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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11月20日，重庆日报报业
集团（以下简称重报集团）2019全媒体创
新经营推介会在重庆新闻传媒中心举
行。重报集团全媒体创新经营火力全开，
重庆日报、重报都市传媒集团、华龙网集
团、今日重庆传媒集团等作了精彩纷呈的
全媒体推介。作为重报集团的龙头，重庆
日报推介会上抛出两大“订制”服务、五大
精品活动，期待与商业伙伴共同开启“1+
N+YOU”合作新未来。

近年来，重报集团扎实推进媒体融合
发展，全力推动经营创新，成为转型发展
新亮点。今年，重报集团主办或承办了一
系列大型活动，策划执行第九届中国长江
三峡国际旅游节，宣传覆盖超过5000万
人次；首次承办“首届长江上游城市花卉
艺术博览会”，全媒体传播和营销吸引
150多万名市民观展；延续九年品牌积淀
举办2018重庆小姐大赛及重庆小姐超级
大赛，总决赛创下了400万名观众同时在
线观看记录。此外，重报集团连续举办七
届重庆文化产业博览会，成为全国会展名
片。今年8月，重报集团成功建设运营首
届国际智博会新闻中心，为全球1000多
名记者提供服务。同时，“国家广告产业
园区”“国家级众创空间”——重庆广告产
业园一二三期也已建设投运，已然成为重
庆文创产业标杆。

在本次推介会上，重报集团创新经营
成果丰硕，令人振奋。重庆时装和文创设
计小镇合作协议、三峡·云嶺江山项目联
合开发协议、南岸报融媒体中心建设、云
南巴拉格宗项目战略合作协议、合资成立
重庆重报智合科技有限公司、蔬菜基地批
发联销合作协议、N43°乳制品连锁销售
体系战略合作协议、联合投资网络剧《迷
航昆仑虚》、主城公交站台公益广告新平
台联合打造项目等9大项目的成功签约，
不仅将助力重报集团创新经营更上一层

楼，更将推动重庆媒体融合进一步发展，
为人们提供更好的文化旅游服务。

作为重报集团的龙头，重庆日报在
本次推介会上推出“1+N+YOU”合作计
划，携手一张报纸、多个平台，寻找志同
道合的合作伙伴。面向全新的2019年，
重庆日报首先提供了两档“订制”服务，
一是利用自身发展优势，助力区域融媒
体建设，搭建融媒体平台，共享内容生产
优势；二是提供重报大数据研究院大数
据服务，执行市场调研、大数据报告、营
销策划等。此外，重庆日报还拿出五大
精品活动向商家抛出橄榄枝，在2019年
重庆（国际）影像文化节、长江上游城市花
卉艺术博览会、2019年国际创意周、中国
农民丰收节、新中国成立70周年主题策
划等项目上期待与合作伙伴实现双赢。
接下来，重庆日报还将与重庆华熙国信体
育文化产业发展有限公司进行战略合作，
引进多项超级IP、自主赛事IP，发挥双方
各自的资源优势，推动重庆文化体育产业
发展。

重报集团举办2019全媒体创新经营推介会
9大项目签约落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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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户端

本报讯 圣洁而雪白的哈
达，古老而热烈的舞蹈，高昂而灵
动的歌声……11月 20日，在重
庆新闻传媒中心举行的重报集团
2019全媒体创新经营推介会上，
来自云南巴拉格宗的热情感染着
现场每一个人。当天，重报集团
与云南文产香格里拉市巴拉格宗
旅游开发有限公司签署“云南巴
拉格宗项目战略合作协议”。这
片秘境将越来越多地被重庆人所
了解。

巴拉格宗位于云南香格里拉
西北部尼西乡，素有“香格里拉小
江南”之称。这里拥有历史悠久
的藏族文化，还有格宗雪山、巴拉
古村、乃当牧场等名胜，是行走云

南的必游之地。
巴拉格宗的美食也非常诱

人。滋补的尼西土锅鸡、鲜美的
岗曲河江鱼、地道的牦牛火锅、传
统的糌粑、喷香的酥油茶、甘冽的
青棵酒……满满舌尖上的诱惑，
堪称一绝。

此外，采摘虫草、松茸、雪
茶等特产，巴拉格宗五一音乐
节等特色活动，更会丰富你的
旅途！

目前，重庆已开通直飞香格
里拉的航班，全程不到2个小时，
由机场进入巴拉格宗景区约需
1小时车程，非常方便。

（本组稿件由重报集团全媒
体记者唐琴采写）

重庆直飞2小时 探寻香格里拉秘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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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 黄乔）11月
19日，重庆市司法局召开市政府
2019年度立法工作计划编制专家
论证暨依法治市工作座谈会。会
上，市政府法律顾问、立法评审委
员围绕立法计划编制、依法治市工
作建言献策。

会上，《重庆市大数据发展应
用条例（制定）》引起现场专家热烈
讨论。重庆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
陈德敏建议，应加强大数据智能化
方面的立法，加快出台有关大数据
方面的政府规章。“这有利于通过
大数据信息化推动生产和城市建
设发展，以及对老百姓生活中运用
的智能化进行基本规范。”他认为，
此外，还能促使我市高校、科研院
所以及智能化企业在智能化方面
的资源在法规保障下进行整合，有
利于我市产业进一步提档升级，尽
快将我市已有的大数据智能化转
化为新的动能，推动新的发展。

据了解，按照市委、市人大常
委会、市政府统筹安排，今年8月，
市政府启动了2019年立法工作计
划的编制工作，通过向社会公开征
集和行业管理部门申报立法建议
项目等渠道，共收到114项立法建

议项目。经梳理汇总和前期的审
查论证，初步确定93个项目纳入到
市政府2019年立法工作计划草案
中。草案内容涵盖全面深化改革、
生态环境保护、保障和改善民生、加
强和创新社会治理等领域。

值得一提的是，今年的立法项
目建议征求过程中，收到了市民提
出的立法项目建议。这也是近年
来首次收到来自社会公众的立法
项目建议，其中有市民提出希望将
规范机关事业单位编制外用工纳
入立法。“结合编制外用工需要规
范的情况，目前，该建议被纳入了
调研项目。”市司法局副局长李建
勋说，这不仅回应了群众诉求，还
体现了民主立法，保障了社会公众
参与地方立法的权利。

“此次会议充分发挥了市政府
法律顾问、立法评审委员的专业优
势，为市政府科学编制2019年立
法工作计划和进一步推进依法治
市工作，提供了专业支撑和智力支
持。”市司法局局长张德宽表示，接
下来，将认真整理、逐项研究各位
专家的意见建议，进一步修改市政
府2019年立法工作计划，进一步
完善2019年依法治市工作要点。

市政府2019年度立法工作计划论证会召开

93个项目拟纳入立法计划草案

11月8日这一天，对于梁平区菩
萨顶管护站的护林员涂昌明来说非常
期待，因为他已经连续工作好几个
月。“这次算上国庆节的调休，能连续
有4天时间回家好好照顾自己的妻儿
和母亲。虽离家仅有七八公里远，但
一年和他们相聚的日子不超过 30
天。”老涂说，虽有愧于她们，但自从
1983年开始巡山护林以来，他就许下
诺言，要用一辈子青春守护这片山林。

如今35年过去，这片大山不仅没
有发生过一起森林火灾，而且林木长
势青翠繁茂，他也成为坚守35年山林
里的安全卫士。

每天巡山超20公里
他一干就是35年

涂昌明的父亲涂必经曾是东山
林场的一名护林员。1983年他的父
亲退休后，21岁的小伙子涂昌明接过
父亲的重任，成为林场的一名护林
员，主要负责山林防火、盗伐林木、林
业生产等。

“巡山护林没啥诀窍，就看你能
不能吃苦。”在父亲的叮嘱下，涂昌明
深知作为一名护林员责任的重大。
为将山林里的一草一木都了然于胸，
涂昌明每天都要坚持选择一座山头

前往巡查。
“遇到极端天气那才是苦。”老涂

说，赶上连续40多度的高温，紫外线
强，在山林里呆久了很容易中暑，有
时稍不留神还会被蛇鼠蚊虫叮咬；到
了冬季大雪皑皑，稍不注意脚下或许
就是万丈深渊。即便这样，他都仍然
每天巡山至少二三十公里山路，一年
要走破三四双鞋。涂昌明就这样坚
持了35年，其走过的路共计约30万
公里。

面对不同挑战
他仍有一颗初心和匠心

对于巡山护林，除了经受住天气
的考验外，护林员在面对危险时，还
要有从容机智的本领。1992年，老涂
调到净水寺工队护夜林时，就遇上了
一次挑战。

净水寺工队由于地理位置偏僻，
方圆几公里都杳无人烟，但盗伐林木
的情况却经常发生，这对老涂来说，
保护好山林安全的责任可见一斑。

当年10月的一天深夜，老涂在

护夜林时，路过千多亩的宝坪山林区
时，发现一伙盗伐者正往山下运输林
木，经过简单的思忖，他机智地制服
了走在最后面的一个盗伐者，盗伐团
伙见状只好放弃木料落荒而逃，成功
挽回了数十万元的经济损失。

“只要老涂呆过的地方，森林安
全都得到保障，正因这事，现在大伙
还管他叫‘猛张飞’呢。”老涂的一位
同事说。

其实，熟悉老涂的人明白，他除了
勇敢机智外，面对不同时期的工作挑
战，他都始终有着一颗初心和匠心。

在营林生产时期，他争先完成林
场小沟等12个林区共计6600余亩的
中幼林抚育间伐工作的同时，利用业
余时间，买来专业林业书籍挑灯夜
读，学会了从采种、育苗、造林、集材、
合理制材等各项技能，成为林场首批
获得国家认定的高级造林（更新）工，

被当作大家学习的榜样。
在林场自给自足发展生产的那

个年代，他总是第一个站出来将重任
扛在肩上，带领大家开荒，发展玉米、
生猪等种养殖业，在满足林区员工生
产生活的同时，还为林场带来额外的
收益。因工作出色，1989年他还被该
林场评为先进工作者。

1993年至2013年，老涂又被调
到滑石管护站担任站长搞管理，他组
织职工学习林场管理制度的同时，还
自发修建了护林防火林道180千米
（次），防治马尾松毛虫4500亩（次），
带动周边村民完成中幼抚育间伐
9450亩（次）。

35年来，老涂先后在滑石、铁门、
烂草坪、高梁山、菩萨顶等5个管护站
来回调动，曾先后担任过护林员、经
济员、站长等职务，取得不少成绩和
褒奖。35年来，他共破获盗伐案件
167件，追回林木损失55万元，书写
护林防火标语2100条（次），他守护
的林区未发生一次森林火情，未有规
模性乱捕滥猎野生动物情况的发生。

为山林舍小家
甘做大山的安全卫士

老涂今年已经56岁了，虽然工作
得到领导同事群众的一致好评，但他
心里却还有块疙瘩——这些年对家
人的照顾关心，账欠得太多太多。

由于老涂长时间不在家，2002
年，妻子孙奉碧患上了青光眼，耽误
了最佳的医治时间，以致她的双目失
明；从2005年至今，涂昌明家里还赡
养着95岁的岳母王光珍和80岁的生
母唐世玉……

“对家人亏欠太多，只能用下辈子
来偿还。”老涂每次休假回家的头一件
事，就是到市场买足4天以上的菜、
米、油、盐。离家上班时，又去买足6
天以上的饭菜。“虽然辛苦，但为了林
子的安全，我愿一辈子守护山林，甘做
大山里的安全卫士。”涂昌明说。

王琳琳 赵丹
图片由市林业局提供

护林员涂昌明坚守林场35年——

愿一辈子做山林里的安全卫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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涂昌明查看树木的病虫害防治情况涂昌明查看树木的病虫害防治情况

本报讯 （记者 杨骏 实习
生 唐璨）“双11”后，中央新闻媒
体在渝采访“双11”快递业务旺季
服务保障工作。11月15日，央媒
一行先后前往涪陵区、忠县了解相
关情况。记者们采访后认为，在快
递与农村电商融合发展方面，重庆
有不少先进做法，也能推动乡村振
兴，实现精准扶贫。

11月15日，央媒一行先来到
涪陵电商产业园。该园区共有两
层：一楼为销售的货物，主要以涪
陵区的农产品为主；二楼为园区管
理区域及企业聚集区。

涪陵电子商务产业园于2016
年建立。截至2017年末，涪陵电
商产业园已入驻电商企业63家，
云端入驻企业200多家，入园电商
企业2017年销售额累计突破1亿
元。

“今年‘双11’当天，我们销售
额突破了1000万元。卖得最火的
是涪陵榨菜、红心萝卜和农村土特
产等。”园区相关负责人介绍，今年
以来，该园区发展迅速、预计全年
销售额将突破3亿元。

市邮政管理局方面介绍，涪陵
区已形成了成熟的电商物流配送
体系。涪陵邮政分公司在新妙、焦

石、南沱等7个乡镇街道建成片区
运营中心，涪陵电子商务产业发展
有限公司在义和、马武、龙潭、珍溪
等8个乡镇建成电子商务中心服
务站。目前，涪陵区306个行政村
均有电商服务点，有318个村具备
村邮站，并在全区设了392个“涪
陵e生活”乡村电商服务点。

依托“涪陵e生活”仓储物流
中心和遍布城乡的乡村电商服务
站，涪陵区打造了城区-乡镇-村
社三级物流配送体系，解决快递进
村“最后一公里”难题。2017年，
累计配送达到4200余次、82600
多单，带动了100余种农产品进
城，为农户节省物流成本50多万
元。

随后，央媒一行还分别到忠县
柑橘产业基地、忠县合干共同配送
中心等地，了解了快递电商融合发
展的相关情况。据介绍，忠县正积
极探索“快递+电子商务+特色农
产品”发展模式，深入推进农村电
子商务与快递业融合发展。截至
今年10月，忠县农村电子商务交
易额累计实现11.75亿元，1-9月
快递业务量为119.41万件，同比
增长 37.93%，业务收入 2313.32
万元，同比增长34.65%。

央媒在渝采访“双11”快递业务，他们认为：

重庆在快递与农村电商融合上
有不少先进做法

本报讯 （记者 颜若雯）11月
20日，记者从我市“传承红色基因，
争做时代新人”主题教育活动推进
会上了解到，重庆红岩联线文化发
展管理中心、聂荣臻元帅陈列馆、刘
伯承同志纪念馆已成功申报为“全
国关心下一代党史国史教育基地”。

按照中国关工委要求，市关工
委、市文明办、市委党史研究室于
今年4月联合启动了全市青少年

“传承红色基因，争做时代新人”主
题教育活动。迄今，活动已组织了
两万余名“五老”（老党员、老专家、
老教师、老战士、老模范）走进农
村、社区、学校、机关，广泛开展主
题宣讲，组织青少年参观革命遗址
活动 1807 次，收到青少年征文
87550 篇，开展社会实践活动
7590次，共吸引学生、家长159万
人次参与。

重庆红岩联线等三单位成功申报为
全国关心下一代党史国史教育基地

本报讯 （首席记者 陈钧 实习
生 唐璨）近日，借助中新项目互联互
通平台，保税港区首次通过中新互联互
通项目国际陆海贸易新通道（下称“陆
海新通道”）海铁联运进口整车，入驻重
庆保税港区的重庆地方对外经济贸易
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地方对外经
贸公司）从迪拜采购的首批2辆中东版
丰田普拉多进口汽车整车，通过马六甲
海峡经广西钦州港转关至重庆铁路口
岸并完成清关程序。

同时，在本月，保税港区集团协助
重庆航空引进了第三架保税租赁
A320NEO飞机。随着中新互联互通
项目、自贸试验区等开放平台在保税港
区效应叠加，保税港区的开放创新有了
新动力，在航空金融及整车进口等方面
取得了突破性进展。

前不久，中新互联互通项目迎来三
周年纪念日，项目以重庆为运营中心，
在金融服务、航空产业、交通物流、信息
通信四大重点领域开展合作。这发展
中的三年是一场全新的改革创新实践，
地方和企业充分发挥出主观能动性和
首创精神，加强区域联动，积极探索实
践，先行先试。

而在金融服务、航空产业、交通物
流方面，重庆保税港区便是这场改革中
的先行者。

打通陆海新通道整车进口运输链

随着地方对外经贸公司首批测试

车辆完成清关，保税港区企业首次开展
的陆海新通道海铁联运整车进口测试
工作完成全流程闭环。

为打通海铁联运整车进口，保税港
区及地方对外经贸公司多次前往重庆
铁路口岸对接，调研陆海新通道关键节
点情况。在经过一系列调研、接洽、制
定方案后，地方对外经贸公司对外支付
货款，海铁联运测试工作正式启动。测
试车辆在阿联酋迪拜杰贝阿里港，完成
装箱及出口清关。

本次测试实际在途运输时间为
23-24 天。相比传统的在天津港清
关+板车拉回重庆方式，陆海新通道铁
海联运运输时间可缩短1周左右。

而本次测试也意味着保税港区首
次参与陆海新通道建设发展，并基本掌
握沿线有关情况，海铁联运货物进口实
现“零突破”，开发出进口中东规车的物
流新通道，进一步丰富重庆可进口车
型，在原有的奥迪、路虎、奔驰、宝马等
欧系品牌基础上，增加了过去难以在重
庆进口的丰田品牌。

此外，相比传统方式，本次铁海联
运将订车提车所花时间缩短一周左右，
内陆地区的进出口企业增添一条“陆海
新通道”选项，资金回流速度加快，市场
竞争力大大提高。

重庆内陆航空金融步入常态化

11月15日早上6点，保税港区集
团协助重庆航空引进第3架保税租赁

A320NEO飞机，顺利降落在重庆江北
国际机场并迅速完成通关手续。

截至目前，今年已有4架飞机通过
“保税+融资租赁”的方式落地重庆，年
内预计还将有2架飞机在12月陆续落
地，这标志着重庆保税飞机租赁业态步
入常态化阶段。

重庆能在全国第三批自贸试验区
中率先开展飞机保税租赁，得益于重
庆保税港区整合“自贸试验区+江北国
际机场+国家一类口岸+保税港区空
港功能区”四大功能平台，以及完善的
配套服务体系。而本次重庆航空飞机
租赁项目的实施，有效地“叠加”自贸
试验区和中新互联互通项目平台的功
能优势。

重庆保税港区负责人称，保税飞机
租赁以保税港区为载体，和金融业的结
合支持实体经济发展。得益于保税港
区的功能政策，境内航空公司可分期支
付租金、分期缴纳进口环节关税，大幅
降低航空公司扩展机队的资金门槛，将
解放出来的流动性用在航空运输等主
营业务中。下一步，保税港区将继续借
助重庆自贸试验区及中新示范项目等
重要平台，持续开展金融创新，全力支
持本地基地航空建设发展，力争打造成
为中西部地区政策最活、成本最低、环
境最优的航空金融产业聚集地。

西部现代物流基地建设提速

10月24日，嘉民重庆空港物流中

心西区6.02万平方米空间正式投用，至
此，嘉民重庆空港物流中心总体设施空
间扩大至25万平方米。投用当天，德
邦快递和劳士领也同步开业，成为入驻
西区的首批企业。

近年来，重庆保税港区依托水、
铁、空等多重区位优势，贸易多元化试
点等政策优势，重点打造空港国际商
贸物流园，成功引进普洛斯、嘉民、安
博、丰树等涵盖美国、新加坡、澳大利
亚等国的国际物流龙头企业入驻。包
括嘉民重庆空港物流中心在内，截至
目前，空港国际商贸物流园已累计引
进10个综合物流类项目，成为了中新
互联互通项目物流项目的重要承载
地。同时，重庆保税港区借助中欧班
列（重庆）等国际物流通道，吸引回程
货物集聚和分拨。

目前，重庆保税港区正积极构建现
代物流、商贸、电子商务以及相关配套
设施，打造辐射全国的西部现代物流基
地。空港国际商贸物流园紧邻重庆保
税港区贸易功能区，将成为重庆保税港
区物流产业的有力补充。该物流园通
过将保税和贸易多元化的结合，带动保
税贸易快速发展，助力打造空港物流产
业集群，形成完整的物流配套产业链
条，促进该区域产城融合发展。

未来，空港国际商贸物流园将持续
引进高端物流企业，构建集现代物流、
商贸、电子商务、总部经济、结算中心以
及配套设施的一体化商贸物流园区。

用陆海新通道进口整车 在自贸试验区租赁飞机

开放平台效应叠加 为保税港区创新增添动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