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讯 （记者 罗芸）沙坪坝区
依托创新和开放两大优势，经济发展呈
现速度企稳回升、效益同步显现的良好
局面。1月20日，记者从该区了解到，
在新旧动能加速转化、产业结构不断调
整的大背景下，去年沙坪坝地区生产总
值实现976.8亿元，区级税收收入实现

49.2亿元。
坚持新发展理念，沙坪坝区向创新

要动能，用创新促发展，获得明显成
效。依托高校集聚优势，该区一手抓研
发创新，一手抓补链成群，环重庆大学
创新生态圈成立，40余个项目围绕生态
圈投入开建，光谷·智创园正式开园，

“重庆应用数学中心”在重庆师范大学
成立；引进独立法人研发机构13家，培
育科技型企业260家，新增国家高新技
术企业56家，创新正在成为推动高质
量发展的核心动能。

开放也在推动该区实现高质量发
展。去年8月，发端于沙坪坝土主的西

部陆海新通道上升为国家战略，“四向
齐发”国际通道在沙坪坝全面形成，共
开行班列2573列。目前，位于该区的重
庆国际物流枢纽园区集聚了包括中铁、
新加坡丰树、德国汉宏等200余家国内
外物流企业，园区新增企业946家。

沙坪坝也在投资上持续发力。去
年该区实施重点项目100个，完成投资
339亿元，带动全区投资完成430.8亿
元、增长8.3%，其中工业投资增速高达
66.3%。东西两城联动发展，城市功能
不断完善，已启动计划投资630亿元对
东部实施旧城改造，井口、双碑老工业
基地焕发生机；即将开业的龙湖光年城

市综合体，为三峡广场商圈扩容提质注
入强大活力；西部青凤高科产业园“两
纵三横”路网基本成型，国际物流城铁
路口岸创新中心建成，自贸区创新服务
中心开工，重庆文旅城即将对外开放迎
客。这既为市民提供了更宜居的环境，
也为产业提质增效提供了更丰沃的平
台，去年全区招商引资签约项目93个
1604亿元，项目启动建设51个，开工率
达55%。

“进入新年的沙坪坝更要有新气
象、新作为。”沙坪坝区主要负责人表
示，今年该区将继续发挥优势，保持良
好发展势头，提速进入发展快车道。

以创新开放促产业提质 区域经济持续发力向好

沙坪坝去年地区生产总值接近千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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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 彭瑜）1月20日，
渝北区首批3个生产互助农业股份合
作社——大盛镇青龙村生产互助农业
股份合作社、统景镇东河畔生产互助农
业股份合作社、大湾镇金凤村生产互助
农业股份合作社正式成立。这标志着
渝北三社融合发展探索出了新路径。

当前，农村一些地方存在土地无
人种、种地不赚钱、农产品供销脱节、
融资难、集体与农民关系不紧密等诸
多问题。2019年，渝北区结合乡村振
兴和脱贫攻坚，实施“双十万工程”（十
万亩经果林、十万亩生态林），在大盛
镇、大湾镇等9个镇（街）的12个村创新

“一社三部”组织模式，开展三社（供销
合作社、农民专业合作社和信用社）融
合发展试点，促进农业产业结构优化。

据介绍，所谓“一社”，就是按照整
村推进原则，动员广大农户（尤其是贫
困户）以土地和资金折算股份入股的
方式，创新成立“生产互助农业股份合
作社”。“三部”就是生产互助农业股份
合作社下设“生产合作部”“供销合作
部”“资金互助部”——分别承担合作
社组织生产任务；生产生活资料供应、
农产品销售和信息服务等农村综合服
务；合作社资金管理和合作社内部资
金互助任务，从而促进生产功能、供销

功能、金融功能“三位一体”的有机融
合、一体发展，全面提升为农服务能
力，助推农村资源变资产、资金变股
金、农民变股东的“三变”改革。

“生产互助农业股份合作社重点
在于‘生产互助’。”渝北区负责人称，
渝北在实施“双十万工程”中，创新成
立生产互助农业股份合作社，整合了

“鸡窝地”“巴掌田”，实现了土地的规
模化经营、机械化耕作、智能化管理，
和产业的品牌化打造，有利于破解销
售难、融资难等问题，把生产、流通、信
用三大要素融合起来，把政府、企业、
农民三方面的作用统筹起来。通过建
立农户与生产互助农业股份合作社的
利益联结机制，促进农村产业发展，壮
大集体经济，实现农民增收、产业增
效、生态增值。

据介绍，2019年，渝北区在12个
村进行试点，共发动5801户农户累计
土地入股 18501.44 亩、资金入股
1245.9万元。今年，渝北区计划在近
50%条件成熟的行政村建立生产互助
农业股份合作社。到2022年，该区行
政村将100%组建农民专业合作社，
有意愿的农村常住农户100%加入合
作经济组织，基本建成农产品标准化
生产体系、质量追溯体系，创建1个国
家级示范社、10个市级示范社。

在大盛镇青龙村生产互助农业股
份合作社成立大会上，合作社社员领
到了“股权证”，新当选的理事会成员、
监事会成员与股东见了面；青龙村生
产互助农业股份合作社也于当日揭
牌。

渝北成立首批生产互助农业股份合作社
将着力整合土地规模经营、破解销售融资难题

□本报记者 颜安 实习生 廖雨寒

群山叠翠，绿竹掩映。1月15日，
南川区太平场镇河沙村翠林易地扶贫
搬迁安置点年味渐浓：南川区摄影家协
会、书法协会送文化下乡，为村民拍摄
登记照、写春联贴福字，喜迎新春佳节。

刚搬进新房不久的贫困户赵桂芳，
看着工作人员将“党施惠政如人意，国
展宏图合民情”的春联贴到自家新房门
口，一脸的褶子都笑开了：“全靠党和政
府，让我这老太婆享福了。”

这个新年，78岁的赵婆婆可谓“双
喜临门”，其中一喜就是从住了50多年
的土房子搬进了新盖的楼房里。

翠林易地扶贫安置点修成了一栋
栋小楼的形式，每栋楼有两层，每层3
户，户型不同。赵桂芳的新房位于二
楼，家有两口人的她，选择了两室一厅
的户型，面积约48平方米。

新房装修一新，客厅摆上了皮沙
发，厨房里的电磁炉、电饭煲、洗衣机一
应俱全，两间卧室的床上铺上了新被
褥。记者伸手摸了一下，厚实、软和。

“呵呵，我和老头子分开睡，所以都
铺得厚一点。”赵婆婆笑着说，“他那个
身子，只能弓起睡，一个人就要占很宽
的地方，只能单独睡。”

赵婆婆的老伴名叫童玉林，今年已

经79岁了。由于腰椎受损，身体佝偻
着，腿脚也不太方便。“因为高血压和脑
梗塞，他才住了20多天的院，身体还没
缓过来，脑袋有点不灵光。”说到住院，
赵婆婆又打开了话匣子，“现在的政策
确实好，住院花了 1 万多元，报销了
90%，自个儿只掏了1000多元。”

记者采访的时候，赵婆婆一直站
着，旁边的人招呼她坐下来慢慢聊，她
却挥了挥手，“新房子站起都不冷，哪像
以前的老房子，铺盖裹了一层又一层，

还是觉得冷嗖嗖的。”
赵婆婆的老房子位于河沙村十二

社，在一个山坡上，离主公路有些距离，
赶场要走1个半小时。“土墙结构，已有
50多年历史，所以四面漏风。”她告诉记
者，2018年，家里失火，烧坏了一间房
屋，从此搬家就成了老两口的大事。

去年，河沙村第一时间梳理出了
“两不愁三保障”存在突出问题的贫困
户，赵婆婆一家被列为住房不安全户。

听说村里要给自己解决住房问题，

两个老人又喜又忧——喜的是新房梦
要圆了，忧的是拿不出建房的钱。

“你们放心，政府有政策，你们每人
能享受到1.5万元的易地扶贫搬迁补
贴，这就是3万元了。”河沙村第一书记
郭三辉听说老人家的顾虑后，上门解释
说，48平方米的房子，每平方米1260
元，总计6万元出头，还差的3万元，也
可以通过宅基地复垦来解决。

就这样，去年11月5日，赵婆婆和
老伴欢欢喜喜地搬进了新房。

更加惊喜的还在后面。赵桂芳和
童玉林育有4儿1女，多年以前，小儿子
离家没了音讯。但前段时间，一个25
岁的大小伙子找上门来，交谈之后赵婆
婆才知道他是小儿子的孩子童远敬。
婆孙相认，让赵婆婆高兴得手舞足蹈。

“家里的洗衣机、冰柜、电磁炉、被
子，都是孙子送来的，他说我们苦了一
辈子，也该好好享受了。”赵婆婆笑着
说，眼下离春节还有几天，赵婆婆已经
在计划着备些什么菜了。“现在赶场坐
车几分钟就到了，比过去不知道方便了
多少。今年，大儿子要回来，孙子也要
回来，我们一家人要好生团聚一下。”她
一边说，一边挎起了菜篮子，留给记者
的，是一个过上了新生活、神清气爽的
背影。

搬进了新房，找回了亲人

这个新年，赵婆婆“双喜临门”

本报讯 （记者 李星婷）1月15
日，西南政法大学成立成渝地区双城
经济圈发展研究院暨成渝地区双城经
济圈发展传播研究院。

据了解，西南政法大学新闻传播
学科是成渝地区两家新闻传播学博士
授权点之一，担负着促进地方发展建
设的重要使命。为切实助力成渝地区
双城经济圈建设，增强学科成果转化
与社会服务能力，西南政法大学依托

新闻传播这一优势学科，并整合法学
及其它学科资源组建成立成渝地区双
城经济圈发展研究院暨成渝地区双城
经济圈发展传播研究院。

据悉，该研究院将充分发挥西政
的研究优势与特色，重点从城市传播、
区域传播、发展传播、品牌传播等学术
视角开展研究，推动成渝地区的统筹
发展，服务国家战略、地方经济和社会
的发展。

西南政法大学成立
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发展研究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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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行重庆市分行扎根基层决战决胜脱贫攻坚工行重庆市分行扎根基层决战决胜脱贫攻坚
当前，脱贫攻坚工作已到了决战

决胜、全面收官的关键阶段。不忘初
心、牢记使命，工行重庆市分行聚焦解
决深度贫困地区“两不愁、三保障”突
出问题，坚持以加强党的领导为根本，
扶贫与扶智扶志相结合，以把握精准
为要义，以资金投入为保障，以各方参
与为合力，以群众动力为基础，全力助
推深度贫困地区脱贫摘帽，2019年累
计向1000余户农户、建档立卡贫困户
发放农担贷、扶贫小额贷款近3亿元，
通过涉农、扶贫小额贷款精准投放，助
农脱贫致富，并涌现了一批可歌可泣
的扶贫帮扶干部。在巴渝大地的大山
深处，有这样一群工行“老兵”，带着
工行的使命和嘱托，挥洒智慧和汗水，
以“不获全胜、决不收兵”的姿态，奋
战在决战决胜脱贫攻坚第一线，谱写
着工行人坚决打赢脱贫攻坚战的壮丽
诗篇。

秀山支行杨文
党建引领聚人心

今年54岁的杨文，是工行重庆秀
山支行办公室主任，一名优秀的共产
党员。2016年，杨文以一名老党员的
政治觉悟，来到秀山钟灵镇新厂村任
第一书记，踏踏实实开展扶贫工作。

新厂村下辖8个村民小组，其中

建卡贫困户 65户 287 人，低保户 32
户56人，五保户19户19人，困难人口
占20%。

面对复杂的局面，杨文以党建为
抓手，着力解决村委会干部的思想问
题，提升村民的向心力和凝聚力。他
联系支行党总支与村党支部开展精准
扶贫结对子活动，支行全体党员共捐
款1.2万元，完善了村党支部活动室建
设。帮助村支部建立健全了“三会一
课”和“两学一做”学习制度，定期组织
党员干部开展教育培训。新厂村各村
组间有矛盾，杨文主动担当起协调员，
逐户上门走访，号召大家团结起来，带
领全体村民一起脱贫致富。经过多方
调研论证，明确了以中药材和蛋鸡养
殖产业为主的产业脱贫之路。

为此，杨文充分发挥自身优势，协
调县域银行为全村38户建卡户发放小
额扶贫贷款190万元。帮助该村引入
了中药材产业，产业面积达1800亩，
覆盖全村8个村民小组，惠及村民达
450户村民，1600余人。成立专业合
作社，大力发展蛋鸡养殖业，预计年收
入50余万元。

如今，新厂村已从困难村转变为
了先进村、明星村。2018年新厂村首
次获得镇“综合考核第一名”，并被县
扶贫办评为“先进集体”，获评镇政府

“党建工作一等奖”。

万州分行王勇
脱贫路勇者不惧

王勇，工行驻万州区熊家镇万家
村第一书记。万家村是有着四五千人
口的大村，139户贫困户，440名贫困
人口；山高路陡、土地贫瘠，缺资金、缺
技术，再加上交通闭塞导致农副产品
等经济作物难以外销，脱贫攻坚工作
道路艰难曲折。

在困难面前，王勇以勇者的姿态
走在扶贫工作的最前沿。他组织工行
重庆万州分行党员干部职工与万家村
的139户建卡贫困户结成对子，逐户
制定脱贫规划。他还与其他帮扶单位
一起，共同商讨制定并上报了《万家村
整村脱贫工作方案》以及“柑橘专业合
作社”、“富腾榨菜专业合作社”两个产
业扶贫项目实施方案。

为打通脱贫致富路，王勇主动联
系万州区相关职能部门，让村民们翘
首以盼的一条长12.5 公里的公路开
建。不仅如此，王勇所争取到的农网
改造增加变压器项目也落实到位；他
带领团队整治了堰塘8口、人行便道
13公里、人饮工程一处，新修产业便道
2公里；帮助万家村完善村级卫生室、
会议室等基础设施建设，完成D级危
房改造13家。

2016年底，万家村实现了整村脱
贫销号。截至2017年底，累计实现帮

扶脱贫129户425人，占需脱贫总任务
的92.8%，并先后通过了区级、市级、国
家级的脱贫攻坚工作验收。

开州支行谭开俊
女行长摩托扶贫

2017年6月，谭开俊调任工行重
庆开州支行副行长，此时正是开州区
最艰巨的脱贫攻坚时段。开州支行帮
扶的是当地最偏远的白泉乡钟鼓村，
距离城区100多公里。谭开俊帮扶的
何明安一家，又位于钟鼓村最高的山
上，只有一条窄窄的仅能供摩托车跋
涉的山路，坐摩托车也要一个小时。

2017年12月26日，谭开俊和扶

贫干部们一路颠簸四个多小时来到海
拔 1500米的钟鼓村，寒风夹杂着雨
雪，劈头盖脸向大家浇来。谭开俊没
有丝毫畏难情绪，马上和另一位同事
租了摩托车向何明安家赶去。谭开俊
送上米面和油，与何家全家人一起围
坐火塘，一件一件地理清脱贫发展思
路，听说他家木香种得不错，马上搜索
亲朋好友，寻找技术支持与帮助。

2018年4月，谭开俊担任开州支
行行长，成为该行第一个女行长。尽
管业务工作更加繁重，但在脱贫攻坚
最后阶段，她仍坚持每周一次往返何
明安家，为其提供各种帮助。

在谭开俊身体力行的带动下，工
行的每一位扶贫干部都深受感染，通
过工行多年扶志与扶智的帮扶，包括
何明安在内的17户贫困户全部顺利脱
贫。钟鼓村的春天，就要到啦！

奉节支行肖恩
将贫困村当成家

肖恩，今年53岁，工行重庆奉节支
行驻康坪乡大架村扶贫工作队队长。

大架村是个典型的山地村，全村
650户家庭中，72户为建卡贫困户。
村里发展基础薄弱，特别是水资源匮
乏。肖恩与村干部反复研究论证，决
定以基础设施建设为突破口，以产业
发展为核心，带动全村发展，推动贫困
户脱贫致富。经过两年多的建设，全

村建起了集中供水池2处、分散供水池
30多处；用工行捐赠资金修建人饮水
池两口，让村民第一次用上了干净的
自来水；通过整治山坪塘、新修灌溉
池，解决了农作物和脐橙等的灌溉问
题。此外，他还带领村民硬化了村主
要公路，打通了村内路网，实现了社社
通畅、户户通达。

基础设施铺路搭台，产业发展登
台唱戏。肖恩带领村干部和村民，购
买优质脐橙和红肉蜜柚苗，为全村扩
大脐橙种植面积 1500 亩、蜜柚 300
亩，全部成熟后将为全村增收2500万
元，人均可增收2000元。2016年，大
架村实现了整村脱贫目标，65户、267
人达标越线。

几年来，肖恩坚持驻村，跑遍了全
村每家每户。繁忙的工作让他积劳成
疾，2017年6月因急性脑溢血被紧急
送往医院抢救。手术刚完，还在病床
上的他就关心起大架村的情况。

“脚下沾满泥，心中载满情。”
2017—2018年，肖恩连续两年被奉节
县评为年度脱贫攻坚工作先进个人。
2018年，获重庆市脱贫攻坚年度先进
个人荣誉称号。

谭叙
图片除署名外由工行重庆市分行提供

奋战在脱贫攻坚第一线

工行驻秀山县钟灵镇新厂村
第一书记杨文 （曾英豪摄）

摩托车上的扶贫女行长——
开州支行行长谭开俊

工行驻万州区熊家镇万家村
第一书记王勇

奉节支行驻康坪乡大架村扶
贫工作队队长肖恩（右一）

决战决胜脱贫攻坚
工商银行在行动 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