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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 彭瑜）6月12
日一早，忠县忠州街道香怡社区新
设立的“爱心集市”开张，近千名市
民来到这里选购贫困村的农产品。
短短2小时，“爱心集市”实现销售
收入7万多元。

“城乡支部联建，助力消费扶
贫。”忠县县委组织部相关负责人介
绍，去年以来，忠县围绕党组织联
建、党员干部共管、脱贫攻坚共抓，
引导城市社区与贫困村党组织开展
结对联建活动，探索城乡党组织融
合发展。这畅通了贫困村农产品与
城市购买力的对接渠道。

忠州街道地处忠县县城，有14
个城市社区。如今这14个城市社
区新增设了“爱心集市”，全县68个
贫困村分别将农产品运到各自结对
的社区销售。据统计，当天，9000
多市民在“爱心集市”消费达40.73
万元，惠及贫困户1080户。此外，
各城市社区与贫困村举办“采购山
货”扶贫志愿活动58次，销售金额
65万元；线上通过邮乐购平台交易
1万余单，销售金额40余万元，促
进了农产品的销售。

忠州街道党工委书记李忠平
称，疫情期间，贫困村积压了不少农
产品，城里人也不方便进村采购。
为此，忠州街道与结对的贫困村商
定，将农产品组织进城供市民选购，
设立“爱心集市”，把农产品送到市
民家门口。

为保证供需对路，忠州街道动

员全街道813名网格员深入楼院居
民家中，入户宣传“爱心集市”，同时
调查登记居民需要的农产品品种和
数量，再把市民的需求信息汇总到
街道党群办统一协调采购、供应，并
确定销售价格。

“村民们注意啦，家有绿豆、豇
豆、花生米、干菜要卖的，请送到村
办公室。”6月11日中午，忠县兴峰
乡中伏村的喇叭里传来村主任周文
梅的声音。

下午，30多户村民陆续将自家
的农产品运来。10组70岁的张玉
梅家离村办公室较远，她搬不动30
斤苕粉。村干部范宇驾车连人带货
将她接到了村办公室。记账、称量、
打包……大家一阵忙活，很快收齐
了价值9800多元的农产品。

“‘采购山货’扶贫志愿活动增
进了城市居民对贫困村农产品的信
任。”忠县县委组织部相关负责人
称。

6月12日，“爱心集市”开张。
“农家土货来赶集，请为扶贫出

把力。”忠州街道锦鸿社区的“爱心集
市”设在长江大桥下。来自石宝镇太
平村的党支部书记袁亮身挎音响、
手拿话筒，正卖力吆喝：“买茄子南
瓜喽！贫困村货真价实的农产品！”

江书兰79岁，当日在香怡社区
“爱心集市”购买了价值100多元的
农产品。老人说自己年纪大了不方
便出去，现在在社区能买到这些好
农货，既饱口福又献爱心，是好事。

忠县14个“爱心集市”开张
当日9000多市民消费40万元买农货

本报讯 （记者 廖雪梅）近日，重
庆日报记者从市财政局了解到，截至目
前，重庆产业引导股权投资基金（以下简
称产业引导基金）共主导发起设立医疗
健康行业专项基金4只，总规模达30.02
亿元，实现了VC（即风险投资）、PE（即
私募股权投资）、并购等全阶段投资，覆
盖医疗服务、医疗器械、医药工业、医疗
商业等医疗健康全领域。

产业引导基金是我市改革财政资金

扶持产业方式，变行政安排为市场运作，
变无偿拨款为股权投资，专项支持工业、
农业、现代服务业、科技、文化、旅游产业
的政府基金。

重庆产业引导股权投资基金有限公
司负责人介绍，产业引导基金积极涉足
医疗健康行业，先后设立了4只专项基
金，分别是：和亚化医基金，规模为2.5亿
元；渤溢新天基金，规模8.01亿元；金浦
医疗基金，规模16.41亿元；点石点创基
金，规模3.1亿元。截至目前，这些基金
共投资项目59个，不少项目成为重庆抗
疫战疫的重要力量。

比如，2018年 8月，点石点创基金
投资了全球第四家拥有全自主知识产
权的PET/CT整机生产商明峰医疗，并
发挥资本纽带作用，促进项目落地重
庆。明峰医疗在国内疫情暴发的第一
时间便向湖北省第三人民医院、武汉协
和医院、恩施州中心医院3家医院援助
医疗影像设备CT，并在现有影像产品
基础上打造出操作室和扫描室相互隔
离的应急专用CT装置提供给武汉方舱
医院使用。

再比如，重庆润生药业是一家专注
呼吸疾病领域吸入给药技术的国际化制

药公司。创立至今，公司在获得产业引
导基金主导发起的和亚化医基金、渤溢
新天基金等子基金的投资后，又获得德
同资本、国投创新、华润医药基金等投资
机构投资，成为全球呼吸用药高端制剂
领域的新锐力量。该公司主要产品舒利
迭高端仿制药于2019年初在欧洲和国
内启动申报流程，取得国内临床试验批
件。公司研制的丙酸氟替卡松吸入粉雾
剂，用于缓解或治疗轻、中度新冠肺炎患
者及呼吸困难等症状，目前正在海外进
行临床试验。

这位负责人表示，产业引导基金将
继续有针对性地发起设立医疗健康行业
专项基金，加大项目投资力度，进一步完
善我市医疗健康产业链布局，并推动外
地优质医疗健康企业落地重庆，助推我
市医疗健康产业整体发展。

设立专项基金4只 投资项目59个

产业引导基金助推重庆医疗健康产业发展

本报讯 （记者 黄琪奥）6月
13日，重庆日报记者从重庆交响乐
团获悉，该团已于近日与四川交响
乐团签署战略合作协议。未来两团
将在人才交流等方面展开深入合
作，为观众呈现更多精彩的交响乐
作品。

重庆日报记者了解到，协议签
订后，重庆交响乐团将与四川交响
乐团在人才交流、作品创作、演出排

练等多个领域展开合作。“双方不仅
会加强人才联动，还会共同开展作
品采风，深入挖掘巴蜀文化，创作更
多富有巴蜀文化元素的作品。”重庆
交响乐团相关负责人透露。

这位负责人还透露，作为该协
议的重要组成部分，由重庆交响乐
团创作的交响乐《巴山蜀水》目前已
进入前期筹备阶段，预计将于明年
在成渝两地上演。

重庆交响乐团与四川交响乐团
签署战略合作协议

本报讯 （记者 王亚同）重庆
市委政法委与四川省委政法委近日
联合印发《关于提升区域一体化执
法司法水平服务保障成渝地区双城
经济圈建设的指导意见》，从加强执
法司法协作、促进区域法律合作、强
化资源共建共享等方面，推进政法
系统执法司法联动，服务保障成渝
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提高两地执
法司法“同城”效应。

围绕加强执法司法协作，两地
政法部门将逐步实现同类案件法律
适用统一、执法裁判尺度统一、处理
结果统一；在线索移送、案件信息共
享、诉讼服务、调查取证、文书送达、
财物处置、异地执行等方面完善常
态化协作机制。统筹处置跨区域特
别是毗邻地区重大案事件。重点加
强对长江流域生态保护、西部陆海
新通道、西部科技中心、西部金融中

心、川渝自贸试验区协同开放示范
区等领域的执法司法服务保障力
度。推动建立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
统一网络调解平台和商事调解中
心，探索建立区域内矛盾纠纷联合
调解模式。

在促进区域法律服务合作方
面，将优化法律服务供给，实现两地
公共法律服务、高端法律服务、涉外
法律服务一体推进，实现公安、司法
行政政务管理服务“同城化”。在强
化资源共建共用共享方面，两地政
法单位将加强改革协调联动，推动
现代科技在执法司法领域深度运
用，实现执法司法能力共同提升。

同时，两地省（市）级党委政法
委、政法单位还将统筹研究安排重
大事宜、确定重点任务，每年轮流举
办一次川渝政法工作战略合作联席
会议。相关政法单位分系统、分层
级、分区域加强对口联系，建立日常
联络、事项办理、结果反馈等联动机
制。

目前，重庆和四川两地政法工
作合作形成“1+N”的制度体系。除
指导意见外，川渝两地法院、检察
院、公安、司法行政等部门分别签署
了合作协议。

川渝两地推进执法司法区域一体化
从加强执法司法协作、促进区域法律合作、

强化资源共建共享等方面推进联动

□本报记者 赵迎昭

“带了200多件来，卖出了九成，大
部分款式都卖断货了。”6月14日，璧山
区秀湖水街非遗小镇重庆非遗购物节现
场，市级非遗项目“石鸡坨土陶制作技
艺”传承人、非遗扶贫工坊的带头人刘海
龙激动地说。

让他兴奋的还有近日市文旅委和淘
宝网联合举办的“淘宝重庆非遗专场推
介活动”——短短几天，他的淘宝店销售
了200多个土陶产品。

搭上电商顺风车的还有很多重庆非
遗项目。打通线上销售渠道，既拓宽了
非遗产品销售渠道，促进了非遗活态传
承，还让老手艺转化为脱贫新动力。

重庆已有175家非遗店铺上线
14个国贫县20个非遗扶贫

工坊实现全覆盖

刘海龙口中的“淘宝重庆非遗专场
推介活动”，是重庆非遗购物节的一个组
成部分。活动集中推介了酉州苗绣（非
遗扶贫产品）、荣昌陶器、涪陵榨菜、合川
桃片等20家重庆特色非遗淘宝店铺的
产品。

市文旅委非遗处相关负责人表示，
非遗购物节是在抗疫背景下推动非遗企
业复工复产、助力脱贫攻坚的重要举
措。在文化和旅游部的统一部署下，市
文旅委联合淘宝网等电商平台，广泛发
动非遗老字号、项目保护单位、传承人、
扶贫就业工坊等参加此次活动，组织了
175家非遗项目商家入驻阿里、京东、拼
多多等电商平台。为期3天的“淘宝重
庆非遗专场推介活动”，20家店铺销售金
额达10万元以上，关注粉丝量数倍增
长。

“这几天，我都是早上6点起床，一
直忙到晚上10点才休息。”刘海龙的妻
子张芙蓉专门负责网店运营，她说，这次
疫情期间他们的非遗产品主要依靠淘宝
和抖音等电商平台销售。特别是经过淘

宝推介后，短短几天卖了200多个售价
128元的水杯。最近一家人都在赶制土
陶产品，以满足市场需求。

在接受重庆日报记者电话采访前1
分钟，市级非遗“大宁河刺绣”传承人、非
遗扶贫工坊带头人唐丽娟接到一个大
单。“山东客户要订购100份团扇。”13日
下午，唐丽娟难掩兴奋地说，她在拼多多、
京东都开设有网店，还在抖音等平台直
播，为推广品牌、拓宽销路起到了很大作
用，如今平均每个月销售额达10万元。

越来越多的重庆非遗项目牵手电
商。据统计，截至6月9日，重庆市共有
175家非遗相关店铺上线，上线销售非
遗产品约2400多种，包括非遗项目136
项、非遗项目保护单位50个，涉及115名
国家级、市级、区县级代表性传承人。全
市14个国贫县均有非遗店铺上线，覆盖
率100%，全市20个非遗扶贫工坊产品
实现全部上线销售。

直播拓宽非遗传播途径
让非遗项目搭网络快车走向大众

最近，直播带货成了热词。在一场
场直播中，非遗产品成了常客。

例如，6月10日晚，淘宝主播薇娅牵
手市级非遗“传统合香制作技艺”，在直
播中推荐 5 款非遗产品，受到网友热
捧——短短10秒，4万盒香膏被秒光。

6月11日晚，在开州区汉丰湖畔，第
二季重庆“晒旅游精品·晒文创产品”大
型文旅推介活动正式拉开序幕。当天推

荐的11款特色产品中，有9款都是市级
和区级非遗产品，包括开州冰薄、南门红
糖、紫水豆干等。一个半小时的直播，让
很多非遗产品都卖断了货。

两天后，6月13日晚8点，央视新闻
联合文化和旅游部非遗司、中国手艺网
共同推出“把非遗带回家”专场直播带货
活动，主办方甄选了重庆荣昌夏布袜等
20余款与民众生活息息相关、富有地域
特色的非遗产品在直播间推出，受到网
友追捧。

重庆日报记者还注意到，近期由重
庆日报、上游新闻共同实施的“重报直
播-书记带货”中，首场直播便以“妈妈味
道·荣昌制造”为主题，为国家级非遗项
目荣昌陶、荣昌夏布、荣昌折扇带货。重
报集团为荣昌开展的这次直播带货活
动，吸引了十几万人关注采购，产生很好
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

“愈加火热的直播，拓宽了非遗传播
途径，为非遗从展示传播到商业盈利的
发展提供了一种可能。”重庆市非物质文
化遗产保护协会会长谭小兵建议，非遗
直播应更加关注非遗产品的工艺流程，
展现非遗真实性，让非遗更具魅力。

让非遗“见人见物见生活”，市级层
面也有考量。据了解，市文旅委将结合
全市正在开展的“晒旅游精品·晒文创产
品”大型文旅推介活动，全面推动非遗融
入现代生活，助力文旅消费，促进经济社
会发展，不断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
生活需要。

“非遗+扶贫”成效显著
探索文化扶贫之路

在推动非遗保护和传承的同时，重
庆还将非遗“软资源”转化为“硬实力”，
走出一条文化扶贫之路。

重庆市荣玉苗家刺绣工艺品开发有
限公司董事长王光荣参加了此次非遗购
物节，该公司生产的刺绣文创产品受到
游客欢迎。“我们还邀请设计师和我们一
起共同设计了围巾、香包、帆布袋等十几
种非遗产品，这些产品融入苗族元素，比
较有创意，贴近人们生活，马上就要亮相
了。”王光荣说。

他还介绍，该公司带动建立了3个
非遗扶贫工坊，目前正在免费培训彭水
86个建卡贫困户学员，“如今产品线上销
路不错，希望他们早日上手，增加自身收
入同时还能提高企业产能。”

助力脱贫攻坚，非遗扶贫工坊只是
其中一个环节。

据了解，近年来，重庆以实施非遗传
统技艺传承培训、实现贫困人口和残疾
人就近居家就业为目标，把扶贫与扶志
扶智相结合，成效显著。

在山东省大力支持下，市文旅委在
全市各类非遗传统技艺和传承人中筛选
出12个产业化程度较高、市场前景广阔
的非遗项目，采取政府购买服务方式，帮
助非遗企业开展培训服务。还在贫困人
口较集中的18个深度贫困乡镇举办非
遗传统技艺培训班，现已举办26期鲁渝
非遗扶贫培训班，培训贫困户1200多
名。

此外，重庆还精选非遗企业，在深度
贫困乡镇建立非遗扶贫工坊，由公司统
一配送原料、开展培训、组织生产、回购
成品、销售产品，目前，全市共建立鲁渝
非遗扶贫工坊20个，全市参训结业的贫
困群众和残疾人已有635人实现就业，
人均月增收500至2500元，非遗扶贫和
非遗助残取得了显著成效。

“希望通过直播带货和开设网店等
电商模式，让非遗扶贫工坊店铺在线试
水，在实现精准扶贫的同时，更引发出

‘涟漪’效应。”市文旅委非遗处相关负责
人说，下一步重庆将继续推动非遗扶贫
产品进景区、进游轮、进扶贫专柜销售，
拓宽非遗扶贫产品线上线下销售渠道，
助力脱贫攻坚。

重庆非遗搭上电商顺风车

非遗老手艺 脱贫新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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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月 10 日，主桥塔 240 米
高的重庆白居寺长江大桥进
入塔顶施工阶段。该桥自 2
月底复工以来进展顺利，目前
桥塔已升高至 200 余米。据
了解,白居寺长江大桥是我市
快速路“五横线”重要节点工
程,公轨两用,桥长 1622 米,双
向8车道,计划2022年建成通
车。届时从巴南到大渡口就
有了一条便捷通道。
特约摄影 钟志兵/视觉重庆

白居寺长江大桥
进入桥塔塔顶
施工阶段

非
遗
扶
贫
现
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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