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7年12月13日，巫溪县红池坝
镇中岗村平均海拔超过2000米的女儿
厂上，雪花纷纷扬扬，空气寒冷刺骨。

药材商熊兴权开着一辆货车，驶
过半年多前才通车的、从大阳煤矿到
女儿厂的机耕道，到山上收购药材。

“（他）上来拉了好几趟，这是今年
最后一批了。”接过熊兴权递过来的厚
厚一叠钞票，荣成中药材种植合作社
负责人、62岁的林荣成笑着告诉重庆
日报记者，2017年合作社的云木香只

挖了5万多斤，但由于价格上涨，合作
社能有近50万元的收入，“除去社员
的分成，我又可以再还点债了。”

林荣成说，为了修这条10公里长
的机耕道，他前前后后共借了130多
万元，现在还剩下80多万元没还。

路不通，药材种得
越多亏得越多

走进中岗村，一眼便可以看到林

荣成的家——周围全是砖房，这栋墙
体已裂开几个口子的土坯房显得分外
打眼。

其实，早在三四年前，林荣成一家
的小日子过得还不错。

他早年经营酒厂，颇有些积蓄。
儿子林先锋在巫溪县尖山中学任教，
女儿林先春早已成家，家中没有拖累。

2009年底，林荣成在西南大学接
受了药材种植培训后，与刘永辉、马发
宇等7户村民成立了中药材种植合作

社，自任社长，开始在女儿厂种植云木
香和党参。到2014年，合作社的云木
香种植面积从最初的10多亩扩大到
700多亩，当年冬天，合作社就挖了
40余万斤云木香。

药材丰收，让合作社的每个人都
喜笑颜开。然而，如何才能把云木香
运下山呢？

“当时到女儿厂，就一条‘毛毛
路’，只有三四十厘米宽，两旁是陡坡
深谷。”林荣成介绍说，由于路险难行，
上下女儿厂徒手攀爬单程都要近3个
小时，药材又必须抓紧时间背下山，否
则就只能眼睁睁地看着100多万元的
收入化为乌有。

林荣成只好请挖药材的村民一袋
一袋地往山下扛，扛一袋给50元的工
钱。

“很多人扛了一趟就不干了。”山
路本就难行，冬天下雪后更是凶险异
常，这让很多村民望而却步。林成荣
记得，在王家槽槽口，一个村民脚下一
滑，连人带药材就往深谷滚落。幸好
人被树枝挂住，只是受了轻伤，但100
多斤药材却找不回来了。

万般无奈，林荣成一边自己背药
下山，一边再三请求村民帮忙，最终花
了近1个月时间，才将所有云木香扛
下山。

云木香是运下了山，可光挖药材
和运下山的人力成本就花去了40多
万元。除去种子、化肥、管护等费用，
在山上忙碌了4年，合作社还倒亏了
近万元。

（下转2版）

“借”来的致富路
本报记者 张红梅 陈维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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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保定 1 月 3 日电 （记者
曹智 李清华 黎云）新年伊始，万象
更新，全军上下厉兵秣马，练兵正当
时。3 日上午，中央军委隆重举行
2018年开训动员大会，中共中央总书
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向
全军发布训令，号召全军贯彻落实党
的十九大精神和新时代党的强军思
想，全面加强实战化军事训练，全面提
高打赢能力。

隆冬的华北大地寒意正浓，训练
场上生机勃发、热情涌动。开训动员
大会主会场——中部战区陆军某团靶
场，7000余名官兵全副武装、威武列

队，近300台装备整齐列阵、气势磅
礴。校阅台上悬挂着“中央军委2018
年开训动员大会”横幅。“按实战要求
去训练，按训练去实战，训练与实战达
到一体化”“召之即来、来之能战、战之
必胜”的字样格外醒目。同时，全军设
4000余个分会场，陆军、海军、空军、
火箭军、战略支援部队、武警部队设野
战化分会场。从林海雪原到天涯海
角，从西北大漠到东南沿海，从中原腹
地到万里边关，三军将士威严伫立、集
结待命。这是中央军委首次统一组织
全军开训动员，是人民军队加强新时
代练兵备战的一次崭新亮相。

10时整，习近平一身戎装登上主
会场校阅台。开训动员大会开始，官
兵齐声高唱中国人民解放军军歌，嘹
亮的歌声响彻长空，响遍座座军营。

随后，习近平向全军发布训令。
他命令：全军各级要强化练兵备战鲜
明导向，坚定不移把军事训练摆在战
略位置、作为中心工作，抓住不放，抓
出成效。要坚持领导带头、以上率下，
坚持实战实训、联战联训，坚持按纲施
训、从严治训。要端正训练作风、创新
训练方法、完善训练保障、严格训练监
察，开展群众性练兵比武活动，加强针
对性对抗性训练，提高军事训练实战

化水平，牢牢掌握能打仗、打胜仗的过
硬本领。全军指战员要坚决贯彻党中
央和中央军委决策指示，发扬一不怕
苦、二不怕死的战斗精神，刻苦训练、
科学训练，勇于战胜困难，勇于超越对
手，锻造召之即来、来之能战、战之必
胜的精兵劲旅，坚决完成党和人民赋
予的新时代使命任务。

习近平发布训令后，全场响起长
时间雷鸣般的掌声。

统帅一声令，全军齐行动。受领
训令后，全场官兵面向鲜艳的八一军
旗，高声诵读军人誓词。军旗猎猎，誓
言铮铮，充分体现了官兵坚决听从习
主席号令、大抓练兵备战的坚定意志。

号令即出，动若风发。2018年全
军军事训练正式拉开帷幕，各部队按
计划展开训练。主会场官兵登战车、
入战位，迅速展开，一时间呼号震天，
机甲轰鸣，战尘飞扬，一派生龙活虎的
场面。习近平现场校阅主会场官兵向
驻训地域机动集结情况，露出赞许的
目光。

习近平通过视频校阅了各军兵种
和武警部队野外分会场开训情况。塞
外北国千里冰封，陆军某合成旅官兵
顶风冒雪，展开实弹实装训练；南国军
港波飞浪卷，海军陆战队展开登陆装
载训练；冀中平原一望无垠，空军某试
验训练基地展开空中对抗、对地突击
训练；江南丘陵层林尽染，火箭军某导
弹旅展开测试转载训练；京郊大地寒
气袭人，武警北京总队展开应急处突
训练……

铁甲滚滚，战舰驰骋，银鹰呼啸，
剑指苍穹……全军上下以饱满的政治
热情、高昂的战斗意志，在中华大地迅
速掀起实战化军事训练热潮。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军委
副主席许其亮主持开训动员大会，中
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军委副主席
张又侠，中央军委委员魏凤和、李作
成、苗华、张升民，军委机关各部门主
要领导参加活动。

时序轮替中，始终不变的是奋进者的身姿；历史坐标
上，始终清晰的是改革者的步伐。

2018年，我们迎来了改革开放40周年，这是一个重要
的时间节点。习近平主席在新年贺词中强调，“我们要以
庆祝改革开放40周年为契机，逢山开路，遇水架桥，将改
革进行到底。”铿锵的话语、庄严的宣示，彰显强大的改革
信念，昭示坚定的改革决心。改革开放走过40年，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将改革进行到底”凝聚起社会
共识、激励着奋斗精神，成为新时代的主旋律、最强音。

40年风雷激荡，40年岁月峥嵘，是改革开放让中国的
发展成为“我们这个时代最激动人心的事件”。小岗村的
一纸“包干契约”，写下波澜壮阔的时代叙事；深圳蛇口的
主题博物馆，讲述先行者的勇敢探索；奔流不息的黄浦

江，见证着“因改革而兴”的“浦东奇迹”……从1978年出
发，中国不仅以 200 多倍的经济增长带来“史诗般的进
步”，更以“赶上时代”到“引领时代”的跨越，成为“让世界
仰望的北极星”。这是改天换地的事业，这是前无古人的
道路，共和国这辉煌的40年必将载入史册。

历史的接力棒传到了我们这一代人手上，过去5年，
新一轮改革大潮澎湃。蹄疾步稳推出 1500 多项改革措
施，拓展改革广度；医疗、养老等社会保障惠及更多人
群，凸显改革温度；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推动要素配置优
化，折射改革精度；人民军队实现革命性重塑，强化改革
深度；国务院部门累计取消行政审批事项618项，彰显改
革力度……

（下转2版）

将改革进行到底
——习近平主席2018年新年贺词启示录④

人民日报评论员

本报讯 （记者 陈国栋）1月3日，市委
副书记、代市长唐良智主持召开市政府第五
次全体会议，审议《重庆市人民政府工作报
告》《关于重庆市2017年财政预算执行情况
和2018年财政预算草案的报告》《关于重庆
市2017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执行情
况及2018年计划草案的报告》。会议还对做
好当前工作进行了部署。

会议指出，过去一年，全市政府部门在以
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和习近
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正确指引
下，按照市委的决策部署，攻坚克难、奋发努
力，实现了经济社会发展稳中向好，为本届政
府画上了圆满句号。

会议强调，新的一年，要深入贯彻党的十
九大精神和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精神，按照市
委的决策部署，坚决打好“三项攻坚战”，谋划
推动“八项战略行动计划”，不断增强经济发
展的韧性、弹性和延展性，推动我市高质量发
展迈出坚实步伐。要加快产业升级，推动传

统产业智能化升级、大数据智能化产业发展、
智能化应用互动发展，增强经济质量优势。
要激发创新动力，更加重视科技创新和体制
机制创新，更多引进培育创新资源，增强经济
竞争力。要改善社会民生，着力解决好教育、
医疗、养老、住房、交通、城市管理等热点难点
问题，让群众得到看得见、摸得着的实惠。要
优化政务服务，加强调查研究，与时俱进增强
本领，着力打造优良营商环境，激发各类市场
主体活力。

会议强调，当前要精心准备开好全市
“两会”，认真办理建议、提案。要扎实抓好
安全稳定工作，加强安全隐患和矛盾纠纷
的排查化解。要做实关心困难群众工作，
严肃查处拖欠农民工工资违法行为。要切
实保障节日市场供应，维护市场平稳运
行。要严格遵守廉洁纪律，坚决杜绝“节日
腐败”。

市政府领导吴存荣、刘强、陈绿平、陈和
平、谭家玲、刘桂平、屈谦等出席会议。

市政府召开第五次全体会议

中央军委举行2018年开训动员大会

习近平向全军发布训令

◀2017 年 12 月 13 日，中岗村通往
女儿厂药材基地的机耕道已通车，但仍
十分险要。 记者 谢智强 摄

1月3日上午，中央军委隆重举行2018年开训动员大会，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向全军发
布训令。这是动员大会主会场部队受领训令后展开训练。 新华社记者 李刚 摄

▲2016 年 5 月 10 日，巫溪县红池
坝镇中岗村，林荣成看着正在施工的
机耕道。

《2017重庆十大地理新闻地图》发布
哪些重要事件

改变了我们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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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届重庆毕业生
就业率为89.65%

六成以上毕业生选择在渝工作

1月3日上午，中央军委隆重举行2018年开训动员大会，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
军委主席习近平向全军发布训令。

新华社记者 李刚 摄

本报讯 （记者 廖雪梅）市城乡建委
1月3日发布消息称，我市已于去年12月完
成第二批国家公共建筑节能改造重点城市建
设任务，提前一年完成任务。本次重庆共改
造包括医院、商场、酒店、学校和政府机关办
公建筑等五大类共95座公共建筑，改造面积
达到387万平方米，95%以上的改造项目采
用了合同能源管理模式。

市城乡建委人士介绍，2011年我市被财
政部、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列为首批国家公共
建筑节能改造重点城市，2016年在全国率先
完成改造任务并通过国家验收。因首批改造

成效显著，我市又被列为第二批国家公共建
筑节能改造重点城市，争取到中央财政补助
资金7000万元，按要求应再完成不少于350
万平方米的改造项目，实现单位建筑面积能
耗下降22%以上的目标。

为此，我市从2016年起实施五大类共
95座公共建筑节能改造示范项目，包括三峡
中心医院、西南医院、雾都宾馆、长寿区行政
中心、新世纪百货商场等。这些项目已改造
完成，预计每年将节电1.5亿度、节约标煤6
万吨、减排二氧化碳15万吨、节约能源费用
1.2亿元。

重庆提前完成第二批国家公共建筑节能
改造重点城市建设任务

95座公共建筑完成节能改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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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暗访 综合评价 奖惩分明
2017年脱贫攻坚成效
考核工作呈现新亮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