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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 杨永芹）1月
20日，来自中铁十八局集团四公司
消息称，渝湘高铁重庆站至黔江铁
路段火土湾隧道顺利贯通，成为渝
湘高铁重庆站至黔江铁路段首条贯
通的隧道。

渝湘高铁重庆站至黔江铁路段
是国家规划“八纵八横”高铁网中夏
渝通道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成渝

地区双城经济圈至海西经济区最便
捷高效的客运通道。火土湾隧道位
于巴南区石龙镇，全长232米，为单
洞双线隧道。

火土湾隧道顺利贯通，也为后续
相邻桥梁工程的施工提供了便捷的
运输通道。渝湘高铁重庆站至黔江
铁路段全长260多公里，设计行车速

度350公里/小时，全线设重庆、重庆
东、巴南、南川、水江、武隆、彭水、黔
江8个车站。全线建成后，重庆中心
城区到黔江高铁车程不到1小时。

渝湘高铁重庆站至黔江铁路段首个隧道贯通

本报讯 （记者 张莎）为公益赋能、为
爱心张榜，即日起，重庆日报公益评选活动
开始线上填报，参评项目和个人可登录网址
https://activity.cqrb.cn/public- good/
news直接线上填报，为线上集中展示做准
备。

重庆日报公益评选活动由重庆日报发起，
自2018年起每两年举办一次，由市委宣传部、
市文明办、市民政局担任指导单位，市总工会、
团市委、市妇联、市残联、市红十字会、市慈善
总会、重庆日报作为共同主办单位，市福彩中
心作为特别支持单位。

截至1月20日下午，活动收到公益项目
报名40个、公益人物报名30个。报名将持
续到1月28日晚24点，点击上述网址可在线
报名。所有符合参评条件的个人和项目均需
在网上进行公示，并在2月2日—2月8日接
受网络公众投票。

此后，专家评审团将根据评选标准及网
络公众投票情况，评选产生2020年度“十大
公益人物”和2020年度“十大公益项目”，以
及年度公益贡献奖、年度公益创新奖、年度公
益组织奖。评选结果公示后，重庆日报将为
获奖者颁发相关证书。

重庆日报2020年度公益评选活动开始线上填报

□本报记者 杨铌紫 实习生 胡可欣

1月20日，备受关注的重庆北站完成升
级改造后正式投入使用，同时，轨道交通环线
剩余段（重庆图书馆—重庆西站—二郎）也投
入运营，标志着轨道环线全线贯通。这些交
通项目的建成投用，给市民的出行带来了哪
些便利？重庆日报记者进行了实地体验。

南北广场均可进站
搭乘轨道无需再走地面层

升级改造后的重庆北站，南北广场进站验
证通道达60个，乘客坐火车时，可根据下车地
点就近选择进站点，不论从北广场还是南广场
进入重庆北站，均可到达重庆北站候车厅。

20日中午12时58分，记者从轨道10号
线中央公园西站上车，前往重庆北站北广场
站，途径鹿山、渝北广场、江北机场T2航站
楼、江北机场T3航站楼、三亚湾、民心佳园等
11个站，13时40分，列车抵达北广场站。记
者下车后随意选择了一个出口方向并根据站
内指示牌步行，坐一次扶梯就到达了地下换
乘厅，大约13时42分出站，出站口不远处便
是铁路进站口（北2），乘坐铁路交通的旅客
在此可通过人脸识别或凭身份证进入重庆北
站候车大厅。

14时19分，记者又从环线体育公园站上
车，前往重庆北站南广场站，途径冉家坝、动步
公园等4个站，14时31分列车抵达南广场站，
下车后根据指示坐两次扶梯到达了地下换乘
厅，大约14时33分出站，出来约20米处便是
铁路进站口（南2），乘坐铁路的旅客在这可通过
人脸识别或凭身份证进入重庆北站候车大厅。

也就是说，从南广场进入候车厅和从北
广场进入候车厅是一样的，乘客乘坐轨道交
通，既可以在重庆北站南广场下，也可以在重
庆北站北广场下，乘客可以就近选择乘坐。
同时，换乘厅与轨道交通出口无缝衔接，乘坐
轨道交通的旅客到达后可通过地下换乘厅直
接进候车大厅，无需再到地面层转换，大大方
便了旅客换乘。

重庆北到重庆西
轨道交通只需36分钟

当日，记者还体验了乘坐轨道交通直达
重庆西站。从重庆北站至重庆西站，全程只
需36分钟。

15时02分，记者从重庆北站南广场站进
站乘坐环线，15时06分列车驶出，15时42
分，列车抵达重庆西站。记者发现，目前轨道
重庆西站共有4个出口前往地面广场，记者从
3号出口走出后，约3分钟就步行至铁路进站
口1（东），乘坐火车的旅客在此可通过人脸识
别或凭身份证进入西站候车大厅。

此外，记者还搭乘环线分别从重庆图书
馆至二郎、二郎至重庆图书馆，两边时间用时
一样，仅需12分钟。由于此路段刚投入运营，
人流量并不算多，车厢内都有空座位，在图书
馆站有少量乘客上车，重庆西站上下客较多。

家住北碚的市民王女士一直期盼着西站
能通轨道。她告诉记者，自己是做生意的，经
常往贵州跑，之前到西站坐火车要先坐六号
线转环线到图书馆下，再转公交到西站，加上
路上堵车，起码要一个半至两个小时，曾好几
次误点，“现在环线能直接坐到西站，以后我
肯定不会误车了。”

换乘厅与轨道交通出口无缝衔接
重庆图书馆至二郎仅需12分钟
——本报记者实地体验升级后重庆北站、轨道环线

本报讯 （记者 廖雪梅）中心
城区的轨道交通、城市道路建设将
有哪些好消息？1月20日，重庆日
报记者从市住房城乡建委了解到，
轨道交通9号线一期工程力争今年
通车，水土大桥、礼嘉大桥、土主隧
道有望2022年春节前建成。

轨道交通前三期线路有望
2022年前后建成通车

市住房城乡建委人士介绍，今
年是“十四五”规划开局之年，我市
将坚持以轨道交通引领城市发展格
局，提速实施城市轨道交通成网计
划，持续推进轨道交通第二期、第三
期和第四期建设规划项目。

我市城市轨道交通在建项目包
括9号线、10号线二期、18号线、江
跳线、璧铜线等共186公里线路，相
关建设正稳步推进中。我市力争到
2022年左右，实现轨道交通前三期
线路全面建成通车。其中，9号线一
期力争今年通车。

轨道交通9号线一期工程起于
沙坪坝区新桥，向东经高滩岩、小龙
坎，跨越嘉陵江进入江北区，经江北
城进入渝北区，途经宝圣湖到达线
路终点兴科大道，沿线分别与环线、
1号线、3号线、4号线、5号线、6号
线、10号线、15号线、18号线、26号
线形成相交换乘。该项目全线通车
后，将串联起沙坪坝、观音桥、江北
嘴CBD等地，方便沿线市民出行。

此外，重庆城市轨道交通第四
期建设规划近期获得国家批复，包

括15号线、7号线一期、4号线西延
伸段、6号线重庆东站延伸段、27号
线、18号线渝中区延伸段、24号线
一期和17号线一期共8条，共198
公里线路。我市正全力推进勘察设
计等开工准备，争取第四期项目五
年全开通。

中心城区和主城新区之间
将建多条城轨快线

我市已启动主城都市区轨道交
通建设研究，推动中心城区至主城
新区城轨快线的前期工作，并预留
延伸至周边毗邻城市的条件。

不仅如此，我市将加快构建主
城都市区轨道交通“一小时经济
圈”，实现主城都市区轨道交通全覆
盖的空间目标和“一小时通勤圈”的

时间目标，促进主城都市区各类要
素高效集聚和顺畅流动，打造“轨道
上”的主城都市区。

预计到2025年，我市轨道交通
快线体系、西部槽谷“环+放射”和东
部槽谷“南北纵向”的骨干线网将基
本成形，有力支撑城市核心区域提
升能级，实现轨道站点与城市功能
相支撑，轨道线路与城市形态相契
合，全面引领城市空间格局。

杨家坪大学城广阳岛等地
将建山城步道

除了轨道交通建设外，我市在
城市道路建设方面也将推出一系列

“重磅”项目。
“十四五”时期，我市将加快完

善主城都市区道路网络，大力推进

主城都市区“一小时通勤圈”快速通
道建设，加快涪陵、永川、合川、綦
江—万盛至中心城区快速通道的前
期准备工作。

与此同时，我市将加快中心城
区快速路网建设，形成“六横六纵一
环五联络”快速路网结构体系，中心
城区的跨江通道、穿山隧道建设将

“提速”，最快2022年春节前，水土
大桥、礼嘉大桥、土主隧道有望建成
通车。

我市还将继续打造山城步道品
牌，充分依托山、水、林以及人文历
史资源，推进杨家坪步道、清水溪步
道、建文古道、大学城步道、广阳岛
步道等项目建设，形成集街巷步道、
滨江步道、山林步道为一体的山城
步道网络。

轨道交通城市道路建设好消息不断
●轨道交通9号线一期力争今年通车
●水土大桥礼嘉大桥土主隧道有望2022年春节前建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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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对用好干部 引育本土人才

凝聚合力打赢脱贫攻坚战
脱贫攻坚一线培养和锻炼干部

五年前，庞启渊还是城口县委研究
室干部。2015年，他被派往城口县沿河
乡北坡村任“第一书记”。在村里，庞启
渊进院入户跑遍了31平方公里的大山，
短短一年穿坏了4双胶鞋，被群众亲切
地称为“胶鞋书记”。他带领群众建设公
路、维修河堤、改造危房、整治村容村貌，
基本解决了发展基础设施瓶颈，并培育
起生猪、山羊、山地鸡、中蜂笋竹等特色
山地产业。

“脱贫攻坚需要排兵布阵，我们突出
党建，推动尽锐出战，夯实攻坚力量。”
城口县委组织部负责人介绍，一是夯实
扶贫机构力量，成立县脱贫攻坚办，设置
11个工作组，抽调27名精兵强将到组攻
坚，抽调24名年轻干部到脱贫攻坚办顶
岗锻炼和集中攻坚，统一协调全县脱贫
攻坚重大任务；二是选优配强乡镇领导
班子，脱贫攻坚战启动以来，选拔8名部
门正职、14名部门副职任乡镇正职，选
拔24名部门副职任乡镇副职，选拔88
名部门优秀干部任乡镇副职，选派22名
年轻干部充实乡镇班子，选派60名中青
年干部到乡镇顶岗锻炼，增派33名脱贫
攻坚突击队员到重点乡镇攻坚，真正实
现了“好钢用在刀刃上”。三是坚持因村
按需选人组队，针对性选派优秀干部组
建90支驻村工作队，因地制宜组建25
支驻乡工作队，120余名年轻干部到驻
村一线任职，选调生全部安排到贫困村
工作。“坚持把脱贫攻坚一线作为干部培

养锻炼的主战场，既完成脱贫攻坚重任，
又培养锻炼干部。”该负责人表示。

建制下设、职能下放、力量下沉，党
员领导干部以上率下，全县272名扶贫
干部吃在村、住在村、干在村、考核在村，
讲政策、看现场、拉家常、做比对、解难
题，做到户户必到、户户必清，与贫困群
众冷暖相知、心手相连，涌现出了庞启
渊、伍东、江奉武等一大批优秀扶贫干
部，何国权、李奎、彭中琼、王华等永远倒
在了扶贫岗位上。

城口把对在脱贫攻坚工作中蹲得
住、抓得实、成效好的干部大胆提拔重用
或职级晋升，不断增强选人用人在脱贫
攻坚中的牵引力。脱贫攻坚启动以来，
全县提拔重用脱贫一线干部119名。去
年，庞启渊被提拔担任城口县修齐镇副
镇长 。

培育本土人才打造扶贫尖兵

2019年，城口县高燕镇坪原村筹备
成立村集体经济组织，但找不到担任理
事长的合适人选。村里找到在外销售农
产品的村民胡安令，动员他回家带头发
展集体经济。

胡安令回村后，把农产品陆续卖到
了山外。在村集体的帮助下，他又带领

团队建起了初加工厂房，添置了冷链车
等，注册了商标。现在，10多名坪原人
随胡安令回到了老家创业。胡安令还引
来重庆灵芝协会理事郑德清提供技术支
持，一起培育灵芝产业。

“打赢脱贫攻坚战，首先要在一线培
育和开发人才，留下一支不走的人才队
伍。”城口县组织部负责人介绍，城口县
瞄准产业就业关键环节，狠抓优秀本土
人才培育，不遗余力打造了四支扶贫尖
兵。“同时建立完善县乡村三级人才服务
体系，为人才提供便捷服务。”

培育一批高素质农民，围绕农业主
导产业建立农民田间学校17所、农业科
技示范基地17个，培育高素质农民3307
人，其中现代青年农场主57人。

扶持一批致富带头人，分层分类开
展“菜单式”培训，累计培育扶贫致富带
头人446人，带动建卡贫困户2313户
9628人增收，发挥带贫头雁效应。

储备一批乡村好青年，着力培养农
村挂职本土人才204名，引导800余名
高校毕业生和退役军人返乡参与脱贫攻
坚工作，建立600余人的村级后备人才
信息库，强化扶贫骨干力量。

选树“新乡贤”800余名，成立救助协
会，开展捐资助学、访贫济困，受益贫困群
众达到4000余人次，强力推动精神扶贫。

“抓引进、重培育、搭平台、建机制，
我们激活了本土人才助力脱贫攻坚的强
大能量。”城口县相关负责人称，城口还
实施乡村本土人才培养计划，建立60余
人乡村干部人才培育本土师资库，让“土
专家”“田秀才”也走上讲台，推动本土人
才深耕基层，为决战决胜脱贫攻坚提供
强力的人才支撑。“让人才有舞台、有能
力、有政策干事创业。”该负责人表示。

过去，王守令一直在外面打工。
2017年，作为本土人才，城口县蓼子乡
把他引回老家办酒厂、建养猪场，年出栏
商品猪1500头、年提供仔猪1000头，带
动26家贫困户养猪增收。去年，王守令
又新建3000头养殖规模的养猪场。

从返乡创业的“归雁”转变成带动群
众脱贫致富的“领头雁”。王守令说，县
党委政府非常支持本土人才的发展，猪
场选址、种猪引进、贷款申请、疾病防疫
等，政府干部都提供了高效贴心的服务。

“六进六扶”激发群众内生动力

2019年，城口县明通镇先后有87户
贫困户在有效脱贫后，递交了自愿脱贫
申请书。早在脱贫攻坚战打响之初，“贫
困帽”成了不少村民争抢的“香饽饽”，一
些贫困户更是“蹲在墙根晒太阳，等着干

部送小康”。四年之后，还是这些贫困
户，他们却主动申请脱贫“摘帽”。

“变化缘于精神扶贫。”城口县委宣
传部负责人介绍，物质贫困不可怕，可怕
的是精神贫困。脱贫攻坚以来，城口县
坚持扶贫同扶志扶智相结合，持之以恒
推进“六进六扶”，不断激发贫困群众内
生动力。

理论政策进农家“扶思想”。全县组
织170多支宣讲队，实行三级书记讲党
课、党员干部讲政策、草根名嘴讲理论、
榜样模范讲故事、身边乡贤讲规约、致富
能手讲技术，在群众心里种下了冲破思
想藩篱的种子，汇聚成“我要脱贫”的磅
礴力量。

典型示范进农家“扶志气”。全县连
续3年评选表彰县级脱贫致富光荣户，
以及评选孝老爱亲、勤劳致富、团结互助
等各类典型榜样，通过开展“榜样一帮
一”“榜样面对面”等活动，引领群众树
立脱贫之志。

干部专家进农家“扶人才”。全县选
派223名优秀中青年干部到乡镇进村
社，多种方式引进各领域专家型紧缺人
才462名，回引大学毕业生200余名、外
出务工能人400余名，逐步破解农村人
才短缺问题。

致富本领进农家“扶技能”。统筹全
县资源，深入实施“1户1人1技”工程，
开展实用技能培训，确保每个贫困家庭
至少有1人掌握1门实用技能，取得扶技
能、带产业、稳就业、增收入、促健康、兴
乡村多重效益。

和美人居进农家“扶环境”。大力推
进“家家五干净、户户六整齐”党员干部
帮扶责任机制，彻底扭转了农村人居环
境脏乱差问题。

文明实践进农家“扶新风”。综合采
取法律规范、规约约束、村民自治等系统
举措，深入整治办酒风、赌博风、慵懒风、
脏乱风，农村歪风邪气得到根本扭转。

“‘六进六扶’是一场广泛的群众动
员，也是一场深刻的思想洗礼、精神淬
炼。”城口县宣传部负责人称，“六进六
扶”扶出了新精神、扶出了新观念、扶出
了新干劲、扶出了新面貌、扶出了新战
果。“不再‘等靠要、懒装伸’，争相搞产
业、创家业、奔致富，90%的贫困户发展
起了农业产业。”

去年 2 月，城口县以贫困发生率
0.42%、群众满意度98.47%，正式退出国
家扶贫开发工作重点县，摘掉了戴在头
上40多年的“贫困帽”。

张亚飞 刘茂娇 李官芮
图片由城口县委宣传部提供

城口，是脱贫攻坚
的一块“硬骨头”。

长期的贫困落后，
加之重重大山阻隔，既
是脱贫的最大阻力，也
是返贫的最大风险。

“脱贫攻坚关键在
人，关键在干部。”城口
县主要负责人称，自新
一轮脱贫攻坚战打响以
来，城口县突出党建引
领，选对用好干部、引育
本土人才、唤起群众脱
贫志气，凝聚起打赢脱
贫攻坚战的合力。

城口县贫困治理实践探索之一

通往沿河乡老柏树的新公路通往沿河乡老柏树的新公路

干部入户规划产业干部入户规划产业

2 0 2 0 年度“十大公益人物”

“十大公益项目”评选活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