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连日来，我市晴热高温，多地凭借自身优势推出“消
暑游”，吸引市民前往消暑纳凉。

高温催热“消暑游”

图①：8月1日，游客在丰都县南天湖景区合影。 通讯员 陈勇 摄/视觉重庆
图②：8月1日，万盛经开区黑山景区八角露营基地迎来大批纳凉的市民。 特约摄影 曹永龙/视觉重庆
图③：8月1日，市民在渝北区偏岩古镇的竹溪河戏水纳凉。 通讯员 张小娟 摄/视觉重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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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张红梅

“你幸福不？”
7月31日，当这一问题被抛给綦江区扶

欢镇插旗村曾经的建卡贫困户敖裕明时，他
笑了：“反正亲戚到我家走人户，看到我们村
家家户户种花、铺路、安灯，都这么好看，他们
很羡慕。每到这时，我就觉得自己很幸福。”

边说，他边拉着记者去看他的“幸福账
单”——贴在堂屋墙上便民信息栏里的三张
公示表，“我说假话没得，记者你自己看。”

“幸福账单”晒出感恩心
重庆日报记者仔仔细细看起这三张公示

表。
《我受益 我明白》记录着敖裕明家近几

年所享受到的扶贫政策：2015年危房改造补
助4.5万元；2020年参加医保补助3人×125
元=375元，享受家庭医生签约上门提供诊疗
服务；购买精准脱贫保130元/人/年，共390
元；2019年享受节日慰问金390元；农业保
险全额参保；生猪6头享受产业补助1800
元，水稻4亩享受产业补助800元；参加合作
社利益联结机制分红270元；种粮直补280
元；农村居民养老保险补助3人计210元；帮
扶责任人送冰箱1台、毯子1条、现金600
元；驻村工作队安装庭院灯1盏，春节期间送
大米1袋，菜油一桶；合作社种子购种补助
30元，送肥料1袋；2019年享受人居环境补助5000元。

《綦江区2020年贫困户产业发展补助项目及标准》公示
的是该区对18种产业补助项目的补助标准。如种优质稻2
亩及以上，每亩补助200元；养黑猪1头及以上，每头补助
700元；养蜜蜂4群及以上，每群补助500元……

《扶欢镇插旗村激发贫困户内生动力10条》则是由村集
体经济组织出资的10条奖励政策。如外出就业，在区内每
年补助交通费50元，在区外每年补助交通费100元；今年新
改厨改厕，房前屋后建花园栽花种草，奖励500元；室内室外
保持干净整洁，达标后每季度奖励50元；子女正常完成学
业，每人每年奖励100元；尊老爱幼、邻里和谐、不大操大办
酒席等，每户每半年奖励100元……

“多亏了党的好政策。”敖裕明说，去年，他的妻子脑梗住
院，花了3万多元，自己只掏了2000多元。尽管家庭遭遇大
变故，但仍增加了两三万元的存款。

“组织建卡贫困户晒‘幸福账单’，既能提高脱贫攻坚透明
度，还能对贫困户进行感恩教育，激发他们的内生动力。”插旗
村“第一书记”杨翼德介绍，2014年以来，插旗村共识别出53
户贫困户，23户稳定脱贫，剩下30户正常脱贫享受帮扶政
策。 （下转2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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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31日，綦江区扶欢镇插旗村，村民王春强和妻子李文
英在村道上散步。夫妻俩都被安置在村公益性岗位工作，收
入稳定。 记者 牛强 摄/视觉重庆

□人民日报评论员

今年伊始，我们就面临一场突如其来的严峻考验，新冠肺
炎疫情给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带来前所未有的冲击。经过全国
上下共同努力，我国疫情防控取得重大战略成果，经济发展呈
现稳定转好态势。乘势而上、攻坚克难，巩固扩大疫情防控和
经济恢复成果，对于争取全年经济发展好成绩至关重要。

日前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对做好下半年经济工
作、努力完成全年经济社会发展目标任务作出重大部署、提

出明确要求。在此前召开的党外人士座谈会上，习近平总
书记强调，现在疫情防控局势平稳，经济运行基本恢复，三、
四季度要乘势而上，巩固扩大疫情防控和经济恢复成果，努
力弥补上半年的损失。

关山万千重，山高人为峰。面对新冠肺炎疫情严重冲
击，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持把人民生命安全和
身体健康放在第一位，加大宏观政策应对力度，扎实做好

“六稳”工作、全面落实“六保”任务，统筹疫情防控和经济社
会发展工作取得重大成果。 （下转2版）

乘势而上，巩固扩大疫情防控和经济恢复成果
——论做好当前经济工作

本报讯 （首席记者 颜安）8月3日，
“你笑起来真好看——决战脱贫攻坚看西
部”网络主题活动在线上启动。

该活动由中央网信办网络新闻信息传
播局主办，重庆市委网信办联动广西壮族自
治区党委网信办、四川省委网信办、云南省
委网信办、甘肃省委网信办、青海省委网信
办协办，华龙网承办，旨在展现西部深度贫
困地区在脱贫攻坚奔小康征途上攻坚克难、
脱贫摘帽的动人场景、创新做法和亮点成
效，反映西部地区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
感、安全感。

本次主题活动将从8月3日持续至8月
25日。活动期间，人民网、新华网等14家中
央重点新闻网站，以及重庆、广西、四川、云
南、甘肃、青海六地网络媒体记者将深入西
部贫困地区开展主题采访，生动讲述西部脱
贫攻坚故事，营造“决胜全面小康、决战脱贫
攻坚”的网上浓厚舆论氛围。

活动启动当天，华龙网推出互动H5《小

康路上，这个ID属于你》，网友可上传个人
笑脸照片，选择有趣的“小康奋斗通道”，自
动合成专属模板海报，晒出自己的小康生
活，在朋友圈等转发接力。

活动期间，一批讲述西部脱贫攻坚故事
的优秀短视频将在线上线下集中展播。8月
4日至8月21日，6省区市制作的原创短视
频将在网上轮播。8月23日，6省区市还将

联合推出主题 MV 作品《你笑起来真好
看》。8月23日至25日，“你笑起来真好看”
系列短视频将在6省区市的各大商圈、地
铁、机场等大屏进行展播。

本次活动还将在微博、抖音等社交平
台开设#你笑起来真的好看#话题和网上
留言专区，供广大网友分享见闻、畅谈体
会。

“你笑起来真好看——决战脱贫攻坚看西部”网络主题活动今日启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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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张国勇 陈维灯

临近立秋，铜梁区土桥镇六赢村的清晨，凉风习习。7月
30日，六赢村“乡村会客厅”外，早起的游人已三五成群沿绿
道公路散步。公路两侧，鲜花点缀，荷塘盈盈。

“乡村会客厅”是铜梁结合乡村振兴西郊示范片建设打造
的多功能服务厅，设置有村党群服务中心，卫生室、老年活动
室、儿童游乐室、自行车驿站、特色农产品展销厅、休息室等也
一应俱全。今年以来，“乡村会客厅”在绿道沿线玉皇、西来、
河东、河水、六赢等8个村通过完善提升功能后投用，每天迎
来大批市民和游客前来休闲游玩。

“乡村会客厅”只是铜梁推动乡村农文旅深度融合发展的
一个缩影。近年来，铜梁在西郊绿道建设上大力度、高质量发
展农家乐、精品民宿等乡村休闲旅游产业，实现了“建成一条
绿道、发展一片产业、富裕一方百姓”的目标。

“乡村会客厅”成热门景点
“往天，村里没得耍的地方，吃了饭就猫在屋头。”71岁的

赵吉玉如今是“乡村会客厅”的常客，“现在好了哦，我们几个
老太婆经常到会客厅耍、吹龙门阵，安逸得很。”

（下转3版）

建成一条绿道 富裕一方百姓
——铜梁西郊绿道农文旅深度融合发展

□本报首席记者 颜安

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对全市经济
社会发展带来前所未有的冲击，如何积极应
对大战大考？上半年，各区县打出“组合
拳”，千方百计稳住市场主体、保障基本民
生、管控重大风险，全力稳住“基本盘”，统筹
推进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工作，主要经
济指标加速回升。

保市场主体，让企业轻装上阵
保市场主体作为落实“六保”任务

的关键一环，意义重大、影响深远。我
市各区县想方设法，落实好惠企政策，
解决好企业难题，改善营商环境，让企
业轻装上阵，聚力发展。

作为重庆经济体量最大区县之一，渝北
区全面落实国家和市级暖企纾困政策，出台

“区10条”，安排2.6亿元财政资金帮助企业
渡难关，累计为企业减税降费7亿元，办理
续贷 35亿元，发放疫情防控专项再贷款
13.6亿元，全力帮助企业渡过难关。

“我们派出了320名复工复产指导员驻
企精准指导；推动长安系200余家产业链

供应链企业以最快速度全面复工复产；开
展消费促进季活动，发放 2000 万元消费
券，有力提振了消费信心。”渝北区负责人
表示，一系列措施减轻了企业负担，释放了
产业活力——今年上半年，渝北区规上工业
总产值和增加值分别增长4.3%和6.5%，扭转
了下滑势头。

万州区是重庆所有区县中，疫情防控
任务最重、救治人数最多、受影响时间最长
的一个，该区上半年的经济表现颇受关
注。“我们扎实做好‘六稳’工作，全面落实

‘六保’任务，全力恢复经济社会发展。”该
区负责人介绍，经过全区上下的持续努力，
上半年工业增加值、建筑业增加值、零售业
销售额等主要行业降幅大幅收窄，部分领
域实现了正向增长，为下半年的企稳回升

奠定了基础。
疫情防控取得“零确诊”成绩的北碚和

南川，化疫情之“危”为发展之“机”，区级领
导挂帅定点攻坚，一对一帮扶重点企业，派
出特派员，为企业纾困解难。其中，北碚区
帮助企业解决困难问题1300余个，争取信
贷、补助资金15亿元；南川区每周调度融资
工作，重点项目融资到位102.6亿元、增长
50%，新增中小微企业贷款41.3亿元，在做
好疫情防控的前提下第一时间开通返岗班
车、开放景区和大型商场，3月中旬重点项
目、规上工业企业全部复工复产，为全区经
济恢复性增长赢得先机。

好的营商环境就是生产力。梁平区将
2020年作为营商环境建设年，深化“放管
服”改革，构建亲清政商关系，积极培育“办
事不求人，办成事不找人”的营商文化。上
半年，梁平新增市场主体数增长134%；垫江
县则推出了“垫小二”企服系统，市场主体享
受各类资金支持20亿元。

保基本民生，千方百计守
护百姓“幸福感”

民生稳，人心就稳，社会就稳。保
基本民生是“六保”的重要内容。民生
连着民心，关系着人民群众基本生活。

今年上半年，南岸区着力补齐全面小康
短板、切实兜住民生底线，发放临时生活补贴
640余万元，惠及困难群众4.5万人次。与此
同时，推动传统商圈提档升级，28个老旧小
区改造项目惠及居民1.9万户，集中整治33
个农贸市场，农村人居环境整治荣获国务院
督查奖励。

就业是民生之本，财富之源。面对疫情
影响，各区县多措并举，千方百计稳住就业
基本盘。

（下转2版）

打好“组合拳”稳住基本盘

我市上半年区县经济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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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

8 月 1 日，我市召开 2020 年区县
半年度经济工作视频交流会，以“双
晒会”的形式，让41个区县（开发区）
集体亮相，既晒上半年经济社会发展
的成绩和亮点，又晒抓经济工作的方
法和特点，互学互鉴、互促互进。

2020 年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
“十三五”规划的收官之年，是保障
“十四五”顺利起航的奠基之年。各
区县积极应对大战大考，全力打好疫
情防控、经济恢复、防汛救灾、脱贫攻
坚等硬仗，主要经济指标好于预期，
高质量发展态势持续向好，基本民生
保障有力。今日起，本报根据本次会
议精神，分别以“基本盘”“增长点”

“新格局”为关键词，对各区县上半年
的亮点工作和下半年的目标打算进
行梳理、集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