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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黄琪奥

日前，中国作家协会公布了2020年度
少数民族文学重点作品扶持项目名单，由重
庆土家族女诗人隆玲琼创作的诗集《你住几
支路》（暂定名）成功入选。

据介绍，2020年度少数民族文学重点
作品扶持项目共收到申报选题142个，最终
确定入选48个，其中，汉语文创作选题38
个，民族语文创作选题10个。隆玲琼的诗
集是我市唯一入选的项目。隆玲琼现居重
庆丰都，其创作的诗歌曾发表于《诗刊》《红

岩》《星星》等刊物，曾获第八届重庆少数民
族文学奖。

“这本诗集主要收录了我这两年来创作
的百余首诗歌，大约有一半都是以扶贫为题
材，主要记录的是我这些年在从事扶贫工作
中所遇到的种种故事。”2月16日，在接受重

庆日报记者的采访时，隆玲琼表示。
“选择创作扶贫题材的诗歌，除了因为

我本身就热爱写诗，更重要的是，我虽然不
是驻村干部，但作为丰都县生态环境局的一
名工作人员，我参与了对丰都县许明寺镇隆
家沟村的帮扶工作。在这一过程中，我亲眼

目睹了脱贫攻坚为乡村所带来的巨大变化，
也知晓广大扶贫干部为完成这一目标所付
出的努力。”隆玲琼说。

隆玲琼介绍，《你住几支路》（暂定名）这
部诗集的最大特点就是真实，她结合自身参
与扶贫工作的经历，以人为本，以景为幕。“例
如《他说种子与果实》就通过记录村民隆叔所
说的‘一颗种子就可以结出一树李子或者一
堆红薯’，再现了农民对土地的认知与感恩；
而《雨中走访》则通过记录扶贫干部走访贫
困户向银成的过程，展现了扶贫干部们为让
贫困户成功脱贫所做的努力。”

重庆土家族女诗人

用诗歌记录脱贫故事

□本报记者 颜安

2月18日，农历大
年初八，天气晴好。当
天，垫江县坪山镇迎春
村七社村民刘德胜从
镇上买回了10罐南瓜

种，总计花费750元。将南瓜种放好后，他赶紧将这一笔开支
记在了账本上。

刘德胜曾是国家统计局垫江调查队的一名农村居民收支
调查记账户。从2017年12月至2020年12月，老刘一丝不
苟地记了3年。厚厚的3大本记账本字迹工整，几乎没有涂
改，小到一斤1.5元的豆芽，大到几百元的生日礼金，一笔笔
小计和余额分毫不差，反映出浓浓的民生冷暖。

“最大的一笔收入，应该是前年的12月吧。”老刘若有所
思地回忆。记者赶紧将账本翻到2019年12月，果然——12
月1日这一天，他卖掉了30头肥猪，总收入11万余元，纯利润
约3万元。

养猪是老刘一家的重要收入来源，常年出栏量在40-50
头之间，每年的纯收入有好几万元。除去养殖之外，种植青菜
头和蜜本南瓜也是他的主要收入渠道之一。

“现在镇村干部对我们农民很关心，一发现什么有什么行
情都会赶紧告诉我们。”他说，去年青菜头的保护价上调了，镇
里感觉到来年青菜头会涨价，于是发动大家多种植。老刘就
在平时的基础上多种了两三亩，这不，2月18日才卖了4吨，

“现过现”收入5800元。
说完了收入，再来看看支出。
记者翻阅账本，发现子女教育开销在这个家庭里占比不

小。老刘的媳妇邓义楠掰着指头给记者算账：“大女儿在重庆
大学读研究生，每个月1号要打去1500元生活费；二女儿在
垫江五中读高三，每个学期学费1350元，每个月生活费800
元，小儿子在坪山小学念书，一学期400元餐费。杂七杂八，
这一年就是几万哪！”邓义楠感慨不已。记者“按图索骥”，果
然在每个月的1号，看到了对应的支出账。

但政策也为家里减轻了不少负担，比如说，老刘的大女儿
从大学本科开始，每年就获得了6000元的助学贷款，读到研
究生之后，助学贷款的金额也上涨到了9000元/年。而小儿
子同样受益于营养午餐计划，长得敦敦实实。

坐在堂屋的老刘的老母亲，此前生了一场大病，现在仍然
坐在轮椅上，精神状态一般。“连续昏了两次，一次是2019年
4月4日，另一次发生在6月，在家里做早饭，突然就倒下去
了。”刘德胜回忆，两次住院前前后后近一个月时间，医疗费两
万多元。但记者翻阅记账本发现，4月那次实际上只花了
4983元，6月那次只花了7089元，支出总计实际上只有1.2万
余元，“全靠医保，报销了一半多。”老刘说。

按照统计工作的相关规定，记账户样本一般三年轮换
一次，今年起就是新的一轮。刚被轮换下来的老刘，逢账便
记的习惯一时半会儿还没改过来。记者在他今年的账本里
看到：1月18日，购入一头种猪，3500元；2月18日，购入谷
种4斤，200元……“牛年就要像牛一样有冲劲儿，我指望着
这些支出为家里带来更多的收入呢。”说到这里，老刘又笑
了。

（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统计法》要求，本文人物均为
化名）

小小记账本 记录大民生

□新华社记者

“一粒种子可以改变一个世界，一项技
术能够创造一个奇迹。”习近平总书记指出，
要下决心把民族种业搞上去，抓紧培育具有
自主知识产权的优良品种，从源头上保障国
家粮食安全。

仓廪充实、餐桌丰富，种业安全是基
础。21日公布的中央一号文件提出，打好种
业翻身仗。如何让小种子迸发大能量？记
者在各地进行了调研采访。

亦喜亦忧的种子

两个多月前，2020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
提出解决好种子和耕地问题，强调要开展种
源“卡脖子”技术攻关，此后召开的2020年中
央农村工作会议也做出相关部署。今年中央
一号文件提出，农业现代化，种子是基础，深
入实施农作物和畜禽良种联合攻关。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农村经济研究部
部长叶兴庆近日表示，未来对口粮的品质
需求将持续提高、对饲料粮的数量需求将
持续增加，面对我国人多地少的现实，保障
粮食和食物安全，必须从良种方面挖掘潜
力。

“手中有粮，心里不慌。”新冠肺炎疫情
在全球蔓延，对粮食市场带来影响再次印证
了这句话。面对复杂的国际环境，避免关键
领域“一剑封喉”，必须加快种业自立自强。

目前我国农作物自主选育品种面积占
比超过95%。水稻、小麦单产在世界上处于
比较好的位置，但大豆亩产只有约130公
斤、玉米约420公斤，相当于国际先进水平
的三分之二。而在养殖业，生猪、奶牛、白羽
肉鸡等种源不同程度依赖国外。

中央农办主任、农业农村部部长唐仁健
表示，我国种业自主创新与发达国家有差
距，一些品种、领域和环节，如果出现极端断
供情况，虽然不会“一卡就死”，但确实会影
响农业发展速度、质量和效益。

打赢“翻身仗”关键何在？

大豆曾是中国主要的出口农产品之
一。但据国家统计局和海关总署数据显示，
2020年全国大豆产量1960万吨、同期进口
大豆10033万吨。国内大豆消费的大头依
赖进口。同时，玉米进口也在增加。2020
年，我国进口玉米1130万吨，比上年同期增
加135.7%。

专家分析说，除了耕地、水等条件有限
外，我国长期以来在水稻、小麦等口粮方面
的科研和人力投入多，大豆和玉米方面投入
资源相对有限，生物育种等技术应用不充
分。玉米起源于南美，我国玉米种质资源并

不丰富，缺乏好的育种材料进行重组，需要
在资源收集、科研力量、技术应用等方面下
功夫。

采访中，有关专家和企业负责人表示，
打赢种业翻身仗必须解决几个关键问题：

——种质资源原始创新能力与国际先
进水平有差距。我国保存的农作物种质资
源总量突破52万份，但目前完成资源精准
鉴定的不到10%，在挖掘真正有用的基因方
面，有待进一步努力。

——产学研深度融合有待进一步落
实。科研人员缺少产业化推广的精力和能
力，而种子企业普遍小而散，科研水平不
高。“我们倡导以企业为主导的创新体制，但
目前资源、人才、资金等是向科研单位倾斜
的。”合肥丰乐种业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戴
登安说。

——知识产权保护至关重要。如果这
个工作没有到位，科研人员有后顾之忧，不

愿与企业合作；而企业也不愿投入，担心遭
遇侵权假冒。

业内人士普遍认为，我国尚未形成种质
资源利用、基因挖掘、品种研发、产品开发、
产业化应用的全链条组织体系。

变局之中“蓄势待发”

如何打赢翻身仗？中央一号文件提出，
加强农业种质资源保护开发利用，对育种基
础性研究以及重点育种项目给予长期稳定
支持。

在中国农科院新国家作物种质资源库
建设现场，相关工作正抓紧推进。新的资源
库今年建成后可保存150万份种质资源，保
存能力位居世界第一，在智能化、信息化方
面也将有显著提升。

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国农科院副院长万
建民表示，“十四五”期间，我国将继续推进
第三次全国农作物种质资源普查与收集行
动，重点攻克并建设高通量、规模化表型及
基因型鉴定平台，发掘携带优异基因资源种
质材料，定向改良创制高产、优质、抗逆、养
分高效利用的新种质。

农业农村部已确定，把种业作为“十四
五”农业科技攻关及农业农村现代化的重点
任务来抓，保持水稻、小麦等品种的竞争优
势，缩小玉米、大豆、生猪、奶牛等品种和国
际先进水平的差距。

生物工程技术是育种产业的一把利剑。
中央一号文件提出，尊重科学、严格监管，有
序推进生物育种产业化应用，加强育种领域
知识产权保护，促进育繁推一体化发展。

（记者于文静、薛钦峰、王朋、张志龙、姜
刚、王晖、吴慧珺）

（据新华社北京2月21日电）

改变世界的一粒种子
——从中央一号文件看打赢种业翻身仗

谋划新篇章 党建引领凝聚发展合力

为了实现争创国内一流资产管
理机构的目标，渝农商理财牢牢抓
住党的建设这个国有企业的“根”与

“魂”，第一时间成立了公司党委，全
力推进党建工作的制度化、系统化

和常态化。截至目前，渝农商理财
党员共有41名，占比超过员工总数
的2/3。

在党建引领下，渝农商理财
对标监管要求和先进同业做法，

搭建起了形神兼备的现代公司治
理模式，公司各内部机构、部门严
格按照相应议事规则、制度办法
履职尽责，确保公司各项工作平
稳运行。

推动新发展 业务转型成效斐然

自开业以来，渝农商理财认真
研判资产管理市场发展趋势，严格
执行监管要求，创新服务、多措并
举，持续推动理财业务转型发展。
截至目前，渝农商理财受托管理理
财产品规模超过 1450 亿元，其中
净值型理财产品占比超过80%，转
型力度居全国农商系统前列。据

悉，在受托管理理财产品中，渝农
商理财自主发行的理财产品规模
超过200亿元，居同期开业的城商
行及农商行理财子公司前列。开
业以来，渝农商理财品牌知名度和
美誉度持续提升，先后荣获《上海
证券报》颁发的“第十一届‘金理
财’年度农商行理财卓越奖”，《中

国证券报》颁发的“第一届中国银
行业理财金牛奖”；荣获银行业理
财登记托管中心颁发的“全国银行
业理财信息登记工作杰出单位”等
多个荣誉、奖项。

值得一提的是，渝农商理财开
业半年即实现盈利，圆满完成了既
定目标。

坚定新目标 争创国内一流资产管理机构

据渝农商理财负责人介绍，理财
子公司虽然脱胎于银行的资管部门，
但两者在组织架构、运营方式、监管
要求等方面存在较大不同。渝农商

理财成立之初就结合自身特点，制定
了公司发展总体战略及目标，即认真
贯彻落实市委、市政府及上级监管部
门有关支持国家及地方发展战略、服

务实体经济、助力乡村振兴等各项决
策部署，抢抓战略机遇，守正创新、臻
于卓越，致力于争创国内一流资产管
理机构。

渝农商理财有限责任公司

争创一流资管机构 打造集团“三创”中心

2020年6月，渝农商理财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渝农商理

财”）在重庆挂牌开业。作为全国农商行及西部地方银行首家理财

子公司，其开业以来的运营情况怎么样？

据渝农商理财负责人介绍，公司将
坚持以改革创新促发展，采取一系列的
新动作、新举措，推动理财业务高质量发
展，着力将公司打造为集团“三创”中心。

——以客户为中心的创新中心。
相较于银行发行的理财产品，理财子公
司产品创新空间更大、更灵活。渝农商
理财将进一步加强对客户需求的收集
和分析，“想客户之所想，谋客户之所
需”，将客户需求与公司投研体系、产品
管理体系、科技体系实现深度融合，切
实加大产品创新力度，提高资产配置的
丰富性，以知识赋能、专业赋能、科技赋
能，为客户提供更多的创新性理财产
品，致力打造多元化、特色化、高质量的
理财产品体系，更好地满足客户投资理
财需求。

——以市场化为导向的创造中
心。作为全国农商行及西部地方银行

首家开业的理财子公司，渝农商理财肩
负着集团改革创新“试验田”的重担。
公司将运用好牌照优势，坚持市场化方
向，在多个领域进行探索。一方面，立
足重庆、辐射全国，通过加强代销渠道
建设、搭建产品经理团队等方式，探索
市场化道路；另一方面，依托集团金融
科技优势，打造智能化的金融科技体
系，让金融科技更好为客户财富管理赋
能添力。

——以稳健经营为特点的创富中
心。据渝农商理财负责人介绍，渝农商
理财的初心就是勤勉尽责，受客户之
托、代客户理财，当好客户资产保值增
值、为客户创富的“助推器”。为此，公
司将充分利用大数据分析、系统自动化
等技术对风控模式进行优化完善，建立
覆盖风险识别、计量、分析、处置全流程
的智能风控体系，全面提升风险防控能

力；同时，利用好覆盖宏观、信用、行业、
个券的全方位、立体式研究体系，为投
资决策提供精准有力的支持；积极发行

“固收+”产品，在利用好固收投资传统
优势的基础上适当配置权益类、创新类
资产，为客户资产增值提供更多选择。

“下一步，渝农商理财将紧紧围绕
‘争创国内一流资产管理机构’的目标，
持续提升为客户资产保值增值的专业
理财水平，致力为客户提供更优质、更
高效的金融服务，倾力打造重庆金融

‘新名片’，为支持重庆共建西部金融中
心，加快建设立足西部、面向东盟的内
陆国际金融中心以及推动重庆金融开
放发展不断贡献新的更大力量。”渝农
商理财相关负责人表示。

刘铖铖
图片由重庆农商行提供

贡献新力量 打造集团“三创”中心

2020 年 6 月，渝农商理财有限责任公司挂牌开业，成为全国农商行及西部地方银行首家理财子公司。

河
北
省
滦
州
市
滦
城
街
道
邹
家
洼
村
村
民
在

收
获
小
麦
（
二○
二○
年
六
月
十
八
日
摄
）
。

新
华
社
记
者

牟
宇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