态化联系走访
服务民营企业机制，由每名区级领导
固定联系走访2—3个民营企业，行业
部门、镇乡街道领导班子成员固定联
系走访若干民营企业，每个季度实地
走访民营企业了解情况、听取诉求、解
决问题。

在此基础上，通过“实地走访+现
场解决、转办交办、专题研究、任务分
解、回访问效”的形式，建立走访台账，
将问题解决落实责任明确到结对联系
人。截至目前，第一轮走访收集的730

多件问题全部得到解决或答复。
除了在走访中发现问题、解决问

题，开州区还定期召开非公有制经济
联席会，开展“非公有制经济人士接待
日”，实行“企业现场反映问题、有关部
门现场答复、15个工作日见实效”的工
作机制，帮助民营企业解决了用电、用
工、物流等方面问题110多件。

同时，设立创业贷款担保金、转贷
应急周转金，实施融资担保奖励政策、
工业企业贷款贴息，召开银企对接会，
帮助民营企业获得辖区内各类银行贷
款26.6亿元，同比增长97%，有效缓解
了融资难题。

搭建平台
为民营企业发展添活力

充分发挥商会作用，能够帮助民
营企业发展添活力。为此，开州以区
工商联（总商会）为主要平台，做实联
络服务非公有制经济人士工作。

比如加强教育培训，组织非公有

制经济代表人士接受革命传统教育、
参加硕士研修班学习；定期举办政策
法规培训、经营管理讲座等活动。

开展“万企帮万村”活动，引导民
营企业以签约结对、村企共建的形式
开展帮扶，今年组织了96家民营企业
结对帮扶94个贫困村，引导民营企业
在扩大产能的同时积极履行社会责
任。

此外，在建设异地商会上，开州区
今年也是频频发力。截至目前，已经
建成重庆开州企业家联合会、海南开
州商会、开州总商会四川分会3个异地
商会组织，同时在北京、上海、广东、江
苏等地建立开州异地商会筹备组，为
在外民营企业家互通信息、抱团发展、
返乡创业搭建有效平台。

王萃 陈小东

立足统战为全局·凝心聚力促发展

区县统战工作巡礼

开州 全力推动民营经济高质量新发展

渝州隧道照明设施改造项目完成

12月18日，渝州隧道照明设施改造项目顺利完成，新安装440套三基色多
色温全光谱LED智能灯具，实现绿色照明及智能控制。 记者 罗斌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