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人民日报记者 崔佳 金歆 刘书文

走进重庆市渝北区古路镇乌牛村，
平整的柏油路穿村而过，两侧白墙黛瓦
的川东民居错落有致，清澈的小溪蜿蜒
流淌，串起一片片果园……而几年前，这
里还是一个贫穷村。

近年来，渝北区积极探索适合丘
陵山区乡村发展的振兴之路，因地制
宜实施“三变”改革、土地宜机化改造、
人居环境整治等多项举措，稳步走上农
民增收、产业增效、生态增值的小康路。

机制转换：家家有产业，
户户有钱赚

乌牛村，果园里，村民段成芳正在摘
仙桃李，果篮装满后装上果园的单轨运
输车。“运输车直接就开进了山下的分选
车间，按大小、含糖度自动分选出10多
个品级。今年订单多，大卡车都等着
呢。”擦了擦汗水，段成芳笑着说。

段成芳以前是贫困户。“一家人守着3
亩坡坎地，种点玉米红薯。”她说，“自从加
入合作社，收入一年比一年多。”

段成芳所说的“合作社”，是乌牛村
试点实施农村“三变”机制转换的成果。
资源变资产、资金变股金、农民变股东，

正是这“三变”，让乌牛村村民过上了好
日子。

“村民通过土地入股，由合作社对土
地统一进行集约化经营。”乌牛村党总支
书记阙兴国告诉记者，起初村民不积极，
村干部就带头入股，组织大家去其他村
参观考察。反复动员下，越来越多的村
民成为“股东”。为选好项目，阙兴国带
着大家反复比选，最终选定种植仙桃李，

“适合我们这里的土壤和气候，个大肉厚
口感好。”

2017年，全村500亩仙桃李进入挂
果期。没想到，第一批果子却没挣到多少
钱。“主要还是技术和管理不到位，大家一
商量，‘三变’改革还得往深里推。”阙兴国
说。

2018年底，乌牛村引入几位“能人”
领头的企业，以“合作社+农户+企业”的
合股经营模式，共同打造仙桃李“升级
版”。“他们懂技术、会管理、擅长销售，果
园提质增效，村民也更有信心了。”

“疏花疏果、除草、摘果，从3月起一
直忙活到现在。”经过培训，段成芳被聘
为果园管护员，入股分红加管护工资、公
益岗位等收入，一年能挣2万多元。

去年，乌牛村仙桃李卖出180多万
元，今年卖出了200多万元。“目前全村
水果有 20 多种，林下蔬菜也发展起
来，入股村民年人均增收上千元。”阙
兴国说。

受益的不只是乌牛村。3年来，渝
北区“三变”改革试点共流转3.26万亩
土地，产生土地流转收益732.65万元，
实现资源资产入股分红69.92万元。

（下转2版）

重庆渝北区探索丘陵山区乡村振兴路子

美了生态 旺了产业 富了百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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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 杨骏）8月28日，
重庆日报记者获悉，《重庆市支持出口产
品转内销若干措施》（下称《措施》）于近
日正式发布。

《措施》从加快转内销市场准入、加
快推进“同线同标同质”工程、加强知识
产权保护和运用、加强品牌建设、搭建出
口转内销服务平台、优化拓宽企业内销
渠道、推动企业技术改造和转型升级、做
好融资服务和支持、加大保险保障服务、
强化财税支持等十个方面，支持企业出
口产品转内销。

其中，对企业生产的一般消费品、工
业品等符合内销标准的非强制性认证产
品，《措施》提出，在疫情防控期间可在其
出口包装上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产品

质量法》有关规定临时加贴中文标识在
国内市场销售。

在为企业搭建出口产品转内销的平
台、拓宽渠道方面，《措施》提出，相关部
门要强化产贸合作，组织外贸企业与国
内大型连锁商店、超市、零售批发商、优
质品牌商开展对接合作；鼓励大型连锁
商店、超市和免税店设立“重庆出口商
品”专销区，集中销售外贸出口产品等。

《措施》还对企业出口产品转内销提
供了相应的金融和财税支持政策。比
如，对符合条件、流动性遇到暂时困难的
外贸企业，根据企业申请，银行可实行延
期还本付息；自2020年4月15日起，将
内销选择性征收关税政策试点扩大至所
有综合保税区等。

重庆出台措施支持出口产品转内销

□本报记者 白麟

8月28日，寸滩保税港区空港物
流园，一辆无人驾驶的庆铃商用物流
车，在园区物流企业和笔电生产企业间
往返穿行。自动避障、超车、装卸货……
几个小时下来，车辆始终表现稳定，各
个环节动作完成得十分到位。

“终于成功了！”庆铃自动驾驶汽车
项目研发带头人邓邦怀和重庆邮电大
学教授岑明兴奋地喊了出来。

在市科技局的支持下，庆铃汽车针
对园区的特种物流商用车自动驾驶项
目被列入重庆市技术创新与应用发展
专项重点项目，两年来，庆铃汽车、重庆
邮电大学和重庆飞力达供应链管理有
限公司共同开展产学研用深度合作。
如今，空港物流园示范运营区内自动驾
驶系统调试成功，接下来将进入实际运
营测试阶段。

这也标志着，庆铃在园区物流自动
驾驶方面，已处于行业领先水平。

多传感器融合让汽车更聪明
记者在现场看到，这辆可自动驾驶

的“大块头”，长得和其它大货车并没有
多大区别，但是它满身“黑科技”：高精
度视觉传感器、360环视系统、差分定
位组合惯导系统、高线束激光雷达和高
算力计算平台……让它完成复杂物流
任务的关键，则是车辆的“大脑”——人
工智能控制算法。

邓邦怀坐在前行的自动驾驶物流
车上，不需要动手操作车辆，只是充当
一名监查员，观察车辆的运行状态。

“车上每个传感器获得的信息是不
同的，这些信息可以相互补充，也可能
存在冗余甚至是矛盾。”邓邦怀指着前
方一个障碍物说，如果一个传感器识别
出这个障碍物，另一个却没有识别出，
汽车就必须足够“聪明”，才能下判断。

这是庆铃技术团队曾面临的一个主
要难关——实现多种类传感器的融合。

对此，他们花费大量时间精力，建
立了信息融合中心数据库，提高了传感
系统的冗余度和容错性，并开发出了适

合的人工智能控制算法。
人机交互及人机共驾、网络安全、

新型电子电气架构、轨迹规划……随着
一个个技术难点被攻克，庆铃自动驾驶
汽车越来越“聪明”。记者现场看到，无
论是碰撞预警、车道保持，还是自动紧
急制动、靠边停车、自主泊车，车辆均可
应付自如。

填补园区物流自动驾驶空白
目前，国内知名商用车企业都在大

力开展自动驾驶研究，在不同领域各有
所长。庆铃要想占据行业潮头，必须找
到适合自身的发展方向——园区物流
自动驾驶成了庆铃的突破口。

2018年，庆铃启动园区物流自动
驾驶系统研发。今年6月，第一辆自动
驾驶的庆铃商用物流车在国家认可和
授权的检测单位——重庆车检院一次
性通过全部14项自动驾驶功能检测，进
入空港物流园测试，填补了行业空白。

记者看到，空港物流园内，自动驾
驶物流车路经之处，吊车起落、卡车奔
忙，一派繁忙景象。在邓邦怀眼里，园
区巨大的货运吞吐量，意味着在通过自
动化、智能化技术提高物流运转效率方

面需求强烈。
下一步，庆铃将以此推动自动驾驶

物流车规模化生产，最终实现全系列卡
车的智能化产业应用。

目前，庆铃和保税港区等合作方，
正探索如何将自动驾驶与智能化的仓
储、装卸、产线联通，让自动驾驶车辆指
挥调度平台与智慧物流园区物流管理
平台深度融合，形成信息化集成与高效
货物流转的示范应用。

同步建设7个智能制造项目
“大块头”能有这样的“大智慧”，绝

非偶然。
近年来，庆铃大力推行智能制造，

目前在生产工艺自动化、车辆网联化等
多个领域，均处于行业领先水平。

8月27日，记者在庆铃工厂新建
成的发动机缸体生产车间看到，一台机
械臂正在轨道上灵活移动，抓取待加工
零件，放入一台空闲的加工机内，再从
另一台加工机抓取加工好的零件放回
存放站。整个过程完全无人参与。

这是国内汽车行业最先进的FMS
全自动柔性加工线。

（下转3版）

“大块头”有“大智慧”
庆铃园区物流自动驾驶取得行业领先水平

新华社北京8月28日电 近日，中
央纪委国家监委印发《关于贯彻落实
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批示精神 加强监
督执纪坚决制止餐饮浪费行为的工作
意见》，要求各级纪检监察机关把监督
节约粮食、坚决制止餐饮浪费作为一项
重要任务，立足职能职责精准监督、创
新监督，狠刹奢侈浪费歪风。

意见强调，各级纪检监察机关要紧盯
各级领导机关、党员领导干部和公职人员
等重点对象，把节约粮食、制止餐饮浪费
作为落实中央八项规定精神、纠治“四风”
的重要方面，纳入监督检查、巡视巡察的

重要内容，强化日常监督。与此同时，要
进一步拓宽监督渠道，充分利用“四风”问
题举报平台，及时受理干部群众举报。

“在日常监督和审查调查中，要高
度关注违规公款吃喝、餐饮浪费行为，
精准运用‘四种形态’，对苗头性、倾向
性问题，及时咬耳扯袖、抓早抓小、提醒
纠正。”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党风政风监
督室有关负责人介绍，除对顶风违纪、
情节恶劣的，依规依纪依法作出处理
外，还要加大问责力度，对违规公款吃
喝、餐饮浪费问题严重的地区、部门、单
位，严肃追究领导责任，并督促开展集

中整治；对违规公款吃喝、餐饮浪费典
型案例，要通报曝光，形成警示震慑。

为推动建立健全抓落实长效机制，
意见明确要求，各级纪检监察机关要督
促各地区各部门各单位认真执行《党政
机关厉行节约反对浪费条例》《关于厉
行节约反对食品浪费的意见》等法规制
度，结合实际完善节约粮食、反对浪费
相关规定，督促有关方面进一步完善党
政机关公务接待、国有企业商务接待、
单位食堂和接待场所管理等规定，细化
相关要求。

（下转2版）

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印发意见

把制止餐饮浪费作为纠治“四风”重要方面

8 月 28 日，江北区
郭家沱街道望江小学，
学校教职工正在加紧
清洁教室。此次洪峰过
境 ，望 江 小 学 受 灾 严
重，连日来，街道干部
群众以及学校教职工
一起齐心协力加紧灾
后恢复重建工作，全力
保障学生能够按时返
校开学。

记者 郑宇 摄/
视觉重庆

清洁教室
保障开学

本报讯 （记者 张珺）8月28日，
市委书记陈敏尔会见了来渝访问的古巴
驻华大使卡洛斯·佩雷拉。

市领导王赋、郑向东参加会见。
陈敏尔代表市委、市政府欢迎卡洛

斯·佩雷拉大使来渝访问。陈敏尔说，中
古友谊深厚，是好朋友、好同志、好兄
弟。今年是中古建交60周年。不久前，
习近平主席与迪亚斯-卡内尔主席通电
话，强调要在新的历史起点上推动中古
各领域交流合作迈上新台阶。重庆将认
真落实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努力为推
动中古友好事业取得更大发展作出积极
贡献。重庆是中国中西部地区唯一的直
辖市，区位优势突出，战略地位重要。我
们深入贯彻习近平主席重要指示要求，
从早从严从实抓好新冠肺炎疫情防控，
有力有序推动企业复工复产，疫情防控
取得重大战略成果，经济社会发展秩序
恢复正常，高质量发展势头持续向好。
我们坚持把人民生命安全放在第一位，
全力以赴抓好防汛救灾和灾后恢复重建

工作，战胜了历史罕见的特大洪水，取得
了未伤亡一人的可贵成绩。我们抓住用
好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的重大战略
机遇，积极谋划“十四五”发展，努力在危
机中育新机、于变局中开新局。重庆与
古巴交流日益密切，合作势头良好、潜力
巨大。希望以大使阁下此访为契机，进
一步完善沟通交流机制，不断加深了解、
增进友谊，拓展合作领域，推动双方合作
进入新阶段。

卡洛斯·佩雷拉感谢疫情期间重庆
向古巴提供的无私援助，对重庆前不久发
生洪涝灾害表示慰问。他说，很高兴时隔
12年再次来到美丽的重庆访问，感到非常
亲切。这里发生的巨大变化令人印象深
刻，所到之处都能感受到这座城市焕发的
生机与活力。古巴与重庆的合作是古中
合作的重要组成部分。愿以此访为新的
起点，进一步加强在经贸往来、科技教育、
医疗服务、新能源、文化旅游等领域的务
实合作，实现互利互惠、共赢发展。

市有关部门负责人参加。

陈敏尔会见
古巴驻华大使卡洛斯·佩雷拉

本报讯 （通讯员 赵晨城 吴
鑫袁 刘莉）眼下，潼南区涪江的洪水
已经退去，蔬菜种植户开始着手生产
自救。这一过程中，“育苗”扮演的角色
尤为关键。潼南区迅速采取补救措施，
开展异地育苗，力争将损失降到最低。

连日来，太安镇罐坝村蔬菜基地
内一派繁忙。8月27日，笔者在现场
看到，10余名工人忙着在耕整出来的
土地上拉线、开沟、播种，争分夺秒地
培育蔬菜苗。

“洪水导致桂林双坝蔬菜基地1.2

万亩蔬菜被淹，农作物损失超过8000
万元。由于钢架大棚基本被冲毁，洪
水退去后留下的淤泥太深无法进行育
苗，而下个月又即将迎来秋种。”潼南
区农业农村委副主任吴迪说，潼南积
极组织相关企业和专家在太安镇罐坝

村开展异地育苗工作，保证桂林双坝
蔬菜基地抢种补种秧苗供应。

据介绍，在罐坝村蔬菜基地加紧
补育的100余万株冬甘蓝和花菜品
种，将在九月底十月初移栽到受灾地
区。农技专家深入田间地头，对异地
育苗进行集约化种植、规模化管理指
导，引导科光种苗等企业培育出健壮
的秧苗支援受灾地区。这样既不误农
时，又能提高蔬菜的质量和产量，确保

“菜篮子”供应和农户增产增收。

潼南积极开展异地育苗工作

确保蔬菜抢种补种秧苗供应

□本报记者 张莎 通讯员 朱晨鹭

8月18日至28日，值守、劝离、搬
运、清理、统计、协调……大渡口区九
宫庙街道应急办主任周磊一直坚守在
防汛一线。同事们说，他几乎是“焊”
在了义渡古镇。

时间回到8月18日上午，周磊接
到通知：“‘长江2020年第5号洪水’
过境大渡口区，立刻转移义渡古镇商
户，确保他们的生命财产安全。”

周磊与工作人员来到义渡古镇，
江水已开始上涨，他迅速与基干民兵
开始抢险救援工作。

“小陈，这户商铺重要物资最多，
我们一起上……”周磊抬完冰柜又搬
保险箱，浑身已被汗水和四溅的污水
湿透。

晚上10点，在连续喊话、搬运8

个小时后，周磊的声音已经沙哑，双手
已被洪水浸泡得发紫。此时，义渡古
镇下街的物资和群众基本转移完毕。
以防万一，周磊走进齐腰深的洪水里，

一遍又一遍地叮嘱队员们要仔细排查
负责的区域是否还有群众被困。

8月19日凌晨5点过，洪峰到达，
古镇所有的商户、重要财产已全部转

移到安全地带。九宫庙街道基干民兵
旺晓璐说，周磊放弃了回家暂时休息
的机会，拖着湿漉漉的身体，继续在古
镇卡口点熬夜值守。

8月21日早上8点，洪峰过境后
的古镇下街开始慢慢显露出来。“大家
先用铁铲运出部分淤泥！”休息不到
8小时的周磊再次来到古镇参加清淤
工作。

“那么多淤泥，我该怎么办……”
古镇下街一家民宿老板，看到受灾后

“满身疮痍”的商铺，坐在淤泥中快要哭
出来。周磊拍拍他的肩：“放心吧，有我
们在！”说完，他与基干民兵一起手持锄
头、铲子，对现场的淤泥进行集中清理。

据不完全统计，自 8月 18日以
来，周磊共帮助转移被困群众100余
人，转移物资50余件。这几天，他又
与同事们马不停蹄地开展灾后消杀、
巡查等工作，清理排查受灾区域的房
屋和重点区域在洪水退后是否存在安
全隐患，积极协助相关部门，帮助经营
户尽早恢复营业。

“焊”在义渡古镇的应急办主任
周
磊(

右)

在
义
渡
古
镇
清
淤
。

（
大
渡
口
区
九
宫
庙
街
道
供
图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