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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新华社北京 2 月 7 日电 （记
者 侯雪静）记者7日从国务院扶贫办
了解到，我国将对2019年底全国未摘
帽的52个贫困县，以及贫困人口超过
1000人和贫困发生率超过10%的共
1113个贫困村进行挂牌督战，及时解决
制约完成脱贫攻坚任务的突出问题，确
保贫困人口如期脱贫、贫困县全部摘帽。

近日，国务院扶贫开发领导小组印
发《关于开展挂牌督战工作的指导意

见》，明确要求各地各单位重点督战五
项内容：一是义务教育、基本医疗、住房
安全和饮水安全保障情况；二是贫困家
庭劳动力新增转移就业、公益岗位新增
就业、无劳动能力家庭兜底保障情况；三
是易地扶贫搬迁入住和后续帮扶措施落
实情况；四是不稳定脱贫户和边缘户的
动态监测和帮扶情况；五是中央专项巡
视“回头看”、2019年扶贫成效考核以及
各地“大排查”等发现问题整改情况。

我国将对52个贫困县和
1113个贫困村挂牌督战

本报讯 （记者 李星婷）2月 7
日，由重庆市委宣传部指导，重庆日报、
重庆市教委、重庆市美协、重庆漫画学
会、四川美术学院主办的“漫笔为盾，共
抗疫情”——主题漫画展示活动，面向
全社会开始作品征集及展示，投稿邮箱
为418180799@qq.com。

围绕“漫笔为盾，共抗疫情”的主
题，重庆日报在新媒体客户端专门开辟
了主题漫画网上展厅，目前已展示了包

括重庆漫画学会、四川美术学院师生、
部分高校及区县创作的漫画作品。

“为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
于疫情防控重要指示精神和党中央决
策部署，市委教育工委迅速发动各学校
创作抗疫的相关主题作品。”重庆市教
委相关负责人介绍，如川美在1月26
日启动创作，百余名师生在3天时间
内，就完成了110幅作品，其中包括抗
疫知识的宣传、医护人员的战斗画面

等。目前师生们已进入第二批作品的
创作阶段。

“漫画用简单而夸张的手法，描绘
生活或时事，画面幽默诙谐、直观。”重
庆漫画学会会长黄勇智介绍，学会现在
有20多名会员在进行抗疫主题创作，如
前不久大家为重庆大学附属肿瘤医院
支援湖北的医护人员创作了集体漫画；
自己也创作了在家抗疫的“漫画日记”。

重庆日报记者了解到，重庆师范大

学、四川外国语大学、重庆文化职业艺
术学院等高校，均已创作出系列抗疫漫
画。这些漫画有的聚焦一线社区工作
者，有的用比喻、象征的手法表现对新
型冠状病毒的阻击，内容丰富。部分区
县作者也加入了创作队伍，如綦江融媒
体中心的作者周媛媛，创作出了《防疫
漫画》组图。

本次活动启动后，除在网上展示
外，重庆日报将对参展画作进行全平台
推送和报道。重庆大学、西南大学、重
庆师范大学、重庆交通大学、重庆工商
大学、四川外国语大学、重庆三峡学院、
长江师范学院等高校将联合举办此次
活动。

抗疫主题漫画展示活动开始征集作品
重庆日报将对参展画作进行全平台推送和报道

新华社北京 2 月 7 日电 （记者
安蓓）记者7日从国家发展改革委了
解到，我国将进一步完善体制机制、创
新政策举措、强化服务保障，推动返乡
入乡创业高质量发展。到2025年，全
国各类返乡入乡创业人员达1500万
人以上，带动就业人数 6000 万人左
右。

国家发改委等19个部门近日联
合印发《关于推动返乡入乡创业高质

量发展的意见》，提出经过3年至5年
努力，支持返乡入乡创业的政策体系
更加完善，返乡入乡创业环境进一步
优化，市场主体活力进一步迸发，产业
转移承接能力进一步增强，带动就业
能力进一步提升。到2025年，打造一
批具有较强影响力、一二三产业融合
发展的返乡入乡创业产业园、示范区
（县）。

意见提出六方面重点任务。一是

深化“放管服”改革，优化返乡入乡创
业营商环境。推进简政放权，优化创
业服务，培育中介服务市场，构建亲商
安商的良好环境。二是加大财税政策
支持，降低返乡入乡创业生产经营成
本。创新财政资金支持方式，实施税
费减免。三是创新金融服务，缓解返
乡入乡创业融资难题。加大贷款支
持，引导直接融资，创新担保方式，扩
大抵押物范围。四是健全用地支持政

策，保障返乡入乡创业生产经营空
间。优先保障返乡入乡创业用地，完
善土地利用方式，盘活存量土地资
源。五是优化人力资源，增强返乡入
乡创业发展动力。强化创业培训，大
力培养本地人才，加快职业技能培训
平台共建共享，加强人才引进。六是
完善配套设施和服务，强化返乡入乡
创业基础支撑。完善基础设施，搭建
创业平台，优化基本公共服务。

19部门出台意见

推动返乡入乡创业高质量发展

国网重庆璧山供电公司
提前行动保障临时隔离点供电
2月6日，国网重庆璧山供电公

司红岩共产党员服务队员来到三角
滩璧山区人民医院感染病区，巡查隔
离区电气设备，保障院区用电。

2月3日早上，供电人员通过与
璧山区医院建立的“党支部联防联
控”机制了解到，璧山区医院三角滩
感染病区即将增设一个临时隔离点。

消息确认后，国网重庆璧山供电
公司立即部署，直接对接医院提前行
动，30分钟内集结车辆和人员，安排
输配电检修专业和供电所对该感染
病区进行电气设备检查，在发现没有
自备发电机后，立即调遣应急发电车

常驻隔离点。
当天下午3点，8名工作人员全

力配合安装和测试应急发电车，至4
点30分应急发电车安装完毕。璧山
区医院传染病科负责人感谢了供电
人员：“太感谢了，我们还没有提出需
求，你们就把电力后勤做好了，真正
体现出了电力速度，这样病区就能提
前收治病人了！”

国网重庆璧山供电公司把该隔
离点纳入重要保电区域，加强每日线
路巡视和客户专用电气设备检查，保
障战“疫”用电。

蒋佩

当前，重庆多个部门和相关企业将
“菜篮子”保供稳价作为疫情防控工作
的重要任务，大力发展农业生产，全力
畅通流通绿色通道，为打赢疫情防控阻
击战，维护经济社会稳定提供有力支
撑。

市农业农村委：
加大时令蔬菜上市力度，挖

掘耐贮蔬菜上市潜力

重庆日报记者2月7日从市农业
农村委获悉，为积极应对新型冠状病毒
感染的肺炎疫情，我市积极部署了“菜
篮子”产品的生产保供，要求加大时令
蔬菜上市力度、挖掘耐贮蔬菜上市潜力
等重点工作。目前，我市蔬菜日均上市
量1.7万吨，能保障群众的需求量。

据2月6日市农业农村委相关处
室的调度数据显示，全市在土蔬菜面积
186.38万亩，日上市量17255.5吨，主
要品种有大白菜、莲白、白萝卜、莴笋、
油麦、儿菜等。其中，涪陵区2月份的
青菜头可采收100万吨，其中约70%
用于榨菜加工，30%用作鲜食生产上
市；铜梁区的“绿油坡”芽苗菜可日供应
30吨，日最高生产能力可达100吨。
目前，全市蔬菜市场量价总体平稳，供
应总体充足。

我市要求各生产基地和农户加大
花菜、甘蓝、水白菜等时令蔬菜上市力
度，做到应收尽收，并做好清洗、分拣、
冷藏、运输等相关环节工作，减少浪费，
增加蔬菜供市量；还要挖掘南瓜、土豆、
红薯等耐贮蔬菜上市潜力，发动有贮藏
的农民近期抓紧上市等。

区县：
火力全开保障春耕生产

近段时间，记者从多个区县获悉，
立春以来，大家在上下齐心抗击新型冠
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同时，也紧锣密
鼓地开展备耕保供工作。

2月6日一大早，江津区吴滩镇田
间地头已经有不少戴着口罩忙碌着的
农民。该镇郎家村3队的李开泽一家
正在蔬菜种植地进行茄子、辣椒育苗
作业。记者从江津区农业农村委获
悉，现该区正着力从动员宣传、物资准
备、技术指导、市场监管等方面抓好春
耕备耕工作。一是通过开展集中育秧
育苗等农业生产全程社会化服务，减
少人员流动；二是成立7个生产技术
指导小组，24小时在岗，运用微信工
作群等互联网办公方式，分片区对专
业合作社、种粮大户、农民代表等开展
网上培训，及时发布重要预警信息；三
是组织区农业综合执法大队与市场监
管等职能部门，联合开展春耕农资市
场检查，打击假冒伪劣农资产品和哄
抬价格行为，保证农资产品安全，保护
农民利益。目前，江津全区备水稻种
子30万公斤、玉米种子45万公斤以
上，各种肥料4万吨以上，全区水库实
蓄水量6977立方米，山坪塘实蓄水量
2986立方米，可保障春耕播种顺利进
行，为打赢疫情防控阻击战提供坚实
的物质保障。

大足区也在全力生产保供应。记
者从大足区农业农村委获悉，该区已播
种完成22万亩油菜，其中10万亩油菜

苔正好进入采摘期，成为保障“菜篮子”
市场供应的有力支撑。

为保障疫情防控期间市场供应，大
足区相关部门与两家蔬菜经销商达成
协议，成立了重庆市大足区方舟现代农
业专业合作社，负责收购、销售区域内
油菜苔。

另外，收购贫困户滞销产品也是保
供的一大渠道。目前，荣昌区属国有企
业万灵山公司在荣昌区内安排了两个
片区收购组，通过“在村头”电商平台设
立的12个收购点，安排10余辆物流车
上门收购农产品，根据荣昌区内各超
市、农贸市场、大型小区的农产品需求
情况，及时安排配送供应。

武隆区农业农村委相关负责人介
绍，由于武隆区蔬菜是以高山反季节蔬
菜为主，冬春蔬菜主要依靠农民自产自
销，供应本地市场，基本能够保障供给。

在当下特殊时期，该区根据蔬菜产
业发展实际，做好了发展速生蔬菜的准
备，并对相关市场主体作了动员，随时
对供需情况进行研判，确保疫情期间全
区蔬菜供应。该负责人介绍，为提高相
关生产主体积极性，该区将把参与应急
蔬菜种植的企业、专业合作社、家庭农
场纳入2020年蔬菜类项目予以扶持，
种植100亩以上给予每亩200元的补
助。

渝北大盛镇“四保障”确保春耕防
疫两不误。一是坚持灵活宣传，保障
农资供应信息到人。借助到户排查、
网格“小喇叭”等方式，灵活机动地向

广大农户提供农资供应信息，将农户
春耕物资需求登记在册，并进一步强
调春耕期间疫情防控知识。二是提供
远程咨询，保障春耕技术支持到户。
采用电话、视频、微信群等信息化手
段，远程为农户提供春耕技术咨询，实
时为群众开展春耕提供技术支持。三
是农资配送上门，保障春耕物资充
足。积极协调各农资经营户发挥农资
供应主渠道作用，做好种子、化肥、农
膜等农业生产物资的供应准备工作，
为有需要的农户提供配送服务，使农
户足不出户购买到农资产品，保障春
耕所需。四是开辟绿色通道，保障春
耕生产道路畅通。在辖区重要路段防
疫卡口开辟农机绿色通道，切实保证
农用机械和村民的出入通畅，确保群
众春耕生产出行不受影响。

市农资集团：
化肥等量足价稳，送货上门

记者2月7日从市农资集团了解
到，目前，市农资集团已经储备41万吨
化肥，加上市场上商业库存、工业库存
约50万吨左右，完全能保证我市今春
春耕化肥需求。

市农资集团总经理甘云杰介绍，市
农资集团承担着我市市级化肥淡季商
业储备任务，自去年10月起便开始进
行淡储，截至今年1月底，已在重庆地
区储备 41万吨化肥，其中包括尿素
16.6万吨，钾肥5.6万吨、复合肥（含有

机肥）18.8万吨。春节前化肥价格和往
年持平，部分品种略低于去年同期。

甘云杰介绍，今春储备的化肥以高
浓度肥料为主，高效肥和有机肥的品种
明显增多，而碳酸氢铵、过磷酸钙等低
效品种已不再储备，这也在一定程度上
证明我市农民用肥习惯在改变。

根据农作物的具体特性和当地的
土壤气候特点，市农资集团都提供了针
对性的施肥方案，并以套餐肥的形式对
种植大户和农户进行供给和推广。

甘云杰表示，按照农时来看，我市
农民备肥的高峰期主要集中在2月下
旬至3月上旬，市农资集团已针对今
年的疫情防控工作作出部署，在全力
做好疫情防控的基础上，全力保障市
场供应，同时加大农资销售网点送货
上门力度，确保农民春耕生产不受疫
情影响。

记者从璧山区供销社了解到，为
了保证农民春耕生产不受疫情影响，
该区146个农资网点在做好自身防护
的基础上，加大力度送农资上门以方
便农民备耕。目前，璧山已储备农资
产品5000余吨，其中包括化肥4000
吨、种子 600吨，以及农膜等其他物
资。璧山区供销社将联合市场监管局
等部门，对哄抬物价、囤货居奇等违法
违规行为予以坚决打击，保证春耕农
资价格稳定。

（记者汤艳娟、周雨、龙丹梅、王亚
同、栗园园、彭瑜，通讯员向宏霖、吕
华，实习生刘玉娇）

备农资 抓春耕 促流通

重庆多举措做好“菜篮子”保供稳价

璧山区供销社为农民配送农资。
记者 龙丹梅 摄

黔江区新华乡大田村，村民修剪桑树枝条。
特约摄影 杨敏

大足区拾万镇长虹村，村民正在采摘油菜苔。 通讯员 瞿波 摄

本报讯 （记者 黄琪奥）2月 7
日，重庆日报记者从有关方面获悉，为
满足市民在疫情爆发期间对于网络工
作、学习的需求，包括重庆出版集团、重
庆大学出版社在内的我市多家出版单
位积极主动结合资源优势，及时上线与
抗击疫情有关的内容产品和免费开放
数据资源，丰富人民群众的精神文化需
求。

记者了解到，此次重庆出版单位所
提供的内容分为专业媒体释疑解惑、数
据资源免费开放、数字教育三个方面。
其中，作为专业媒体，《医药导报》自疫
情发生以来，及时成立相关工作组，在
网站和微信公众号及时推送疫情相关
报道，组织专家访谈、介绍用药知识，为
市民释疑解惑。《中国药房杂志》在网络
版推出《口罩选配与使用方法》等防疫
相关文章，让市民能快速了解疫情的相
关状况。

此外，维普资讯在免费开放了中文
期刊、维普全系列数据库，供用户下载

使用的同时，还对高校用户免费开放论
文检测系统、论文管理系统和作业管理
系统。中国知网重庆公司协同知网总
部，推出中国知网OKMS·汇智（云服
务版）和知网研学平台。重庆出版集团
旗下的天健互联网出版公司则在渝书
房（微信小程序）上免费开放了98本电
子书、15部有声书。

重庆多家教育类出版机构也给出
了积极应对的具体举措。如重庆大学
出版社及时更新了重庆市中职信息技
术在线教育平台12门课程，上线了在
线教育平台并先期免费开放了小学英
语、高中英语、小学信息技术等课程；
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在课标教材网站
开放了西南师大版小学数学、小学音
乐、初中音乐三个学科的电子教材、电
子教辅、视频课等全套教学资源；《课
堂内外》及时上线了“60秒幼儿防疫
小知识”音频，亲子互动游戏/实验、健
康卫生主题电子绘本等内容也在持续
更新。

多个出版平台提供数字书籍

新华社北京2月7日电 经中央批
准，国家监察委员会决定派出调查组赴

湖北省武汉市，就群众反映的涉及李文
亮医生的有关问题作全面调查。

国家监委派调查组赴武汉
就涉及李文亮医生有关问题作全面调查

本报讯 （记者 韩毅）为丰富群
众生活，2月7日，重庆日报记者从市文
化旅游委获悉，重庆有线推出多项惠民
措施，涵盖百套直播频道免费看、
500部精彩影片免费点、“在家”系列服
务免费提供、新东方等三大品牌在线教
学免费用等。

据介绍，为了丰富市民“宅”在家里
的生活，重庆有线特推出了央视、卫视
等百套公共频道免费看活动。全市有
线电视用户无论是否缴费，只要打开重
庆有线数字电视机顶盒，就能免费收看
精彩的电视节目，包括央视、重庆本地
及各卫视频道、付费频道等100多套公
共直播频道。

同时，有线电视用户只要家中已安
装具备交互功能的高清或智能机顶盒，
就可在“来点播”平台上免费点播百部

电影、百部电视剧、百部少儿动漫、百部
综合纪实等500部优质影片，累计播放
时长超过5000小时。

此外，免费提供“在家”系列服务，
重庆有线宽带用户可下载“来点App”
享受在线直播、回看预约等服务，并通
过“家话”视频通话业务实现家庭成员
实时沟通。

因中小学延迟开学，重庆有线还面
向全市互动电视用户免费开放《新东方
TV学堂》《欧文英语》《名师空中课堂》三
大在线教育产品。其中，《新东方TV学
堂》涵盖从幼儿园到高中三年级累计
2140部、约912小时在线教学视频；《欧
文英语》聚合绘本阅读、英文儿歌、亲子
手工、英语戏剧等情景式英语课程；《名
师空中课堂》包含41位名师讲授的132
节课时，中考学科全覆盖。

重庆有线推出500部影片

本报讯 （记者 李星婷）2月 7
日，重庆日报从重庆广播电视大学获
悉，该校利用“互联网+教育”技术，建
立了重庆远程教育中心开放学习服务
网，免费向社会提供 1000 余门在线
（微）课程的网上学习资源。

据悉，重庆远程教育中心开放学习
服务网网址为http://rs.cqdd.cq.cn:
8009/yq/p/index.html，包括国家开
放大学学习网、重庆广播电视大学成人
学习天空、重庆市终身学习网、国家数
字化资源中心重庆分中心、智慧职教平

台等10余个学习资源平台；可提供1
万余个媒体资源，1000余门在线（微）
课程，涵盖了学历教育、社区教育、继续
教育、职业教育的资源内容，很适合大
众居家学习。

重庆广播电视大学还启动了“新
生第一堂课”的线上录播，内容包括开
放教育方面的导学、助学；学校还充分
利用腾讯课堂等直播课手段，开展线
上教学，免费向社会提供多类型、多层
次、多维度的立体化网上学习（资源）
服务。

重庆广播电视大学开放1000余门在线（微）课程

“宅”在家里，这些资源免费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