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从武陵山到秦巴山，从
渝东南到渝东北，我市以习
近平总书记关于扶贫工作重
要论述为指引，以脱贫攻坚
专项巡视整改为抓手，不断
强基础、补短板、振精神。日
前，来自市扶贫办的消息显
示，市委整改方案中明确的
须在3个月内完成的59项整
改任务，已全部整改到位。

3版刊登

本报地址：重庆市渝北区同茂大道416号 邮政编码：401120 电子信箱：cqrb@cqrb.cn 广告许可证：渝工商广字第9500618号 总编辑：张永才 总值班：雷太勇 张红梅 版面统筹：李波 主编：章德庆 责编：张珂 美编：王艺军 图片编辑：鲁道新 订报热线：966977

15
农历己亥年三月十一

星期一

2019年4月

国内统一连续出版物号

CN 50-0001

第24346号

代号77-1

今日16版
重庆日报报业集团出版 网址：www.cqrb.cn

CHONGQING DAILY

新华社北京4月14日电 近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
院办公厅印发了《关于统筹推进自然资源资产产权制度改
革的指导意见》，并发出通知，要求各地区各部门结合实际
认真贯彻落实。

《关于统筹推进自然资源资产产权制度改革的指导意
见》全文如下。

自然资源资产产权制度是加强生态保护、促进生态
文明建设的重要基础性制度。改革开放以来，我国自然
资源资产产权制度逐步建立，在促进自然资源节约集约
利用和有效保护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但也存在自然资
源资产底数不清、所有者不到位、权责不明晰、权益不落

实、监管保护制度不健全等问题，导致产权纠纷多发、资
源保护乏力、开发利用粗放、生态退化严重。为加快健全
自然资源资产产权制度，进一步推动生态文明建设，现提
出如下意见。

一、总体要求

（一）指导思想。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党的十九大和十九届二中、三中全
会精神，全面落实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认真贯彻党中央、
国务院决策部署，紧紧围绕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
和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 （下转6版）

中办国办印发指导意见

统筹推进自然资源资产产权制度改革

本报讯 （记者 杨骏 实习生
唐璨）4月14日，重庆日报记者从渝新
欧（重庆）物流有限公司（下称渝新欧公
司）了解到，今年一季度中欧班列（重庆）
开行456班，同比增长238%。

这份“成绩单”，是2018年良好势头
的延续——2018年，中欧班列（重庆）开
行量突破1000班，成为全国首个累计开
行量超过2000班的中欧班列。

今年一季度，中欧班列（重庆）的发
展势头更为抢眼，去程开行196班，回程
260班，去程回程开行共计456班，平均
每天5班。

渝新欧公司相关负责人分析，一季
度中欧班列（重庆）开行量增长更为明
显，主要有两方面原因：首先是中欧班列
（重庆）开行线路、直达站点逐步增多，为
班列的货源组织提供了支撑。去年，中
欧班列（重庆）新增了重庆-汉堡、重庆-
伊朗等运行线路，去程班列可辐射到德
国、荷兰、比利时、意大利等30多个国
家；回程班列则通过重庆，转运至国内及
东南亚地区。另一个原因，是重庆多式
联运体系成型，国际物流枢纽地位逐步
凸显。

“线路和站点开通越多，客户选择也
就越多。我们可以借助新线路与站点，培
育新客户。”渝新欧公司方面透露，有不少
合作对象都在重庆设立了驻点。此举的
目的，除了方便与中欧班列（重庆）合作外，还能积极与“陆海
新通道”、长江黄金水道等物流大通道进行接洽，从而实现以
重庆为中心、借助多式联运体系，把货物销往全球。

“推动高质量发展，是中欧班列（重庆）一贯坚持的目
标。”渝新欧公司相关负责人表示，今年中欧班列（重庆）不
仅要注重开行数量，更会注重开行质量，将助推重庆整车进
口口岸、粮食口岸、生物医药口岸等口岸发展，积极把重庆
打造为口岸高地。同时，在货源种类方面，要在一些大宗产
品进口上取得新突破，并进一步发展冷链运输、跨境电商、
邮包运输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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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 13 日，嘉陵江北碚段
5 公里长的碧波与苍翠群山
间，横跨的铁路桥和公路桥形
成了“八桥叠翠”的景观。

这些桥由近至远分别为遂
渝铁路桥、兰渝铁路桐子林大
桥、襄渝铁路桥、兰渝铁路嘉陵
江朝阳桥、212国道朝阳桥、朝
阳复建桥，远处是（北）碚东
（阳）大桥、渝武高速公路嘉陵
江大桥。最密集之处，1 公里
内集中了 6 座桥梁，生动展示
出“桥都重庆”几十年交通建设
的成就。其中，朝阳桥于1969
年建成，享有“亚洲第一吊桥”
的美誉，2007 年 12 月 13 日停
用，2011 年建成的朝阳复建
桥，成为老朝阳桥的“接班人”；
2015 年通车的兰渝铁路桥是
八桥中最新的一座，也是中欧
班列（重庆）经过的节点。

特约摄影 秦廷富

八桥叠翠
嘉陵江

4月13日，酉阳土家族苗族自治县车田乡小寨村，当地妇女正在学习苗绣技艺。近年来，
该县苗绣企业在政府支持下，将“扶贫车间”设到贫困村里，为贫困妇女免费培训技能，回收苗
绣产品，让她们在家门口实现脱贫增收。目前，企业在车田乡已培训200余人，技术熟练的绣
娘每人月收入约2000-3500元。 通讯员 杨春来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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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一季度中欧班列
（重庆）开行456班，同比
增长238%。

中欧班列（重庆）开行
量增长明显，主要有两方
面原因：班列开行线路、直
达站点逐步增多，为班列
的货源组织提供了支撑；
重庆多式联运体系成型，
国际物流枢纽地位逐步凸
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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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深悟透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扶贫工作重要论述 坚决打赢脱贫攻坚战
2版刊登中共重庆市委理论学习中心组文章

关 注 民 生 实 事

本报讯 （记者 李珩）4月11日，重庆市人民医院医
联体示范医院揭牌仪式在重庆黄泥塝医院举行，市人民医
院再添一名医联体成员单位。截至目前，重庆已建成各类
医联体188个，分级诊疗格局基本形成。

按照协议，市人民医院将对重庆黄泥塝医院进行帮扶，
定期派出具有副高职称以上的专家到黄泥塝医院进行技术
指导、疑难病会诊、教学查房及讲课，提升其医疗技术水平，
让群众能就近获得“高水平、同质化”的诊疗。同时，市人民
医院将在疑难重病患者方面开通绿色转诊通道，并在人才
培养上给予支持。

市卫生健康委有关负责人介绍，截至2018年底，重庆
分级诊疗格局已基本形成，建成各类医联体188个，实现
225家医疗机构50项影像检查、25项检验结果互认，让更
多患者受益。今年，医联体还将进一步铺开，开展县域医院
综合改革，按照“医通、人通、财通”的思路，力争在8个区县
进行试点，让“看病难、看病贵”问题进一步得到缓解。

重庆分级诊疗格局基本形成

建成各类医联体188个

驻村扶贫
那些第一书记

诗意山水
忠义之州

重庆推广垃圾分类
建设“无废城市”

项忠红：护理特困人员
37年的“孺子牛”

“扶贫开发贵在精准，重在精准，成败之
举在于精准。”

“发展产业是实现脱贫的根本之策。要
因地制宜，把培育产业作为推动脱贫攻坚的
根本出路。”

“脚下沾有多少泥土，心中就沉淀多少真
情。”

……
在脱贫攻坚最吃劲的时候，从武陵山到

秦巴山，从渝东南到渝东北，我市以习近平总
书记关于扶贫工作重要论述为指引，尽锐出
战、迎难而上，真抓实干、精准施策，以脱贫攻
坚专项巡视整改为抓手，不断强基础、补短
板、振精神。日前，来自市扶贫办的消息显
示，市委整改方案中明确的须在3个月内完
成的59项整改任务，已全部整改到位。

连日来，记者深入扶贫一线采访，深切地
感受到我市脱贫攻坚专项巡视整改步步为
营、激战正酣的氛围和干部群众不获全胜、决

不收兵的决心。

补齐短板 基础设施先行“脱贫”

4月8日，游福琼又从家里的台历上撕下
了一页纸，掰了掰指头，“还有80多天……”

在海拔近千米的黔江区金溪镇虎座山上
住了半辈子，这个39岁的贫困户就要搬到李家
溪易地扶贫搬迁安置点，从“糠箩篼”跳到“米
箩篼”的兴奋劲儿，让她早就开始了倒计时。

游福琼即将搬入的新家，位于黔江区城
南街道，距离城中心仅几公里，是全市唯一安
置在城郊工业园区的易地扶贫搬迁安置点，
按计划6月底将竣工交付。

4月8日，记者在李家溪项目工地看见，
28栋房屋正快马加鞭地施工。“这是全市最
大的易地扶贫搬迁集中安置点，共安置416
户1452人。”黔江区扶贫办主任郭兴春介绍，
安置点严格按照易地扶贫搬迁标准，设计了
2至5人的户型：2人户50平方米，3人户75

平方米，4人户100平方米，5人户125平方
米。房屋内将配置热水器、燃气灶、宽带、沙
发、床、柜子等。安置点同步建设农贸市场、
幼儿园、卫生院等公共服务设施，还将配套新
建年产量2000万袋食用菌的工厂，让搬迁至
此的群众就近就业。

这么好的房子，游福琼却只花了1万
元。原来，黔江区整合了易地扶贫搬迁、搬迁
户农村房屋收储和宅基地复垦等政策，贫困
户每人自付费用不超过2000元。游福琼家
里有5口人，因此只需出1万元便拥有了125
平方米的新房子。她告诉记者：“我准备好好
发展点产业，一定要尽快脱贫。”

今年以来，我市重点围绕实现“两不愁、
三保障”工作要求，扎实开展住房、饮水、教
育、医疗等专项行动。

黔江区积极实施易地扶贫搬迁工程，谋
划落实2000人搬迁计划以及原93个安置点
贫困人口的后扶问题；城口县重点围绕2个

市级深度贫困乡、3个县级深度贫困乡、10个
未脱贫村、20个深度贫困村，着力解决水、
电、路、讯、房、环境的基础设施和产业发展；
南川区投入资金1308万元，支持贫困村、相
对滞后非贫困村产业发展、基础设施建设。

万州区龙驹镇，道路拓宽工程正在紧张
进行。这条路是连接云阳县泥溪镇和万州区
龙驹镇两个深度贫困乡镇的主干道，完工后
将通行农村客运车辆，加强两个深度贫困乡
镇之间的联系，今后不光村民们出行不成问
题，农产品也不愁运不出村了。

奉节县平安乡，当地以喀斯特岩溶地质
为主，存在严重的季节性缺水和工程性缺水
以及季节性洪涝等问题。为了解决老百姓饮
水问题，当地建池蓄、河里抽、地下钻、专车
送，各种招数都使上了，总算解决了老百姓

“吃水靠天、消水靠洞”的窘境。
“在脱贫攻坚战中，基础设施的‘脱贫’是

块难啃的‘骨头’。”市扶贫办相关负责人说，
只要基础设施先行脱贫，贫困地区的落后面
貌便能得到较大的改善，群众的脱贫积极性
也会有较大提高，脱贫成效才能长久可持续。

产业加速 千方百计鼓起群众“钱袋子”

基础设施的改善，为产业发展奠定了基
础。记者采访发现，今年以来，我市不断完善
产业发展与贫困群众之间的利益联结机制，
扶贫产业对贫困群众的带动性不断增强。

4月9日中午，彭水县大垭乡龙龟村三组
村民晏贞胜赶完场，来到村委会，“我们那核
桃苗，好久再进点过来呢？”“不急，这一批
9900株已经全部领完，下一批要年底了。”村
干部回答道。

核桃产业，是龙龟村今年引入的产业，此
前乡亲们发展产业的积极性并不高。改变源
于利益联结更加紧密。村里采取了多种方式
调动乡亲们的积极性：一是免费发放核桃苗；
二是让老百姓参与管理，每10户产生一个代
表，作为核桃种植合作社的理事；三是在考核
上进行引导，总分100分，没施肥、打药、刷白
的都要扣除一定分数，但只要收获时有80分
以上，每株核桃树就奖励10块钱；四是收获
后，核桃全部归乡亲们所有，村委会只收取5
元/株的管理费。 （下转2版）

我市脱贫攻坚专项巡视整改激战犹酣

3个月完成59项整改任务
本报记者 颜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