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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通讯员 孔德虎

9月，正是猕猴桃成熟的时节。在重
庆最大的猕猴桃生产基地——黔江区中塘
镇仰头山现代农业示范园里，猕猴桃挂满
枝头。中唐镇党委书记肖宪渝说：“以前村
民们主要种植苞谷、洋芋，人均年收入不到
2000元。现在改种猕猴桃，村民在家就能
挣土地流转、劳务和种植奖励3份钱，人均
年收入达到2.2万元。”

建设现代农业示范园、构建蚕桑全产
业链、坚持“文化搭台、旅游唱戏”……近年
来，黔江区持续深化产业融合、全域融合，
不断培育经济新增长点、蓄积发展新动能，
取得了实实在在的成效。

猕猴桃走出精品路线

中塘镇所处山地海拔超过800米，得
天独厚的气候适宜猕猴桃生长。一株猕猴
桃果树要五六年后才进入稳产期，这也有
利于业主公司和农民结成长期利益链。

镇里引进三磊田甜农业开发公司，创
新推出反向承包机制：在流转土地的基础
上，由企业指导技术，提供生产物资，又以
每年每亩 1200元的价格将猕猴桃果园

“反承包”给农户，再根据当年果实产量和
质量等情况，给予承包户每斤0.3—0.5元
的奖励。

“中塘猕猴桃产品走精品果路线，单价
高，年产值已经超过3000万元。”三磊田甜
农业开发公司相关负责人介绍。

蚕桑业年产值超10亿元

桑蚕是黔江重要的特色农业产业之
一，近年来，黔江以打造蚕桑“中国特色农
产品优势区”为目标，推动产业转型升级，
着力构建蚕桑全产业链发展模式。

如今，全区已建成标准桑园 10 万
亩，年产茧达8万担，蚕茧产量连续11年
位居全市第一。黔江·桐乡丝绸工业园通
过引进东部沿海先进企业等方式，建成集
茧、丝、绸、纺织、服装等为一体的丝绸工
业集群。

去年，黔江蚕农售茧收入达2亿元，
全产业链年产值超过10亿元，有1.2万余
人从事蚕业生产，带动586户脱贫户实现

增收。

打造国家全域旅游示范区

走进金秋的太极乡李子村金鸡坝农业
示范园，“太极八卦”“中华传统文化”等稻
田画清晰可见。

“太极乡因地制宜，主打现代休闲观光
农业。”黔江区农业农村委相关负责人介
绍，经过不断健全休闲观光设施和提升旅
游体验感，金鸡坝农业示范园已成为黔江
农旅融合、文旅融合的新亮点。

在濯水景区成功创建国家5A级旅游
景区后，黔江形成了“1个5A+7个4A”的
精品旅游景区集群，同时积极融入乌江画
廊文旅示范带和武陵山区民俗风情生态旅
游示范区建设，推动乡村旅游全域全季节
发展，目前已开发出精品旅游线路25条。

“我们正着力完善旅游发展规划体系，实现
文化、旅游、城市、乡村、森林、气候全域融
合，全力打造国家全域旅游示范区。”黔江
区文旅委相关负责人说。

城乡互动 黔江深化产业融合见成效

□本报记者 张莎

近年来，为深入学习贯彻落实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做好推广普及国家
通用语言文字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
市文明办、市语委将推广普通话作为
推动把习近平总书记殷殷嘱托全面落
实在重庆大地上的一项基础工作，推动
说用普通话成为广大干部群众的行为
自觉，让干部综合素养更强、市民文明
素质更高、城市品质形象更佳，为建设

“近悦远来”美好城市奠定了良好基础、
增添了文明底色。

推动说用普通话走进城
乡社区

今年暑假，西南政法大学新闻传播
学院“推普助力乡村振兴”大学生暑期
社会实践团队前往彭水苗族土家族自
治县，开展了为期3天的普通话推广社
会实践活动。

“这里的老年居民善用方言进行交
流，青壮年居民则更希望通过学习和推

广普通话加强与外界的沟通，助力当地
旅游发展。”走访中，大学生们结合当地
红色革命文化，组织开展的趣味绕口令
活动吸引了当地群众的积极参与。

我市的普通话推广注重基础培训，
市公安局、市税务局、市卫生健康委和重
庆银行等邀请专家或行业“推普之星”开
展现场教学，强化“说用”意识。全市利
用 3300余块 LED显示屏、公共交通
15000多个移动电视、2.6万余个物管小
区和单体楼院业主微信群广泛推送“推
普”宣传海报、视频，构筑起全方位、立体
化、多层次的宣传格局。同时，以开展

“说得文明”“吃得文明”“住得文明”等八
大主题实践活动为契机，通过趣味游戏、
互动问答等方式，推动说用普通话走进
城乡社区，各地各部门各单位累计开展
各类培训近10000场、“推普”实践活动
2000多场，受众达300万余人。

推动说用普通话从党政
机关向“窗口”一线延伸

“我来重庆3年了，对于重庆话还

不是听得很明白，现在办税服务大厅整
体用普通话，能把一些事情讲得更清楚
更明白。”市民王先生是一名在重庆生
活的外地人，因为工作需要时常要与税
务人员打交道。

讲好普通话，机关干部做表率，为
持续发挥党政机关、“窗口”服务等重
点行业的示范带动作用，我市推动说
用普通话从党政机关向“窗口”一线延
伸，大力营造“你说、我说、大家说”的
浓厚氛围。

渝中区组织70余家区级机关开
展“推普我带头”主题活动，南岸区在
30多个窗口单位深化“三寻五好”活
动，江北区开展“推普进社区”志愿服
务活动，推动“你说、我说、大家说”普
通话形成常态。市出租汽车公司开展

“普通话月月学”活动，市“雷锋的士”
志愿服务队利用微信群开展“每天一
句普通话”活动，由浅入深提高驾驶员
的普通话水平。重庆百货公司积极探
索奖惩机制，促进从业人员从“说得
了”向“说得好”转变。

开出租车15年的“的姐”代峥艳
说，现在公司通过微信群打卡，引导大
家每天“说一句话”“练一首诗”，大家在
运营中明显敢开口了，普通话说得也更
顺了。

2025年全市普通话普及
率达到85%以上

我市正着力建设与具有全国影
响力的现代化中心城市相匹配的语
言环境，已将大力推广普及普通话
纳入《重庆市语言文字事业“十四
五”发展规划》之中，明确 2025 年全
市普通话普及率达到 85%以上、全
市范围语言障碍基本消除的发展目
标。

同时，在文明城市创建和“文明在
行动·满意在重庆”暗访工作中，有关部
门还对政务大厅、商场超市、酒店饭店
等从业人员采取实地暗访和电话随访
方式进行督导，发现不在工作场合使用
普通话行为36起，已及时督促整改提
升。

用语言架起近悦远来的桥梁
2025年重庆市普通话普及率要达到85%以上

本报讯 （记者 杨铌紫 通讯
员 徐珍珍）9月14日，重庆日报记者
从中国铁路成都局集团有限公司获
悉，重庆铁路枢纽东环线全线最长隧
道——樵坪山隧道顺利贯通，标志着东
环线整体施工建设取得重大进展，为全
线建成通车打下坚实基础。

樵坪山隧道位于巴南区南泉镇和
南岸区长生桥镇境内，由中铁二院设
计、中铁二十局集团有限公司承建，全
长 7568 米，为东环线最长的双线隧
道。隧道正线上跨渝湘高铁，下穿既有
公路、房屋及高压铁塔，所经地区地质
条件复杂、地形地貌多样、既有建筑物
众多。洞身主要穿越侏罗系中统上沙
溪庙组泥岩夹砂岩地层，泥岩呈中厚层
至薄层状，地质条件差。

“因樵坪山隧道内设置客车线路所
出岔进入重庆东站，洞内设计有长度
160米、177米的两段大跨衬砌，开挖

宽度24.53米、高度15.87米，这个开挖
宽度相当于正常隧道的两倍。”中铁二
十局集团重庆铁路枢纽东环线项目总
工程师蒋利松介绍，如此大断面、长段
落的大跨隧道施工在重庆地区极其少
见。为克服大跨段落开挖工艺复杂、进
度慢、塌方风险高等问题，项目采用“以
锚代撑”的理念简化开挖步骤、调整工
艺，在保证安全的前提下加快了大跨段
开挖进度。

重庆铁路枢纽东环线起于江津区，
经珞璜、南彭、茶园、东港、龙盛、统景、
木耳、水土，终点接轨于襄渝铁路磨心
坡北站，正线全长155公里。作为重庆
市重点工程项目，重庆铁路枢纽东环线
建成后将串联重庆铁路枢纽站、机场等
综合交通点，完善重庆铁路枢纽布局，提
高运输组织灵活性，满足沿线工业企业
物流运输需求，引导城市向外拓展，缓解
主城区交通压力。

重庆铁路枢纽东环线樵坪山隧道贯通
全长7568米，为东环线最长的双线隧道

本报讯 （记者 崔曜）9 月 14
日，重庆日报记者从市气象局获悉，预
计15日夜间到17日白天，我市长江
沿线及其以北地区有大雨到暴雨，局
部地区大暴雨。当日，市气象局发布
暴雨Ⅳ级预警，市防汛抗旱指挥部发
布江河洪水、山洪灾害、渍涝灾害Ⅳ级
预警。

受西南低涡影响，预计9月15日
夜间到17日白天我市有一次强降雨
天气过程，其中15日夜间到16日夜
间为最强降雨时段，长江沿线及其以
北地区大雨到暴雨，局地大暴雨。过
程累计雨量：长江沿线及其以北地区
40～90毫米，局地150～180毫米；其
余地区10～40毫米，局地50～80毫
米；最大小时雨量50～80毫米。降雨

时部分地区伴有雷电和阵性大风。
市气象局提请注意，此次强降水

区域与前期有重叠，地质灾害、中小河
流洪水、山洪、城乡积涝风险高，请大
家注意加强防范。四川境内的渠江、
嘉陵江、涪江、岷沱江流域有暴雨到大
暴雨，沿江区县居民注意过境洪水与
本地降水的叠加影响。部分地区将出
现短时强降雨、雷雨大风等强对流天
气，请做好防范应对措施。

市水文监测总站初步分析，预计
15～18 日，我市长江沿线及以北地
区中小河流可能出现不同程度涨水
过程，个别河流可能超警。潼南、大
足、铜梁、璧山、荣昌、渝北、北碚、合
川、梁平、渝中、江北、沙坪坝、两江新
区、高新区、綦江、万盛、长寿、丰都、垫

江、忠县、云阳、万州、开州、城口等24
个区县中小河流涨水风险高。

今晚至后天我市将有大雨到暴雨
市防汛抗旱指挥部发布江河洪水、山洪灾害、渍涝灾害Ⅳ级预警

重庆市暴雨灾害风险等级预报
2021年9月15日20时－2021年9月17日20时

本报讯 （记者 王翔 通讯员
袁启芳）9月10日，重庆跨境公路班车
联动广西龙邦口岸，正式开通重庆至越
南新通道，至此，重庆跨境公路班车线
路增至10条。

重庆跨境公路班车，自2016年首
发至今，累计发车突破7400车次。今

年开行超过 2400 车次，同比增长
48%。此次重庆跨境公路班车联动广
西龙邦口岸开通至越南的新通道，从重
庆南彭公路保税物流中心（B型）出发，
途经广西龙邦口岸出境，最终抵达越南
兴安，运输线路全长约1400公里，全程
公路运输，用时约48小时。

重庆跨境公路班车开新线
重庆至越南新通道开通，跨境公路班车线路增至10条

重庆跨境公路班车开通至越南新线路。 （受访者供图）

（上接1版）激发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活力，
打造广大网民喜闻乐见的特色品牌活动和
原创精品，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
转化、创新性发展。丰富优质网络文化产
品供给，引导网站、公众账号、客户端等平
台和广大网民创作生产积极健康、向上向
善的网络文化产品，举办丰富多彩的网络
文化活动。提升网络公共文化服务水平，
推动国家重大文化设施和国有文化资源数
字化网络化，提高网络公共文化服务供给
的普惠性和便捷性。

《意见》指出，要加强网络空间道德建
设。强化网上道德示范引领，广泛开展劳
动模范、时代楷模、道德模范、最美人物、身
边好人、优秀志愿者等典型案例和事迹网
上宣传活动，推动形成崇德向善、见贤思齐
的网络文明环境。深化网络诚信建设，举
办形式多样的线上线下品牌活动，大力传
播诚信文化，倡导诚实守信的价值理念，鼓
励支持互联网企业和平台完善内部诚信规
范与机制，营造依法办网、诚信用网的良好
氛围。发展网络公益事业，深入实施网络
公益工程，广泛开展形式多样的网络文明
志愿服务和网络公益活动，打造网络公益
品牌。

《意见》指出，要加强网络空间行为规
范。培育符合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网络
伦理和行为规则，鼓励各地区各部门结合
文明创建工作制定出台符合自身特点的网
络文明准则，规范网上用语，把网络文明建
设要求融入行业管理规范。着力提升青少
年网络素养，进一步完善政府、学校、家庭、

社会相结合的网络素养教育机制，提高青
少年正确用网和安全防范意识能力，精心
打造青少年愿听愿看的优秀网络文化产
品。健全防范青少年沉迷网络工作机制，依
法坚决打击和制止青少年网络欺凌，保护青
少年在网络空间的合法权益。强化网络平
台责任，加强网站平台社区规则、用户协议
建设，引导网络平台增强国家安全意识。加
强互联网行业自律，坚持经济效益和社会效
益并重的价值导向，督促互联网企业积极履
行社会责任。发挥行业组织引导督促作用，
促进行业健康规范发展，鼓励支持各类网络
社会组织参与网络文明建设。

《意见》指出，要加强网络空间生态治
理。深入开展网络文明引导，大力强化网
络文明意识，充分利用重要传统节日、重大
节庆和纪念日组织开展网络文明主题实践
活动，教育广大网民自觉抵制歪风邪气，弘
扬文明风尚。进一步规范网上内容生产、
信息发布和传播流程，深入推进公众账号
分级分类管理，构建以中国互联网联合辟
谣平台为依托的全国网络辟谣联动机制。
深入推进“清朗”、“净网”系列专项行动，深
化打击网络违法犯罪，深化公众账号、直播
带货、知识问答等领域不文明问题治理，开
展互联网领域虚假信息治理。健全网络不
文明现象投诉举报机制，动员广大网民积
极参与监督，推动网络空间共治共享。坚
持依法治理网络空间，把弘扬社会主义核
心价值观贯穿网络立法执法司法普法各环
节，发挥法律法规对维护良好网络秩序、树
立文明网络风尚的保障作用。加强个人信

息保护法、数据安全法贯彻实施，加快制定
修订并实施文化产业促进法、广播电视法、
网络犯罪防治法、未成年人网络保护条例、
互联网信息服务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创
新开展网络普法系列活动，增强公民法律
意识和法治素养。

《意见》指出，要加强网络空间文明创
建。推动群众性精神文明创建活动向网上
延伸，充分发挥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和县
级融媒体中心作用，加强网民网络文明素
养实践教育基地建设，推动基层开展网络
文明建设活动。开展军民共建网络文明活
动，促进军政军民团结。积极打造中国网
络文明理念宣介平台、经验交流平台、成果
展示平台和国际网络文明互鉴平台。深入
实施争做中国好网民工程，引导广大网民
尊德守法、文明互动、理性表达，引导全社
会提升网络文明素养，净化网络环境。

《意见》要求，各地区各部门要充分认
识加强网络文明建设的重要意义，建立党
委统一领导、党政齐抓共管、有关部门各负
其责、全社会积极参与的领导体制和工作
机制。各级网信办、文明办要牵头抓总，加
强对网络文明建设的组织指导和协调服
务。注重发挥网民主体作用，广泛搭建平
台，开展特色活动，吸引广大网民特别是青
少年网民主动参与网络文明建设。加大政
策、项目等扶持力度，鼓励社会力量对网络
文明建设提供财力物力支持。加强对工作
规律的认识把握，不断推动内容形式、方法
手段、渠道载体等创新，增强网络文明建设
的针对性有效性和吸引力感染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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