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新华社北京4月11日电 中共中央总书
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10日给
云南省贡山县独龙江乡群众回信，祝贺独龙
族实现整族脱贫，勉励乡亲们为过上更加幸
福美好的生活继续团结奋斗。

习近平表示，你们乡党委来信说，去年独
龙族实现了整族脱贫，乡亲们日子越过越
好。得知这个消息，我很高兴，向你们表示衷
心的祝贺！

习近平指出，让各族群众都过上好日子，
是我一直以来的心愿，也是我们共同奋斗的
目标。新中国成立后，独龙族告别了刀耕火
种的原始生活。进入新时代，独龙族摆脱了
长期存在的贫困状况。这生动说明，有党的
坚强领导，有广大人民群众的团结奋斗，人民

追求幸福生活的梦想一定能够实现。
习近平强调，脱贫只是第一步，更好的日

子还在后头。希望乡亲们再接再厉、奋发图
强，同心协力建设好家乡、守护好边疆，努力
创造独龙族更加美好的明天！

独龙族是我国28个人口较少民族之一，
也是新中国成立初期一个从原始社会末期直
接过渡到社会主义社会的少数民族，主要聚居
在云南省贡山县独龙江乡。当地地处深山峡
谷，自然条件恶劣，一直是云南乃至全国最为
贫穷的地区之一。2018年，独龙江乡6个行政
村整体脱贫，独龙族实现整族脱贫，当地群众
委托乡党委给习近平总书记写信，汇报独龙族
实现整族脱贫的喜讯，表达了继续坚定信心跟
党走、为建设好家乡同心奋斗的决心。

习近平回信勉励云南贡山独龙族群众强调，同心协力
建设好家乡守护好边疆，努力创造更加美好的明天

脱贫只是第一步 更好的日子还在后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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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持完成世界第一张家蚕基因组框
架图，奠定中国在该领域世界领先地位

向仲怀 推动蚕桑业
走上“新丝绸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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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前，我们小区对面的山
坡是菜地，看起来很不舒服。自
从建起公园后，大家都喜欢去那
里走走，山上的风景真的不错。”
4月11日，家住渝北区龙山街道
天邻风景小区的赖婆婆谈起前
段时间小区旁边开展的边坡治
理，竖起了大拇指。

重庆日报记者从市城市管
理局了解到，随着边坡治理项目
的推进，今年以来，主城区已完
成边坡荒地绿化 150 万平方
米。许多地方的小山坡发生了
可喜变化。

对普通边坡动“小手
术”，荒坡菜地变社区公园

据了解，天邻风景小区旁边
的边坡属于普通边坡，面积约
1.1万平方米。以前，因为这里
没人管理，有居民在这里种菜，
杂草丛生、乱堆乱放现象突出。

为提升城市形象、为市民提
供休闲场所，渝北区投资150余
万元对该边坡进行了整治，栽植
桂花、黄葛树、红枫、西洋鹃、木
春菊等花木，让这个边坡穿上了

“五彩衣”，四季皆可观花赏叶。
此外，这里还设置了座椅，

新建了景观步道、休闲健身平
台。曾经被居民“吐槽”的荒坡
菜地，变身设施齐全的社区公
园。

天邻风景小区旁边的边坡
整治，是我市大力推进边坡治理
的一个缩影。

市城市管理局人士介绍，
《重庆市城市综合管理提升行动
方案》提出，我市将充分结合城
中山体植被保护、溪河保护、生
态修复等相关工作，实施“增绿
添园”项目，进一步提升主城区
绿地总量，为市民提供更多更好
的休憩、活动空间。

边坡治理因为其地形条件
复杂，修复程序较为繁琐，成为

“增绿添园”项目中的重点和难
点。

垂直边坡如何治
理？人工“塑石”打造
园林新景观

在主城区，开展边坡治理有多难？从江北区海尔路附
近的边坡修复“手术”中可见一斑。

家住溉澜溪社区中维都市美邻小区的居民黄先生告诉
记者，他们小区旁的边坡上有小学，每当下暴雨时，碎石就
会随雨水冲下来，让家长们非常担心。

让人尴尬的是，这里的边坡坡度非常大，近乎垂直边
坡，园林工人很难下脚，按照常规方式整治根本行不通。

对此，江北区城市管理局想了很多办法，最终决定利用
垂直边坡的自然形态，打造园林新景观。 （下转4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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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10日，大足区圣迹湖公园，市民在欣赏盛开的黄花风铃木。大足在公园、广场和交通
岛等处引种的黄花风铃木，今年竞相开花，把城市装扮得更加靓丽。

记者 齐岚森 通讯员 黄舒 摄

引种黄花风铃木 装扮靓丽城市

知识价值信贷的五大优势
■ 看科技型企业的知识价值，不看房地产等固定资产
■ 注重企业的创新指标，不是只盯住短期财务指标
■ 真正搞信用贷款，不要求任何抵押
■ 执行贷款基准利率不上浮
■ 贷多少款用多少钱，不扣缴任何保证金

无需任何抵押，享受贷款基准利率，不
用任何保证金，企业凭借自身的知识价值就
能获得贷款。4月11日，重庆市科技型企业
知识价值信用贷款改革试点新闻通气会透
露，截至今年3月底，全市共有844家民营科
技型企业获得贷款20.1亿元。其中，221家
企业还是首次获得贷款支持。

企业知识价值分5个特定信用等级

融资难、融资贵是民营中小企业普遍遇
到的难题，尤其是缺乏重资产、短期财务指
标不优的科技型企业。

2017年7月中旬，我市在全国率先启动
科技型企业知识价值信用贷款改革试点工
作，解决科技型企业特别是民营科技型中小
企业的融资难题。

所谓知识价值信用贷款，是一种轻资
化、信用化、便利化的新型债权融资模式。
主要针对科技型企业提供。

“科技型企业很多都只拥有专利等无形

资产，但专利到底价值多少，评估存在困
难。银行对企业债务偿还能力很难作出判
断，是过去难以根据无形资产放贷的原因之
一。”市科技局相关负责人表示，构建知识价
值信用评价体系，就是为此寻求一个解决之
道。

据介绍，该体系通过向科技型企业进行
基础数据采集，由软件系统自动生成科技型
企业知识价值的A、B、C、D、E五个特定信用
等级，分别对应500万元、400万元、300万
元、160万元、80万元的特定授信额度。系
统及时与银行共享授信额度，银行再根据推
荐授信额度向科技型企业提供贷款，实现先
期授信、按需贷款。

企业提交贷款申请时，无需向银行提供

抵押、质押、保证金等担保，而且，利率均按
央行同期贷款基准利率执行。

设立知识价值信贷风险补偿基金

企业不向银行提供抵押等担保，那么如
何解除银行的后顾之忧呢？

为此，我市设立了知识价值信用贷款风
险补偿基金，利用财政科技资金为科技型企
业融资增信。

据介绍，当获贷企业本金逾期产生风险
后，由风险补偿基金承担贷款本金损失的
80%，银行只需承担贷款本金损失的20%以
及利息损失。

“如果银行正常催收后仍未收回贷款，
由风险补偿基金先行代偿，避免增大银行不

良贷款指标，风险补偿基金再会同银行向贷
款逾期企业终身追偿。”该负责人说。

此外，为了更好地进行风险防范，此项
改革还建立了3%的预警机制和5%的熔断
机制。

也就是说，当单家银行在单个区域累计
代偿率达到3%时，风险补偿基金将立即向
该银行提出风险警示；当单家银行在单个区
域累计代偿率达到5%时，风险补偿基金将
暂停受理该银行在该区域的新增业务，并对
前期运行效果予以全面评估，再根据评估结
果决定是否重启受理该区域的工作。

“实际上，我们还通过建立科技型企业
信息管理系统，将科技型企业分散的数据孤
岛进行优化整合，收集知识价值信用评价体
系所需的各项数据。”市科技局该负责人称，
在此基础上，他们还加入知识价值信用评价
体系运行过程中产生的融资额度、还款情况
等数据，及时共享给银行，进一步帮助银行
了解掌握科技型企业发展状况，提高风险管
控能力。

这样一来，银行参与改革的积极性也变
高了。最初，工行、建行、招行等14家银行提
交了参与改革的合作方案，最终重庆银行等
4家银行获批开展合作。

作为合作银行之一，重庆银行专门研发
了独具科技型企业特色的业务模式，在开展
知识价值信用贷款改革试点中，实施了内部
资金定价优惠，还由其总行承担部分不良拨
备计提，从政策上给予倾斜。

而且，在办理贷款过程中，实行“3+3”限
时办理制度，即“3个工作日审查审批、3个工
作日上账放款”，并严格执行“不上浮利率、
不交保证金、不做存款回报”的承诺，帮助企
业缓解融资难、融资贵、融资流程繁琐的问
题。 （下转3版）

（相关报道见3版）

重庆在全国率先开展知识价值信用贷款改革试点

844家民营科技型企业获贷20亿元
本报记者 张亦筑

本报讯 （记者 夏元）今年全市工业开工项目及投资
取得良好开局。4月11日，重庆日报记者从市经信委获
悉，1至3月，全市新开工重点工业项目136个、总投资717
亿元，其中战略性新兴产业项目36个、投资413亿元，分别
占比26.5%、57.6%。

“工业投资增长，源于一季度集中开工的一批工业项
目，不仅数量多，而且产业结构优化，带动性强。”市经信委
负责人表示，今年1至2月，全市先后在涪陵、长寿等8个区
县举行重点工业项目集中开工活动，3月以来又在石柱、江
津、江北等区县分别举行重点工业项目集中开工活动，有效
带动了全市工业经济增长。

在这些项目中，比亚迪锂离子电池、深科技智能设备产
业园、万凯年产120万吨食品级PET高分子新材料、华峰
115万吨/年己二酸扩建（四期）等市级重点项目实现开工；
长安福特新一代翼虎CX482、SK海力士二期等在建项目
加速建设；广达三期、华峰己二酸三期等38个项目实现投
达产。

另外，智能产业加速培育、智能化改造加速推进，新兴产
业、新兴业态培育进一步加强，成为目前全市工业发展亮
点。市经信委表示，今年我市工业经济将持续聚焦高质量发
展、智能化转型、创新驱动和精准服务等4个方面，推进大数
据智能化发展战略，培育壮大以智能产业为主导的新兴产
业，做优做强传统产业，在推进企业技术创新的同时降低企
业成本，建设先进制造业体系。

全市一季度开工
136个重点工业项目
总投资717亿元 新兴产业项目占近六成

云南贡山县独龙江乡的乡亲们：
你们好！你们乡党委来信说，去年独

龙族实现了整族脱贫，乡亲们日子越过越
好。得知这个消息，我很高兴，向你们表示
衷心的祝贺！

让各族群众都过上好日子，是我一
直以来的心愿，也是我们共同奋斗的目
标。新中国成立后，独龙族告别了刀耕
火种的原始生活。进入新时代，独龙族
摆脱了长期存在的贫困状况。这生动说

明，有党的坚强领导，有广大人民群众的
团结奋斗，人民追求幸福生活的梦想一
定能够实现。

脱贫只是第一步，更好的日子还在后
头。希望乡亲们再接再厉、奋发图强，同心
协力建设好家乡、守护好边疆，努力创造独
龙族更加美好的明天！

习近平
2019年4月10日

（新华社北京4月11日电）

习近平给云南省贡山县独龙江乡群众的回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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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五项气象行动助力乡村振兴

到2022年建成30个
农业气象服务标准化区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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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柏坡：
70年，三代人的精神传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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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两高速有望明年底通车
南川至两江新区车程将缩短至50分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