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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记者 李勇 陈国洲

绵密秋雨中，重庆开州区大进镇红旗
村高山上的万亩茶园云雾缠绕，让这个摘
下穷帽走向小康的山村充满诗情画意。

村民蒋开洪倚靠在他家小超市门口
看雨：门前就是生态茶园，山那头是康旅
药园，再翻过山是果蔬园。脱贫攻坚中发
展的“新三园”彻底改变了这里的模样。

“以前种的是苞谷、洋芋、红苕这‘老
三样’，去掉买种子、化肥等的成本，挣不
了什么钱，土地慢慢地都撂荒了。”蒋开洪
说，现在他家以5亩地入股合作社，除了
固定分红，他还在茶园里当“工人”管护40
多亩高山生态茶，一年有2万多元的收
入。

大进镇位于大巴山区深处，2014年
贫困发生率达18.7%，是重庆市18个深度
贫困乡镇之一。2017年8月，重庆市决定
由18位市领导担任18个深度贫困乡镇脱
贫攻坚指挥部指挥长，并由18个市级扶
贫集团进行对口帮扶。大进镇迎来了重
庆市委组织部扶贫驻镇工作队。

“‘新三园’代表的是农业供给侧结构
性改革的新产业，在大进镇是茶园、药园、
蔬果园，在其他乡镇可能是柑橘、花卉、生
态园，是成百上千种农业新供给。”重庆开
州区区长蒋牧宸说，脱贫攻坚中，开州区
每一个村庄都因地制宜地发展了优势产
业，通过“合作社+公司+农户”的利益联
结机制激活了农业潜力，并进一步与乡村
旅游融合，多维度为乡村振兴赋能。

在大进镇新元村，漫山遍野的金荞麦
长势正好，修葺一新、黑瓦黄墙的农家小
院点缀其中。村支书左仁平正在查看药
园长势，他说自己当了27年村干部，种了
一辈子地，第一次深刻感受到这土地的价
值。过去农地一年一季种苞谷、洋芋或者
红苕，现在5月种四季豆、6月种白玉萝
卜，或者来年2月套种土豆，一块地收好

几茬，每亩年产出从过去的不足1000元
增长到现在的5000元左右。

“新三园”背后是农业产业化、一体化
发展。今年4月，“巴味渝珍”杯重庆市第
三届斗茶大赛就在大进镇红旗村万亩茶
园举行，令“巴渠茗茶”名噪一时；去年11
月，首届三峡道地中药材交易博览会在开
州举办，签下总金额超53亿元的56个中
药材加工、康养、产销大单；在开州区浦里
新区，一个规划面积达3.6平方公里、年产
值达150亿元的食品医药产业园正在崛
起；农村电商集配服务已经延伸到每一个
村庄，解决了农产品日常销售问题……

“新三园”成了“新三景”，变身优质乡
村旅游资源。今年国庆期间,一条连接大
进镇到四川宣汉“巴山大峡谷”景区的旅
游公路即将通车，游客到这里欣赏田园风

光的同时，还能采茶、摘果、挖药，体验农
家生活。

蒋开洪开了20多年小卖部，以前商
品卖不动经常放过期，如今，小卖部变身
小超市，商品销售“提档升级”。“现在村里
人的腰包慢慢鼓起来了，游客也多了起
来。”蒋开洪说。

2019年底，大进镇的贫困发生率已
降至0.3%，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超
过11500元。

重庆开州区委书记冉华章认为，从
“老三样”到“新三园”，反映的是脱贫攻坚
中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农村产业调整
的大趋势。他说，“脱贫攻坚为偏远山村
带来了新的产业、新的发展模式，为当地
脱贫后实现乡村振兴打下坚实基础。”

（新华社重庆9月28日电）

从“老三样”到“新三园”
——重庆开州农业产业化发展观察

□本报首席记者 颜安

9月28日，重庆日报记者从市脱贫
攻坚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地
处秦巴山区集中连片特困地区的奉节，
近年来脱贫攻坚取得显著成绩：去年4
月，该县135个贫困村销号，正式宣布退
出国家贫困县，甩掉戴了33年的贫困县

“帽子”，贫困人口从2014年底的3.4万
户12.4万人减少到2019年底的0.1万户
0.3万人，贫困发生率则由2014年底的
13.5%降至2019年底的0.36%。

作为国家扶贫开发重点县之一，奉
节“摘帽”的诀窍在哪？重庆日报记者从
这场发布会梳理出3个关键词。

关键词一：统揽
每年将 50%的资金用于民生，

4年来累计投入100亿元

奉节地处秦巴山区集中连片特困地
区，境内山大坡陡、沟壑纵横，生态脆弱、
发展受限，是最早的592个国家扶贫开
发重点县之一。

“前些年，全县贫困人口多、程度深，
致贫原因复杂。群众普遍感到苦熬无出
路、生活无希望。”奉节县委书记杨树海
在发布会上表示。因此，近年来，该县将
脱贫攻坚作为头等大事和首要政治任务、
重大发展机遇、重要治理平台，推动人力、
物力、财力向脱贫攻坚集中。

“这几年来，我们每年将50%的资金
用于民生，4年来累计整合资金100亿元
用于脱贫攻坚，用脱贫攻坚统揽全县经
济社会发展全局。”杨树海说，集中力量
办大事，奉节在脱贫攻坚进程中建强了
基层组织、锤炼了基层干部、重构了基层
治理，尤其是2018年以来群众满意度有
了较大幅度的增长，跃居全市前列。

关键词二：精准
用“精准”回答“奉节四问”

统筹了资金后，如何将其用在刀刃
上？奉节的答案是精准。“扶持谁，谁来
扶、怎么扶、如何退，这是脱贫攻坚的‘奉
节四问’，每一个问题，我们都用“精准”
去书写答卷。”奉节县长祁美文表示。

在“扶持谁”的问题上，奉节划分出

2105个网格，覆盖每村每户，实现了零
错评、零漏退，群众认可度达到98.7%。

在“谁来扶”的问题上，奉节将全县
干部的主要精力向脱贫攻坚转移，尽锐
出战，全力攻坚。此外，山东滨州、三峡
总公司、市政府办公厅等帮扶单位，也在
资金、项目、人才等方面鼎力相助。

在“怎么扶”的问题上，1.96万名干
部职工循环往复走访31.03万户群众；
102项到村到户到人扶贫政策精准落
地；发展特色高效农业116万亩，覆盖
100%的贫困村和贫困户。

在“如何退”的问题上，奉节已开展

了3次精准识别“回头看”和4次动态管
理，确保数据真实，账实相符。在住房保
障方面，改造危房1.63万户，易地扶贫搬
迁3.15万人；在饮水安全方面，投入4.4
亿元新建集中和分散供水工程5775处，
巩固提升21.5万户饮水安全；在人居环
境方面，实施改厕、改厨、改圈、改院坝和
改环境“五改”1.63万户。

关键词三：创新
“四访”工作法成为我市基层

治理领域首个地方标准

今年，奉节县入选全国脱贫攻坚组

织创新奖名单，这是对该县坚持创新的
最大肯定——近年来，奉节总结形成了
一系列在全国都“叫得响”的典型经验和
做法，已成为我市基层治理领域首个地
方标准的“四访”工作法就是其中代表。

奉节县主要领导干部在走访调研中
发现，脱贫攻坚以来，农村基础设施的改
善很明显，但干部工作方法和作风还存
在薄弱环节。在帮扶过程中，对物质帮
扶抓得多、抓得紧，对扶志措施抓得少、
抓得松，导致仍有群众“靠着墙根晒太
阳、等着别人送小康”。

经过反复调研和深入思考，该县提出
了干部走访、教师家访、医生巡访和农技
随访“四访”工作法，引导群众脱贫致富。

干部如何走访和识别贫困？该县又
创造性地提出了“六个环节”，即到户看院
子、抬眼看房子、伸手开管子、进门开柜
子、走近问身子、坐下问孩子，以此精准
判定村民在“两不愁三保障”方面是否存
在问题。

在“啃硬骨头”方面，奉节探索集中
供养智障、残疾等失能贫困人员，建成草
堂、永乐、吐祥3个供养中心，累计供养
失能人员655人，释放劳动力1007人。
过去被家中失能人员束缚的劳动力，如
今得到了解放，每年增收3000余万元，
被失能人员束缚的家庭相继走出贫困。

重点投入 精准脱贫 创新机制

3个关键词揭示奉节“摘帽”诀窍

本报讯 （记者 向菊梅）9
月28日，重庆直播电商行业联盟
成立大会暨第一届会员大会举
行，标志着重庆直播电商行业联
盟正式成立。

据了解，重庆直播电商行业
联盟由市商务委指导，全市电商
直播平台企业、MCN机构、直播
电商培训企业、品牌企业、物流企
业等自愿联合发起。目前，其会
员单位有100多家。

今年5月，我市印发《重庆市
加快发展直播带货行动计划》，大
力实施电商直播带货“2111”工

程，即：2020年到2022年，全市
打造20个以上产地直播基地，至
少发展100家具有影响力的直播
电商服务机构，孵化1000个网红
品牌，培育10000名直播带货达
人，力争实现直播电商年交易额
突破百亿元。

为推动“2111”工程落地，重
庆直播电商行业联盟成立。该联
盟将充分发挥政府与市场的桥梁
作用，实现直播电商生态链上下
游企业间良好沟通、信息共享、抱
团发展、自我约束、自我规范，避
免恶性、无序竞争。

重庆直播电商行业联盟成立

本报讯 （首席记者 颜安）我市脱
贫攻坚已进入关键时刻，剩余的脱贫任
务怎么保质保量完成，乡村振兴如何与
脱贫攻坚有机衔接？

“我们还剩1006户2994名未脱贫
人口，这是全县脱贫攻坚最后要啃下的

‘硬骨头’。”奉节县委书记杨树海表示，
对这些剩余贫困人口，每户将新增1名
县管领导干部结对帮扶，对其中854户

2197人落实农村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将
24人纳入特困人员供养救助范围，落实
扶贫公益性岗位440个，对748户未脱
贫户支持3000元发展产业，对498户监
测户落实2000元产业发展奖扶资金，确
保全面稳定越线达标。

在推动与乡村振兴有机衔接方面，
一是注重对象对接，重点关注边缘户、
监测户、特困户，集中力量攻克深度贫

困，巩固脱贫成效，坚决防止返贫；二是
注重政策对接，精准织密医疗救助、教
育资助、集中供养等政策保障网，避免
出现“断崖式”落差；三是注重产业对
接，将产业扶贫与产业振兴有机结合，
把脱贫攻坚期间培育的产业管起来，做
好加工、销售等后续工作；四是注重工
作对接，把驻村工作队、网格管理员、帮
扶责任人打造成稳定的基层工作队伍，
把脱贫攻坚期间形成的好经验好办法
延续到乡村振兴的工作中去，形成长效
机制。

如何攻克剩余贫困衔接乡村振兴

本报讯 （首席记者 颜安）28日上
午，在市脱贫攻坚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
奉节专场上，市政府办公厅副主任王波
表示，2017年以来，市政府办公厅扶贫

集团聚焦奉节脱贫攻坚工作，共落实帮
扶资金3.5亿元，落地帮扶项目140余
个，推进产业发展，促进增收致富。

王波表示，2017年以来，市政府办公

厅扶贫集团各成员单位发挥自身优势，精
准对接，共落实扶贫项目140多个，资金
3.5亿元，捐款捐物2600多万元。这些资
金被用于解决奉节县尤其是深度贫困乡
镇平安乡的出行不便、通讯不畅、饮水困
难、住房安全等问题，同时推进教育扶贫、
科技扶贫、消费扶贫等工作。

市政府办公厅扶贫集团3.5亿元助力脱贫攻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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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攀：摘取世界技能大赛桂冠的年轻教师劳动筑梦劳动筑梦··榜样同榜样同行行73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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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级的电子技术项目技能大赛他
参加了3届，前两届获得优胜奖；在2019
年8月22日至27日举办的第45届世界
技能大赛“电子技术项目”中，他终于斩
获金牌，使中国队实现了参加世界技能
大赛“三级跳”，实现了该项目奖牌零的
突破，为祖国争得了荣誉。他就是重庆
铁路运输技师学院23岁的年轻教师、
2020年重庆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梁攀。

必须拥有一技之长

技高行天下，能强走世界。梁攀深
刻地认识到，只有一技在手，才能有更
体面的生活。

7年前，梁攀的中考成绩不理想，他
怀着对精彩世界的向往，想着就凭能吃
苦这一点去闯荡一番，也许能闯出一番
名堂。他在工地上打过工、在餐厅做过
服务员、为地产公司发过传单、在电子
厂做过一线普工，刚开始觉得新鲜，但
慢慢地他发现自己每天几乎都做着重
复、机械、不动脑子的事情，这不是他想
要的样子。这个时候，他深深地体会到

技能的重要性，从而坚定了他重回学校
“充电”的决心。

没有百分之百的成功，只有百分之
百的努力。进入学校后，梁攀比同龄人
更加成熟，对于学习的目的，他非常明
确，所以也就更加努力。除了在课堂上
的学习积累，他还经常在课后去“蹭”
课，旁听其他老师的实习操作课，汲取
众家所长，不断精进自己的知识和技
能。因为成绩突出，表现优异，梁攀顺
利地入选了学校竞赛集训队，从此开启
了一段艰辛与荣耀相伴、汗水与梦想随
行的求技历程。

顽强拼搏进入国家队

世界技能大赛由世界技能组织，是当
今世界地位最高、规模最大、影响力最大
的职业技能赛事，被誉为“世界技能奥林
匹克”。选择读技工学校的时候，梁攀从
来没有想过自己可以站上世赛之巅，为中
国拿回在“电子技术项目”的首块金牌。

竞赛是残酷的，但无论成功或失
败，它都是成长的组成部分，它都会

激励着人们为梦想拼尽全力。3年
前，他也曾距离世界技能大赛很近，
第一次进入第44届世界技能大赛电
子技术项目中国集训队，但却在5进
2的淘汰赛中以第三名遗憾退场。

在前往阿联酋首都阿布扎比观

摩第 44 届世赛世界技能大赛的时
候，梁攀暗下决心：一定要像这些选
手一样努力拼搏，一定要在世界大
赛的舞台上比一次、赢一回。

他放弃了很多好企业抛来的橄
榄枝，选择留在学校、留在集训基

地，以教师、教练、选手的身份重新
再战一次。艰辛的付出终于得到了
回报。2018 年 7月，梁攀再次入选
国家队并终成正式选手。他不断地
告诫自己：“成功永远不是意味着得
到了多少，而是相对于起点，我们前
进了多少。每一阶段每一细节，尽
自己最大的努力做到最好，不留任
何遗憾，享受过程带给你的喜悦与
美好、辛酸与委屈，最终呈现出来
的，一定会是最好的结果。”

坚韧执着赢得大满贯

为参加2019年8月举办的第45
届世界技能大赛，中国集训队提前
一周到达喀山（俄罗斯联邦鞑靼自
治共和国首府）。为了保持良好的
竞技状态，梁攀每天坚持在教练住
的一间狭窄的、只有一张床的房间
里进行“适应性的现场训练”。因为
场地狭小拮据，他只能把床头柜当
作训练的凳子、把窗台当作操作
台。“如今想来，这样的训练环境也

是很有意义的。因为真正的比赛，
拼的不仅是技术，还有心理素质、临
场的应变，还有因地制宜、客随主
变。”梁攀说。

“电子技术项目”比赛一共要比
4天，竞争也非常激烈，主要围绕电
路设计和仿真、嵌入式程序设计、印
制电路板组装3个模块，考核选手设
计、仿真、程序编写、焊接等综合能
力。3个模块看似不多，但是加起来
评分点就有上百条，要拿金牌绝非
易事。比赛第二天，中国集训队早
上8时就到达了场馆，原定早上9时
开赛却一直拖延到了下午3时选手
才进入场地。有选手因体力不支，
直接放弃了这个模块的比赛。对于
这种突发状况，梁攀始终保持着平
和的心态，尽管饥肠辘辘，但他早已
习惯了不准点吃饭，再加上“工匠精
神”的支撑，最终在这一模块的比赛
中，他获得了满分。

潘锋
图片由重庆铁路运输技师学院提供

刻苦攻关的刻苦攻关的““重庆英才计划重庆英才计划””人才领军人物梁攀人才领军人物梁攀

本报讯 （记者 杨铌紫）
9 月 28日，重庆市“世界自然遗
产检察公益保护办公室”（以下简
称“公益办公室”）在市检察院第
三分院正式揭牌。该组织将以自
然保护、污染防治、生态修复、安
全生产为主线，重点保护所在地
域的地质地貌、水资源、岸线资
源、森林资源和珍稀野生动植物
资源等。自此，我市两处世界自
然遗产有了联合“守护人”。

据悉，武隆和南川喀斯特是
重庆拥有的两处世界自然遗产。
两处自然遗产地所在地，正好位
于三分院管理辖区。新设立的公
益办公室就设在三分院，并在武

隆区和南川区检察院下设公益办
公室联络室。同时，武隆区、南川
区与世界自然遗产保护有关的所
有行政机关、乡镇政府均作为公益
办公室成员单位，以此实现对世界
自然遗产的整体性、系统性保护。
公益办公室保护范围不仅涵盖武
隆区、南川区所有的喀斯特地貌
世界自然遗产地，还辐射辖区内
的国家自然保护区、国家（市）风
景名胜区和国家地质公园等。

据介绍，公益办公室将构建
一系列工作机制，如联席会议、信
息通报制度、联合开展专项行动、
业务交流等机制，共同守护这两
处世界自然遗产。

重庆市世界自然遗产检察公益保护办公室成立

世界自然遗产有了联合“守护人”

本报讯 （记者 白麟）9月
28日，重庆日报在解放碑启动“金
融知识进万家”线上线下宣传活
动，许多市民围绕在各个金融机构
专业人士身边，咨询关心的问题。

今年9月，人民银行、银保监
会等部委组织银行、保险、证券等
金融机构，在全国范围内开展“金
融知识普及月”系列活动。对此，
重庆日报以“金融知识进万家”为
主题，围绕保险基本知识、防范非
法集资、反洗钱等内容，策划了线
上线下宣传活动，以引导消费者
和投资者理性选择、正确使用金

融产品和服务，提升金融消费者
的金融知识水平和金融技能。活
动现场开展的“市民面对面消费
提示”“以案说险”等多样化宣传，
受到广大市民欢迎。

活动现场，还举行了 2020
《重庆日报》保险业社会责任总评
榜颁奖仪式，共评出2020年重庆
保险业“决战扶贫攻坚杰出贡献
奖”“抗疫战疫特别贡献奖”“抗洪
救灾特别贡献奖”等11个奖项，
人保财险重庆市分公司、中国人
寿重庆市分公司、安诚财险重庆
分公司等多家机构获奖。

重庆日报开展“金融知识进万家”宣传活动

为市民答疑解惑提升金融知识水平

□刘江

近日，我市 6 位政府新闻
发言人走进社区，与市民进行
面对面交流，拉开了“发言人来
了”系列发布活动的序幕。据
了解，该活动将邀请各领域的
政府新闻发言人进社区、进园
区、进企业、进学校，向市民作
信息发布和政策解读，让惠民、
惠企政策被更多老百姓知晓、
理解、运用。从首场发布活动
看，活动受到了市民的欢迎，实
现了政府和群众的良性互动。

政府新闻发言人在市民身
边开发布会，是一次创新实践，
展现出蓬勃活力。能取得这样
的效果，有几个原因：首先，沟

通零距离。新闻发言人和老百
姓面对面交流，缩短的是物理
距离，拉近的是情感距离。其
次，内容接地气。从垃圾分类
到小区电梯维护，发言人没讲
套话、不打官腔，展现出强烈的
沟通意愿，积极回应了民众关
切。

有面对面的态度，才有心
贴心的温度，带来实打实的成
效。许多问题只有“当面锣、对
面鼓”地沟通交流，才能增进了
解、凝聚共识。新闻发言人深
入一线作发布，不仅能满足公
众对权威信息的渴望，有效引
导社会舆论，也让发布台成为
联结群众、服务群众的平台，成
为提升治理能力和水平的重要
抓手。随着相关制度的不断完
善，发布的信息将更加可用、可
亲，搬到基层的发布台将带给
公众更多惊喜。

面对面才能心贴心

短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