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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周尤

产业链的转型升级和重构是长期实
现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必由之路，亦是“双
循环”新发展格局的基础。受中共中央委
托，近日，全国无党派人士考察团来渝围
绕“优化升级产业链、助力双循环新发展
格局”开展调研。

这一考察团可谓“高手云集”。不仅
包含了8名全国人大代表、政协委员，还有
两名中国工程院院士，以及来自北京大
学、清华大学、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浙江大
学、西南财经大学、中科院微电子研究所
等高校和科研院所的专家学者。此外，还
特别邀请了工业和信息化部规划司相关
负责人作为考察团顾问。

走访企业科技园、调研物流枢纽港，
开展座谈……在4天的调研中，考察团把
行程安排得满满当当，与企业家、科研工
作者、市级相关部门负责人探讨交流，深
入调查研究，积极建言献策。

走进企业看产业

长安汽车是中国汽车四大集团阵营
企业，拥有159年历史、37年造车积累，全
球有14个生产基地，33个整车、发动机及
变速器工厂。2020年，长安系中国品牌用
户累计突破1900万，领跑中国品牌汽车。

走进长安全球研发中心，这个拥有设
计、试验、管理等7大功能，仿真分析、噪声
振动、被动安全等12大领域180个实验室
的全球领先数据中心让考察团赞叹不已。

考察团认为，在构建“双循环”新发展
格局的进程中，一方面，提升自主创新能
力，尽快突破关键核心技术，是形成新发
展格局的关键；另一方面，应坚持长期研
发投入，建设高端科研平台，完善激励机
制，强化科技创新水平，推动向高附加值、
高端产业链环节发展，推动提升经济循环
效率。

从传统汽车企业到高新技术企业，从
枢纽港到科技园，每到一个调研点，考察
团成员都会留意重庆在探索产业链、供应
链优化升级方面的创新做法。

在华润微电子（重庆）有限公司，考察
团成员与相关负责人之间的“问”与“答”，
同样“真刀真枪”——

“企业在产业链升级中面临最大瓶颈
是什么？”

“有没有创投基金或相关政策对产业
转型中的企业进行扶持？”

“产业链、创新链融合程度如何？”
……

“进一步强化创新支持，加强与自主创新企业的产业链接，丰
富完善补贴、专项基金、税收减免等各种手段。同时，强化高技术、
新技术对既有产业的改造升级，以智能化改造引领新技术、新工
艺、新材料、新装备和新模式在工业企业中深度运用，推进产品、产
业动态实现高技术、高端化，拓展产业价值增长空间。”这成为考察
团的共识。

多次座谈话发展

在渝期间，考察团共召开了3次座谈会。根据侧重点不同，参加
座谈会的对象也有所区别。

第一场座谈会，考察团与市政府办公厅、市委统战部、市发展改
革委、市科技局、市经济信息委、市商务委、市大数据发展局等相关市
级部门的负责人深入交流，了解重庆在全力推动产业链、供应链优化
升级，深入推进大数据智能化创新发展中的做法和经验。

第二场座谈会，考察团邀请了庆铃集团、重庆航天火箭电子公
司、中国汽研公司、重庆长安汽车公司、重庆小康工业公司等企业有
关负责人，详细了解传统制造业、高新技术企业在产业升级转型和融
入“双循环”新发展格局中遇到的困难和挑战，听取企业家来自一线
的思考和建议。

第三场座谈会，是一场“头脑风暴”。考察团邀请重庆区域经济
学会、重庆工商大学、重庆市综合经济研究院、重庆社科院等高校和
科研院所的专家围绕重庆工业产业结构、产业链优化等领域，各抒己
见，积极建言献策。

“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受限于地理、教育资源等因素，重庆在
电子通信人才资源和技术创新方面存在着一定的不足，这导致企业
在产业升级转型过程中，存在技术人才引进难、技术创新乏力等问
题。”重庆航天火箭电子技术有限公司党委副书记、总经理邹辰龙在
座谈中提出了企业发展中面临的问题。

“现在，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如火如荼，我认为人才也应该
流动起来，可以加强与成都乃至全国各地的合作与共享，缓解人才短
缺问题。”考察团团长，全国政协常委、经济委员会副主任、北京大学
新结构经济学研究院院长林毅夫在现场提出了自己的建议。

座谈会上，与会人员说感受、谈问题、提建议，考察团成员们一边
听一边记，不时插话、互动交流。

聚焦堵点提建议

“缺‘芯’到底对汽车产业的出货影响有多大？”
“许多汽车行业企业家都提到了‘新四化’带来的挑战，重庆有没

有考虑整合资源，成立一个汽车技术研究中心？”
“针对专业人才紧缺的问题，企业家们对扶持政策有没有具体的

建议？”
……
一路上，考察团成员边调研边思考，边交流边探讨，务实深入。
在调研与座谈中，考察团了解到，围绕产业链转型升级，重庆许

多科研院所和企业在科技创新方面下了真功夫。同时也了解到，重
庆电智融合、场景体验、电芯安全等新能源、算法、操作系统等智能化
的高层次人才供不应求，缺口较大。

考察团坚持问题导向，对大家普遍关注的堵点难点，频频“出
招”。

“汽车产业是重庆的支柱产业，从企业家反映的问题来看，重庆
目前汽车行业中的电子信息类人才还没有形成生态，通俗来说就是
没有树林，只有树木。下一步引进人才、引进智力、引进科研院所是
关键，可以通过提升城市软环境，打造更多的创新平台、孵化平台，加
强创新人才和生态的建设，形成引人、留人的创新文化和生态，助力
产业高质量发展。”考察团秘书长，全国政协常委、清华大学中国经济
思想与实践研究院院长李稻葵说。

“要想留住人才，待遇一定要跟上。企业研发人员的工作是‘从
0到1’，从无到有，在设计薪酬体系的时候，是否可以考虑对研发人
员进行期权激励？”考察团成员，清华大学五道口金融学院副院长田
轩建议。

在结束4天的调研后，考察团表示，将充分梳理吸收此次调研成
果，找准“优化升级产业链、助力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的堵点、难点，通
过调研报告和专项建议的形式向中共中央、国务院建言资政，为全面
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贡献智慧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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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左黎韵

6月10日，由市委宣传部、市人力社
保局、市乡村振兴局、巫山县委主办的“全
国脱贫攻坚楷模”毛相林同志先进事迹报
告会在市委礼堂举办最后一场巡回报告，
6位报告团成员逐一走上讲台，声情并茂
地讲述了毛相林带领村民绝壁凿路、脱贫
致富的感人故事。

短短两个小时的报告会，响起50余次
掌声，上千名党员干部、高校师生代表在掌
声与泪光中，感悟榜样的力量。

泪目：实干才能梦想成真

“‘个头不高，嗓门很大；力气不大，干
劲很足’，这是毛支书给我的第一印象。”第
一个作报告的是巫山县巫峡镇干部方四
财，“虽然我从小在山里长大，但第一次去
下庄，看到修路的艰难，我还是吓了一跳。”

当讲到因修路而牺牲的村民时，方四
财几度哽咽，“村民出了意外，毛支书修路
的决心头一次有了动摇……然而，当他将
村民们召集起来征集意见，含泪喊道‘同意
继续修路的，举手’时，下庄的男女老少都

高高举起了手臂。”
方四财眼眶湿润了，不少观众也跟着

抹眼泪。
第二个走上台的是巫山县竹贤乡中心

小学下庄村教学点教师张泽燕，伴随着他
出场的，是大荧幕上他当年站在讲台上用
粉笔字给孩子们写下“大人流血修路为我
们，我们读书为下庄明天”两行大字的照
片。

“路通了，一个个走出去的下庄人又回
到下庄，用知识和文化改变着家乡，我相
信，他们会给下庄村带来更加美好的未
来。”张泽燕的话音刚落，台下便响起热烈
的掌声。

“现场聆听报告，我倍受鼓舞，毛相林
先进事迹也是一本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鲜
活教材，它告诉我们，只有实干才能梦想成
真。”四川外国语大学教师古晶感慨道，接
下来，她将号召学生们向毛相林看齐，以榜
样为标杆，扎根基层，用热血与青春为祖国
建设添砖加瓦。

致敬！做像他那样的共产党员

“我叫毛相林，是下庄村党支部书记兼

村主任。”
在全场热烈的掌声中，毛相林精神抖

擞地走上报告台。
“领奖时，习近平总书记对我说，‘你辛

苦了！’我当时激动得泪水都要出来了，回
答了三个字‘不辛苦’！我生在下庄、长在
下庄，能为乡亲们做点事，是我的本分，谈
什么辛苦呢？”毛相林演讲的题目便是《为
人民谋幸福不辛苦》。

当谈到修路的感受，毛相林动情地说，
“没得老百姓，这条路修不出来！没得党和
政府的领导，这条路修不出来！我们农村
党员干部，只要同老百姓心往一处想，劲儿
往一处使，心中有盼头，那是再苦也香甜
啊！”

台下观众再一次用掌声表达了对毛相
林的敬意和赞许。

被毛相林的为民情怀打动的，还有报
告团成员、巫山县竹贤乡下庄村90后驻村
干部陈天艳。当天，她讲述了自己眼中的
毛相林，并分享了感悟。“遇见老百姓的事，
多想怎么办，少说不能办，这是毛支书教会
我的，我也要做像他那样的共产党员。”陈
天艳的话语掷地有声。

“‘山凿一尺宽一尺，路修一丈长一
丈’，是什么力量推动着毛相林奋斗不止，
当一辈子的筑路人？是为乡亲们谋幸福，
为下庄村谋发展的初心与使命。”市委宣传
部干部郑泽铭感慨道，毛相林的执着与坚
守体现了共产党人的责任与担当，为全体
党员干部竖起了一面旗帜，接下来，将把毛
相林先进事迹宣传好、弘扬好，激发起全市
干部群众干事创业、勇开新局的热情。

奋进，续写更多下庄的故事

报告会上，报告团成员还用一个个鲜
活的故事讲述了下庄巨大的变化。

“目前，下庄古道正在打造，连接下庄
的旅游环线正在建设，下庄农文旅融合发
展也起步了。欢迎大家到下庄做客，看看
我们美丽的乡村。”报告会上，毛相林变身
代言人，为下庄旅游卖力吆喝。

“如今，我们村家家有产业，户户能增
收，下庄的日子越来越甜！”报告团成员、巫
山县竹贤乡下庄村脱贫户彭仁松自豪地说。
讲到动情之处，他还忍不住唱起了山歌：“而
今下庄的变化大唉，大路朝天好开阔；柑橘
西瓜和脆李哟，又香又甜没法说……”跟着
他的节奏，观众们打起了拍子。

当天，重庆日报报业集团记者颜安也
作为报告团成员走上讲台，分享了自己在
脱贫攻坚中见证的一个个感人至深的故
事，现场一次次响起经久不息的掌声。

“‘与其坐井观天，不如向天要路’，毛
相林的故事让我感同身受。”渝北区统景镇
西新村驻村工作队队员胡建军回忆，他刚
驻村那会，村里产业发展滞后，为此，他四
处争取项目，挨家挨户上门做工作，终于依
托渝北农村“双十万工程”，在村里发展起
柑橘产业，农业生产实现规模化、机械化、
智能化，村民收入翻了番。

“毛相林同志先进事迹及下庄的战贫
故事是脱贫攻坚伟大精神的生动写照。乡
村振兴同样需要像毛相林这样的先进榜
样，续写更多奋斗的故事。站在新的历史
起点上，我们要大力弘扬伟大脱贫攻坚精
神，接续做好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
村振兴有效衔接，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各项
工作，不辱新使命、展现新担当、实现新作
为。”聆听完报告，重庆市乡村振兴局党组
成员、副局长莫杰表示。

致敬！两小时响起50余次热烈掌声
——记毛相林同志先进事迹报告会最后一场巡回报告

□本报记者 苏畅

8年精准扶贫，5年脱贫攻坚，重庆18
个贫困区县全部脱贫摘帽，1919个贫困村
全部脱贫出列，累计动态识别的190.6万
建档立卡贫困人口全部脱贫，如期全面完
成脱贫攻坚目标任务。取得如此成绩，离
不开那些栉风沐雨的基层干部们。巫山县
竹贤乡下庄村党支部书记、村主任毛相林，
正是其中的优秀代表。在全国脱贫攻坚总
结表彰大会上，他获得了全国脱贫攻坚楷
模荣誉称号，并第一个上台，接受了习近平
总书记的颁奖。

历史是最好的教科书，历史是最好的
清醒剂。为弘扬伟大的脱贫攻坚精神，推
动全市上下扎扎实实学党史、悟思想、办实
事、开新局，我市组建了“全国脱贫攻坚楷
模”毛相林同志先进事迹报告团，以巡回宣
讲的方式，激励全市广大党员干部群众乘
势而上、接续奋斗，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
成果、全面推进乡村振兴。80天，19个区
县、3所高校、市委礼堂，23场报告会，报告
团在巴山渝水深入宣讲，弘扬了脱贫攻坚
精神，激发了全面推进乡村振兴的热情和
信心。

铭记光辉历程
赓续传承伟大脱贫攻坚精神

“站在新生活、新奋斗的起点，我们需
要一大批像毛相林同志这样扎根基层、攻坚
克难、只争朝夕、苦干实干的党员干部，自觉
担负起党和人民赋予的时代重任……”6月
10日，市委礼堂，伴随着VCR催人奋进的
声音，现场爆发出经久不息的掌声。

当日，“全国脱贫攻坚楷模”毛相林同
志先进事迹报告会（以下简称报告会）的最
后一场在此举行，6位报告团成员依次登

台，从不同角度，声情并茂地还原了下庄人
战天斗地、绝壁凿路的感人故事，讲述了全
市上下拼搏奋战、玉汝于成的脱贫攻坚历
程。

随着庄严的音乐声响起，舞台屏幕浮
现出巫山县竹贤乡下庄村党支部书记、村
主任毛相林对下庄人许下的誓言——“山
凿一尺宽一尺，路修一丈长一丈，就算我们
这代人穷十年苦十年，也一定要让下辈人
过上好日子。”

报告会走进的区县，大多曾是国家级
和市级贫困区县，报告会上播放的视频画
面和成员们的深情讲述，让许多人想到了
曾经的奋斗经历，想到了波澜壮阔的战贫
史。“交通困难，一难变万难；公路畅通，一
通变百通。这是所有曾奋斗在脱贫攻坚一
线党员干部的共同心声。”在忠县专场，听
完报告会后，该县白石镇党委书记张小平
如此感慨。

在酉阳专场，该县楠木乡红霞村第一
书记陈政想起了自己的经历，他刚驻村那
会，红霞村只有一条硬化公路，受困于交通
条件，产业发展几次受阻。为了修路，他四
处争取项目扶持，还亲自上门说服被占地
的村民支持修路。终于，村里有了“四好”
农村路，各村民小组通了硬化路，村民们发
展产业更有了底气。

“自己的事情自己干，自己的幸福自
己争！”毛相林修路的故事让铜梁区太平
镇坪漆村本土人才周金玲感同身受。作
为曾经的市级贫困村，“夹皮沟”里的坪漆
村山高路陡，村民出行困难，农副产品也
运不出去。2018年，坪漆村克服各种困
难，修起了一条长2.6公里、宽6米的沥青
路，不但解决了出行难题，还有了一条产
业路。周金玲表示，在未来的乡村振兴工
作中，将带领村民重点发展好果树种植，
通过延伸产业链、农旅融合发展促进产业

提档升级。

新征程催人奋进
向乡村振兴阔步迈进

一条下庄天路，不仅是生存之路，更是
发展之路、振兴之路。

下庄村率先在巫山实现整村脱贫后，
毛相林没有停滞不前，他又带领乡亲们朝
着乡村振兴的目标迈进，这感染了许多正
在乡村振兴征程上努力前行的干部和群
众。

4月20日，报告会首站走进巫山县，
当时的场景，令巫山县龙井小学老师潘
伟至今记忆犹新。“下庄的娃娃们沿着父
辈们用生命和汗水修筑的天路，一个个
走出了下庄，又一个个回到下庄，用知识
和技能改变着家乡。如同报告人张泽燕
老师所讲，娃娃们读好书，才是下庄最大
的出路，娃娃们接受好教育，乡村发展就
有好未来。”潘伟说，作为一名乡村教师，
自己要像张泽燕一样不忘初心，用心教
育好每一位学生，为乡村振兴贡献自己
的力量。

“我全程都在为毛相林同志鼓掌，为
下庄人鼓掌！”梁平区委副书记陈孟文表
示，“在新时代新征程中，梁平区将深入践
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大力弘扬伟
大脱贫攻坚精神，围绕全面推进乡村振兴
总目标，加快推动农业农村现代化，促进
农业高质高效、乡村宜居宜业、农民富裕
富足。”

“毛相林同志带领村民打开致富之路，
是共产党员坚守初心、勇担时代使命的具
体体现，作为一名扶贫干部，我将深入学习
毛相林同志的‘愚公精神’，继续干好乡村
振兴工作！”永川区乡村振兴局干部王晓霞
说。

探索农旅融合之路
启发干部群众开拓创新

如今，下庄村种上了柑橘、西瓜、脆李
等瓜果，建成了下庄人事迹陈列室，修好
了下庄天路观景台，连接下庄村的旅游环
线也正在建设——下庄村准备探索一条
农旅融合之路，很多年轻人正陆续回村创
业。

“听到下庄村村民彭仁松说，他家的柑
橘树挂果后实现增收，我激动得手都拍红
了！就像他说的那样，现在党的帮扶政策
那么好，只要我们撸起袖子加油干，小日子
哪有不滋润的道理！”巫山县巫峡镇平安村
二组脱贫户杨坤玉说，自己跟彭仁松一样，
也是靠着发展脆李、柑橘等产业实现脱贫
摘帽，“目前我种植了10余亩脆李和8亩
纽荷尔柑橘，去年年收入10多万元。脱贫
后我还想致富，今年我准备扩大脆李和柑
橘的种植规模。”杨坤玉说。

“眼下，脱贫攻坚已取得全面胜利，但
对于已脱贫群众，我们还要‘扶上马、送一
程’。接下来，高石村将围绕蛋鸡、生猪、黑
山羊等特色养殖做文章，推动农业产业提
质增效，带领更多村民致富奔小康。”垫江
县裴兴镇高石村驻村工作队副队长郭叙伟
说。

重庆大学计算机学院大四学生刘森
昊听完报告后表示，他过去一直认为作为
一名创业者，最大的成功就是技术得到突
破，项目顺利推进。听完毛相林同志的故
事，才真切地认识到，创业要将个人理想
与国家伟业相结合，充分发挥个人专业特
长，为祖国建设添砖加瓦，“作为一名新时
代的青年大学生，我将以毛相林同志为榜
样，勇于担当，为祖国建设贡献自己的青春
正能量！”

弘扬脱贫攻坚精神 全面推进乡村振兴
——“全国脱贫攻坚楷模”毛相林同志先进事迹巡回报告会综述

◀6 月 10 日，市委礼堂，“全
国脱贫攻坚楷模”毛相林同志先
进事迹报告会现场。

记者 谢智强 摄/视觉重庆

▲6 月 10 日，市委礼堂，“全
国脱贫攻坚楷模”毛相林同志先
进事迹报告会现场，观众认真聆
听报告人演讲。

本报讯 （首席记者 龙丹梅）6月9日，
我市正式启动第一批市级示范河流建设
工作。潼南区琼江、渝北区御临河等10
条河流将作为首批创建示范河流代表，
打造“河畅、水清、岸绿、景美、人和”的示
范河流。在创建示范河流的工作原则

中，保护人民生命财产安全被放在了首
要位置。

据了解，首批创建市级示范河流的
10条河流分别为潼南区琼江、渝北区御
临河、云阳县长滩河、彭水县郁江、酉阳县
酉水、荣昌区濑溪河、铜梁区淮远河、长寿

区长寿湖、开州区汉丰湖和巫山县大宁
河。

据悉，在市级示范河流创建过程中，将
坚持安全为本、生态优先、因地制宜、共建
共管原则。其中，重点聚焦防汛抗旱，坚持
以防为主、防抗救相结合，保护人民生命财

产安全被放在了示范河流建设的首要位
置。此外，在创建过程中，还将坚持尊重自
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的生态文明理念，
以生态修复为主、人工措施为辅，推动河流
休养生息、维护河流健康生命。

河流水文化的挖掘也将成为市级示范
河流创建的重点。通过挖掘河流历史文
化，讲好河流故事，充分展现各地水生态环
境特点、水文化底蕴。

首批市级示范河流建设工作将于
2021年6月至2022年12月分编制方案、
组织实施、组织验收三个阶段开展。

重庆启动首批市级示范河流创建
保护人民生命财产安全被放在首要位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