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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7月6日电 中国－阿拉伯国家合作论坛第
九届部长级会议7月6日以视频连线方式举行。国家主席习
近平向会议致贺信。

习近平强调，2018年，我在中阿合作论坛第八届部长级
会议开幕式上宣布中阿双方建立战略伙伴关系，倡议打造中
阿命运共同体，共同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得到阿拉伯
国家热情响应。两年来，中阿双方加强战略协调和行动对
接，全面合作、共同发展、面向未来的中阿战略伙伴关系得到

深化。
习近平指出，新冠肺炎疫情发生以来，中国和阿拉伯国家

风雨同舟、守望相助，坚定相互支持，开展密切合作，这是中阿
命运与共的生动写照。当前形势下，中阿双方比以往任何时
候都更需要加强合作、共克时艰、携手前行。希望双方以此次
会议召开为契机，加强战略沟通协调，稳步推进抗疫等各领域
合作，推动中阿命运共同体建设不断走深走实，更好造福中阿
双方人民。

习近平向中国－阿拉伯国家合作论坛第九届部长级会议致贺信

□本报记者 陈维灯

今年以来，新冠肺炎疫情对我市正
常生产生活秩序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影
响。然而，一季度全市农业（种植业）产
值同比增长5.8%，农业生产有序推进，
春耕春播稳定向好。

这其中，全市供销合作系统扮演着
重要角色——不仅充分发挥“市级龙头
企业+区县+乡镇+村”四级网络体系优
势，采取多种措施保障疫情期间春耕农
资供应，还在农产品流通上发挥着重要
的作用，解决的是事关民生的急事大事。

时代的大潮再次将供销社推向前
沿，历时两年的“三社”融合发展，让这支
为农服务队拥有了非常时期“亮剑”的底
气。

“三社”即农民专业合作社、供销社、
信用社，它们是服务“三农”、助力新农村
建设的三大主体。生产、供销、信用“三
位一体”综合改革，是习近平总书记在浙
江工作期间亲自部署和推动的重大改革
举措。

我市“三社”融合发展工作是中央推
动“三位一体”改革在重庆的延续和深
化，市委、市政府将“三社”融合发展作为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推进农业供给侧结
构性改革，深化农业农村体制机制改革
的重大举措。

近日，本报记者奔赴市内多个“三
社”融合发展的基层组织，探访该项工作
实施以来的乡村变化——

融进来合起来
发力“最后一公里”

32岁的马泽超，是重庆骄泽蔬菜合
作社联合社的负责人。

迄今为止，这家联合社已经在奉节
平安乡发展了5800余亩红辣椒，带动
1200户农户增收。同样是种辣椒，六七
年前马泽超却曾经因为行情不好，在亲
戚朋友面前抬不起头。

变化，源于2017年奉节县开始推行的“三社”融合试点。
奉节供销合作社主任常伦权和团队经过调研，选定了“短

平快”的红辣椒产业作为“三社”融合试点的突破口。
在奉节县供销社的牵头下，重庆市骄泽蔬菜合作社联合

社成立，有着多年辣椒种植经验的马泽超任负责人。
其实，来找马泽超之前，奉节县供销社负责人已先期前往

四川郫县一家豆瓣加工厂，拿到了2000吨鲜辣椒的订单，还
与重庆市农信投资公司推出了专门支持合作社创新发展的

“供销农合贷”业务。 （下转2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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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7月6日电 （记者 安蓓）国家发展改革委
6日称，已于近日下达中央预算内投资2亿元，支持郑州、重
庆、成都、西安、乌鲁木齐等5个中欧班列枢纽节点城市开展
中欧班列集结中心示范工程建设。

中欧班列是共建“一带一路”的旗舰项目和明星品牌，是
亚欧各国深化务实合作的重要载体。为推动中欧班列高质量
发展，国家发展改革委在2020年中央预算内投资中安排专项
资金，支持区位条件优越、设施基础良好、运营规范有潜力的
中欧班列枢纽节点城市开展中欧班列集结中心示范工程建
设，促进中欧班列开行由“点对点”向“枢纽对枢纽”转变，加快
形成“干支结合、枢纽集散”的高效集疏运体系。

国家发展改革委有关负责人说，下一步将加强统筹协调，
指导有关地方做好中欧班列集结中心示范工程建设，为共建

“一带一路”提供有力支撑。

重庆等5个城市获专项资金支持
建设中欧班列集结中心示范工程

□本报记者 周立 彭瑜

夜，漆黑的天坑底部，全村390余人围
着一具黑色棺木，肃立。

一个身材矮小的男人抬头看看头顶那
方被绝壁环绕的星空，用嘶哑的嗓音大声
问：“50多天前，28岁的沈庆富死了，我们依
然在修路。今天，36岁的黄会元又死了。
我在这里再次向大家确认，这路到底是修还
是不修？”

“修！”村民们拳头直指天际，声音在绝
壁间久久回荡。

……
2020年5月14日凌晨，天刚蒙蒙亮，

61岁的巫山县竹贤乡下庄村村主任毛相林
猛地惊醒，心绪久久无法平静——这个场景
已过去21年了，仍不时在他梦中重现。现
场每一个细节，每一张面孔，都如当年那般
清晰。

1997年，时任村支部书记的毛相林带领

下庄全体男女老少，不等不靠，以坚若磐石的
意志向恶劣的自然环境要出路，历时7年，在
绝壁上“啃”出了一条8公里长的出山路。

为此，下庄人付出了惨痛的代价——在
修路过程中，有6个村民失去生命。

天，已大亮了。重庆日报记者站在毛相
林家的地坝上放眼望去：宁静整洁的村落、
袅袅升腾的炊烟、绝壁上间或艰难生长的树
木、缓缓向上流动的云雾……雨后的下庄，
犹如一幅动态的泼墨山水画。

抬头，可见一条镶嵌在绝壁中的公路，
盘旋着向上，延伸至云雾中。

这条路，似乎连接着天与地。

“等”与“搏”的煎熬
就算是蚂蚁啃骨头，也要在

绝壁上“啃”出一条路来

“下庄像口井，井有万丈深。”这是当地
流传的一句话。 （下转6版）

【编者按】

6月28日，万州电报小学中恒校区的学生
到南滨公园认领中山杉。当日，该校开展“保
护母亲河 守护生态林”的户外科普教育活
动，通过科普红嘴鸥知识、宣读保护长江倡议
书等环节，进一步提高学生们爱护家园、保护
动物、守护母亲河的环保意识。

特约摄影 冉孟军/视觉重庆

保护母亲河 少年在行动

□本报记者 白麟 杨骏

今年上半年，重庆汽车产业成为经济发
展中的一抹亮色——

长安汽车 4 月、5 月销量同比增长
32%、54.3%，连续两月夺得中国品牌销量
冠军，6月继续保持拉升态势；

长安福特5月销量21872辆，同比翻
番，上半年销量同比增长8.7%；

长城汽车永川生产基地复工以来，月产
量递增率接近50%，目前皮卡车产销量占
到国内皮卡市场的1/4，创造了行业的新纪
录；

小康、庆铃、上汽红岩以及长安跨越、
长安凯程等本地车企销量均取得明显增
长……

今年以来，重庆汽车产业努力克服新
冠肺炎疫情影响，提升核心竞争力，加强研
发创新，扩大产业能级，呈现出“加速跑”态
势。

苦练“内功”
车企拳头产品带动力强

7月5日一大早，市民吴范会就带着朋
友来到汽博中心的长安4S店，介绍朋友购
买长安新款SUV CS75 PLUS，这已经
是他第三次主动向亲友推荐这款车了。

“今年4月，我第一次在路上看到这辆
车，就被它时尚又有力量感的外观吸引了。”
吴范会说，CS75 PLUS动力强劲、操控感
好，智能配备也非常多，他购买之后非常满
意，就总跟身边朋友推荐。

作为长安近期乘用车的“明星车型”，
CS75 PLUS月销售达到17475辆，带动
CS75系列销售同比增长166.4%。

无独有偶，长安福特也凭借锐际这一销
售主力产品，带动了蒙迪欧、锐界等车型销
量集体增长。

庆铃重点产品五十铃M系列中体轻卡
近期全国上市，每场线上发布会参与者都达
到数百万人次，往往直播还未开始，展车就
被定走。

长城汽车新推的高端豪华皮卡“长城炮”
在永川生产基地亮相后“一炮而红”，5月销量
过万……重庆各家车企都有自己的拳头产
品，而且几乎都能成为“爆款”。 （下转7版）

国内销量增长 出口量价齐升

重庆汽车产业“加速跑”

下庄村，位于重庆市巫山县竹贤乡，坐落
在一个巨大的喀斯特天坑谷底，绝壁环绕，几
近垂直，从坑沿到坑底有1100米。大巴山无
情的绝壁，让下庄人看不到严格意义上的日出
和日落，一直生活在贫困、闭塞、落后中。

一 条 出 山 的 路 ，成 为 下 庄 人 的 奢
望——没人相信这里能修出一条路来。

毛相林，61岁，现任下庄村村主任，身高
不到1.6 米的他被大家称为“毛矮子”。然
而，就是这个“毛矮子”，带领全村 390 余
人，在绝壁上谱写出一个史诗般的悲壮故
事——耗时7年，在绝壁上“啃”出一条出山
公路。修路过程中，6条鲜活的生命，从绝壁
上坠落。

路修好后，在毛相林的带领下，下庄发
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摘掉了贫困村的帽

子。眼下，毛相林和村民们又盘活了自然资
源搞旅游开发。下庄的振兴，指日可待！

人是要有一点精神的！时代在变，而下
庄人不等不靠、战天斗地在绝壁上“啃”出天
路的下庄精神，一直在延续。

在脱贫攻坚战中，在乡村振兴中，在下
庄的改革发展道路上，被称为“当代愚公”的
毛相林，已成为飘扬在大巴山深处一面鲜红
的旗帜！

即日起，重庆日报连续三天推出“天坑
下庄的开路人”系列报道，向读者展示一个
真实、纯粹、永葆初心的毛相林，诠释从生存
到脱贫，再到振兴之路上的下庄精神、下庄
之魂。敬请关注。

图①②③为昔日下庄村修路的场景。 （资料图片）

他率村民绝壁上他率村民绝壁上““啃啃””出天路出天路
——记巫山县竹贤乡下庄村“当代愚公”毛相林

生存之路生存之路

导读

5月18日，毛相林正在向记者介绍当年修路时的艰辛。
记者 郑宇 摄/视觉重庆

习近平给巴布亚新几内亚布图卡学园复信

要我看，就算是蚂蚁啃骨头，我们
也要在绝壁上‘啃’出一条路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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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考来了 他们这样准备

打好政策效应组合拳
强化数字经济新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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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坑下庄的开路人”系列报道之一：

①① ②②

③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