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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7月2日电 今年是中国
人民志愿军抗美援朝出国作战70周年，将
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名义颁发

“中国人民志愿军抗美援朝出国作战70周
年”纪念章。

据党和国家功勋荣誉表彰工作委员会
办公室负责人介绍，“中国人民志愿军抗美
援朝出国作战70周年”纪念章颁发给下述

对象中符合条件的人员：
——参加抗美援朝出国作战的、健在

的志愿军老战士老同志。
——出国为抗美援朝战争服务的、健

在的医务、铁道、运输、翻译人员，参加停战
谈判等工作的人员，民兵、民工，新闻记者、
作家、摄影等人员。

——1953年7月停战后至1958年10

月志愿军全部撤离朝鲜期间，在朝鲜帮助
恢复生产建设的、健在的人员。

2020年1月1日以后去世的，在此次
发放范围之内。

此次人员统计采取组织统计和个人
申报相结合的方式进行，以组织统计为
主，个人申报作为补充。组织统计不能覆
盖且符合颁发条件的人员，可于2020年7

月25日前，填写“中国人民志愿军抗美援
朝出国作战70周年”纪念章个人申报表，
由本人或授权代理人向其户籍所在地的
县级人民政府有关部门提交申报材料，申
报表下载地址及各地区受理部门情况详
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网站表彰奖励
专栏（www.mohrss.gov.cn）。审核确认后，
于2020年10月开始陆续发放。

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将颁发“中国人民
志愿军抗美援朝出国作战70周年”纪念章

□本报记者 颜安 通讯员 吴长飞 侯祥

近日，重庆持续强降雨，局部地区出现大
暴雨，多地出现洪水、塌方、滑坡等险情。我
市广大党员干部把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放
在第一位，不畏艰险奋战抗洪一线，用实际行
动践行初心使命，让党旗在抗洪抢险一线高
高飘扬。

綦江 “党员就要带头干”

7月1日，一夜大雨，綦江再次涨水。
此前的6月22日，綦江遭遇有水文记录以

来的最大洪水，文龙街道菜坝社区在与洪水的
较量中取得完胜。“洪水面前，党员发挥了引领
带动作用，社区志愿者积极主动参与，成为我
们取胜的关键。”社区党委书记林平感慨。

“党员就要带头干，更何况是在人命关天
的时候。”今年73岁的陆志才，有着54年党
龄。6月22日上午10点过，陆志才赶到虹桥
路23栋1楼时，洪水已快没至膝盖。而此
时，一位60多岁的婆婆却还在屋内。他赶紧
冲进屋内，背起老人转移到安全地带。一个
小时后，老婆婆的房子全部被淹。

（下转7版）

抗洪一线的最美身影抗洪一线的最美身影
——我市广大党员干部在防汛抢险中践行初心使命我市广大党员干部在防汛抢险中践行初心使命

本报讯 （记者 杨永芹）川渝交
通一体化发展开启新征程。7月2日，
川渝毗邻地区交通融合发展推进会在
四川达州举行，重庆市交通局、四川省

交通运输厅及万达开三地政府共同签
署了“1+5”合作协议。加上今年4月签
署的《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运输服务一
体化发展合作备忘录》，川渝交通运输
至此形成了“1+6”的合作框架。两地
将提速构建多层次“1小时”交通圈，共
建成都－重庆国际性综合交通枢纽。

“1+5”合作协议，“1”为《成渝地区
双城经济圈交通发展三年行动方案
（2020-2022年）》，“5”为《普通公路发
展合作备忘录》《共建长江上游航运中

心合作备忘录》《智慧交通发展合作备
忘录》《交通执法管理协同发展合作备
忘录》《万达开川渝统筹发展示范区交
通一体化发展合作备忘录》。

构建8向大通道
打造4个“1小时交通圈”

川渝交通运输一体化发展将如何
推进？

（下转2版）

川渝签署“1+5”交通合作协议，提速构建多层次“1小时”交通圈

2022年川渝间将建成16条高速公路通道

□本报记者 周雨

7月2日，记者从荣昌区经信委
获悉，1-6月，该区规上工业增速预
计同比增长 3.8%，实现“由负转
正”。面对全球性新冠肺炎疫情对
工业经济带来的巨大冲击，该区工
业增速为何能在这么短的时间内就
扭转局面“由负转正”？

得益于以消费品工业为主导的工业结构
“荣昌工业能快速实现‘由负转正’的一个最主要原因，在于我们

以消费品工业为主导的工业结构！”荣昌区经信委主任黄忠新说，
2019年，荣昌规上消费品工业企业达210家，实现规上工业产值
465.3亿元，占全部工业比重的62%，远高于全国22.5%、全市15%的
平均水平。

消费品工业是一个涉及老百姓吃、穿、住、用的基础性、民生性产
业，抗风险能力强、受经济周期影响小，抵抗新冠肺炎疫情冲击的能力
自然较强。

位于荣昌区河包镇的重庆禾田食品有限公司，主要生产自热火
锅、即食酸辣粉等产品。2019年，该公司的销售总额为4000万元，而
在今年二三月份，公司单月销售额就超过了1000万元，目前上半年的
销售额已经超过去年全年。今年1-6月，荣昌洽洽瓜子实现产值2.6
亿元，同比增长45%。

（下转6版）

1-6月规上工业增速“由负转正”——

荣昌工业的活力来自哪里

本报讯 （记者 罗静雯）7月2日，
全市脱贫攻坚普查工作电视电话会议召
开。市委副书记、市长唐良智出席会议并
讲话。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
总书记关于扶贫工作重要论述，认真落
实国家脱贫攻坚普查电视电话会议部署
要求，按照市委、市政府工作安排，提高
站位，压实责任，细化落实，高质量完成
脱贫攻坚普查任务，确保脱贫攻坚成效
经得起历史和人民的检验。

市领导李明清等参加会议。
唐良智说，开展脱贫攻坚普查工作

是一件大事，是党中央全面检验脱贫攻
坚成效、促进高质量脱贫的重要基础性
工作。全市各级各部门要从战略和全局
的高度，深刻认识做好脱贫攻坚普查的
重大意义，将质量作为第一位的要求贯
穿始终，加强组织领导，加大工作力度，
做好统筹协调，把脱贫攻坚普查作为一
项重要政治任务抓紧抓实抓到位。

唐良智强调，当前，我市脱贫攻坚普
查各项准备工作已经基本就绪，即将进
入实战阶段。全市各级各部门要不折不
扣落实《重庆市脱贫攻坚普查工作实施
方案》，高质量完成调查贫困人口“两不
愁三保障”实现情况、获得帮扶和参与脱
贫攻坚项目情况、区县和行政村基本公
共服务情况等各项普查任务。要扎实
开展普查培训，有针对性地加强扶贫政
策、普查方案和法律纪律培训，确保普
查人员上岗前实现全员培训、全员合
格。要严格依法推进普查，严格统计执
法，严肃普查纪律，坚决杜绝各种人为
干扰和弄虚作假行为。要加强普查质
量管理，严格按照普查方案和实施细则
要求开展普查，严格落实普查全面质量
管理办法，切实做到普查尺度客观一
致、普查数据真实准确。要从严从实开
展督导，市脱贫攻坚普查领导小组要强
化日常调度、动态监督、挂牌督办的工作机制，各区县要及时解决普查
工作中遇到的困难和问题，各普查督导组要重心下沉、深入基层、真督
实导，推动普查各项工作要求落地落实。要做好宣传引导，重点宣传脱
贫攻坚政策和普查目的，真实反映帮扶成效。要增强安全意识，针对疫
情防控、灾害天气等方面风险，提前研究制定应急处置预案，确保普查
平稳顺利进行。要以脱贫攻坚普查为契机，坚持边普查、边整改、边巩
固，聚焦深度贫困乡镇和脱贫基础比较薄弱的贫困村，聚焦“两不愁三
保障”和饮水安全、易地扶贫搬迁等普查重点，加快查漏补缺，推动问题
清零，推进全面脱贫与乡村振兴有效衔接，持续巩固脱贫成果，以高质
量普查推动高质量整改、实现高质量脱贫。

会议就《重庆市脱贫攻坚普查工作实施方案》作了说明。
市有关部门负责人在主会场参会。有扶贫开发任务的区县负责人

在分会场参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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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王翔

“马上就要采梨了，这段时间得格外小
心管理。”6月28日上午，在巴南区二圣镇
集体村的一片梨园中，村民余明兰正忙着
为自家的梨树修枝。虽然这对她来说是个
熟练活，但她仍然十分小心，生怕伤到树上
还只有鸡蛋大小的翠冠梨。

余明兰说：“这些梨树是我家收入最大
的‘功臣’。”

种好生态梨，收入节节高
二圣镇集体村位于巴南天坪山。过

去，当地村民收入大多依靠传统农业，由于
效益低下，不少村民都外出务工，很多坡地
长满了杂草。为了改变这一状况，集体村
2003 年开始发动村民种植早熟的翠冠
梨。余明兰也是从那时起，从半山坡搬迁
到平坝子，和梨树结下了不解之缘。

“当时丈夫外出务工，我必须留在家照

顾老人孩子。我想种梨子总能增加点收
入，所以家里四亩地全都种上了梨树，但没
想到会一波三折。”说起种梨的事，余明兰
满是感慨。

起初几年，二圣翠冠梨销售还不错，后来
随着果树逐渐老化，加上传统的管理方式，在
激烈的市场竞争中，二圣翠冠梨开始走下坡
路。到2011年时，翠冠梨每斤只能卖到一元
多，由于无钱可赚，集体村大片梨树处于“无
管护、无产出、无效益”的“三无”状态。

为了让梨园重新焕发生机，推动乡村
产业振兴，巴南区启动了“生态治果”工程，
制定了生态梨园生产技术标准，从灌溉、施
肥、病虫害防治、杂草控制、农业废弃物处
理等方面，对梨园进行生态化改造。

“这是我们栽种的生态植物篱，可以将
梨园保护起来。”在余明兰的梨园里，记者
看到，高约80厘米的植物篱，将梨园和公
路、农房等进行了隔离。这些植物篱不仅
能防止水土流失，果实成熟落地后还能成

为天然肥料。梨园里还配套了灌溉管网、
排水沟渠和缓冲沟塘，满足生态拦截和排
灌需要。

村里成立了合作社，统一使用专用配
方肥，加上梨果套袋、糖酒醋液诱杀害虫、
太阳能频振式杀虫灯等病虫害绿色防控措
施，二圣翠冠梨变成了“生态梨”，价格开始
快速提升。

“我们的梨子品质好，绿色环保，现在
已经卖到了每斤6至8元。”余明兰高兴地
说，现在买她梨子的都是“回头客”，每到梨
子成熟的季节，客人都会通过微信订购。

“梨园平均每亩可产生态梨2000斤左右，
仅梨子一项，今年就能收入近5万元。”

办起“梨家乐”，土房变“洋楼”
集体村平均海拔700米左右，自然条件

优越，翠冠梨种植面积达6000余亩。有了
这么好的产业基础，二圣镇开始在农旅融合
上下功夫，吸引游客到集体村赏花品果。

“大家都说‘酒香也怕巷子深’，确实是
这个道理。”余明兰告诉记者，她在电视、手
机上了解到，一些地方办节会、开农家乐，
村民的收入蹭蹭往上涨，就想着什么时候
自己也能吃上“旅游饭”。 （下转2版）

“我要把幸福生活唱给大家听”
——巴南集体村村民余明兰的致富心语

6版刊登人民日报评论员文章

村里产业发展起来了，我家也兴建了楼房，住的条件不比城里差。这些都不是凭
空而来的，国家有好政策，我们自己也要踏实地干。

我每天早上5点多就起床，喂猪喂鸡、打理梨园，农家乐有客人还得打扫房间、做饭
弄菜。一天又一天，我才有了现在的好生活。每一天都很忙，但很充实，因为每
干一件事，我就觉得离幸福生活越来越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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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2025年全市将建成
5G基站15万个

夯实新基建，重庆筑牢数字经济发展基础

大 型 文 旅 推 介 活 动

4-5版刊登

耍不够的江津

7版刊登

香港居民权利自由的坚实保障

“
”余明兰

余明兰家的“梨家乐”。
记者 王翔 摄/视觉重庆

未来3天雨水将卷土重来
国家防总启动防汛Ⅳ级应急响应，要求重庆等地

密切监视雨水情变化，严防洪灾及城市内涝

9版刊登

全市医疗机构
都将开通老人就诊绿色通道

6月22日，綦江区菜坝社区部分居民楼被淹，救援人员紧急转移被困群众。 记者 龙帆 摄/视觉重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