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重庆新闻 5CHONGQING DAILY

2019年6月29日 星期六
编辑 向菊梅 美编 乔宇

2017年11月，全克军驻村担任第
一书记时，不少村民见了他，一开口是
要“贫困帽”，而不是问“致富计”。

驻村不久，村民老黄客气地把他迎
到家里，从冰箱里拿出牛奶和啤酒请他
喝，然后底气十足地问：凭啥子别人都
吃了“低保”，我却没吃成？

原来，老黄的娃都在外打工，这些年
赚了不少钱，都买了车盖了房，平时没
少给老黄零花钱。老黄现在住的房子，
也是不久前政府刚刚帮盖的保障房。

全克军明白了：平溪村的“穷根”不
仅是地域偏僻，更在于思想观念上。

平溪村位于武陵山区的黔江区金
溪镇。金溪镇是重庆的18个深度贫困
镇之一，平溪村是深度贫困镇里的深度
贫困村。全克军驻村时，人均收入仅
6950元。

驻村一段时间，全克军看到家家户
户种红薯，但种出的红薯却喂了猪。他
灵机一动，想到了一个办法。于是对老
黄等村民说，你们种出的红薯，我来帮
你们卖，1元钱一斤，有多少收多少。

村民们一听，都觉得全书记“疯”
了。这些喂猪的红薯，怎么可能卖1块
一斤？大家伙儿将信将疑，纷纷把红薯
拿给全书记，好奇地看他怎么处理。

很快，村口来了一辆大卡车。全书
记让村民帮忙把红薯分拣、装袋、装车，
有多少装多少。红薯装上车后，立即被
拉走了。全书记果然按1元一斤的价
格给村民付了钱。

当年，村民8万多斤红薯，卖了8
万多元钱，一分不差。大卡车来拉货
时，村民们帮了忙装货，又赚了2多万
元工钱。过去喂猪的红薯，一下子给村
民带来10多万元的收入。

村民们笑开了颜，纷纷叫全书记为
“红薯书记”。后来，村民才知道，全书
记通过电商，把村里的红薯卖到了城

里。平溪村生态好，种出的红薯还很受
城里人的欢迎。

村民通过劳动尝到了甜头，“红薯
书记”又生一计。他对大家说：现在，大
家要对红薯进行改良，开始种渝薯17、
天目山小香薯，这两种红薯的价格是之
前红薯的3-4倍，市场更广阔，亩产可
翻倍。

大家伙儿一听，纷纷种上了新品
种。现在，虽然距离红薯收成还早，但
全书记已经把销路都找好了。

除了发动群众种红薯，平溪村的各
种土货，在全书记那里都能“点石成
金”。土鸡、蜂蜜等农产品，只要村民们
产出来，全书记很快就能给村民变成

“现钱”。
以前，老找全书记要“贫困帽”的村

民，再也不提“贫困帽”的事儿了。现在
他们见了全书记，开口就要问：全书记，
我今年打算多种点红薯，多养点鸡，你
能帮我卖不？

没问题！全书记满口答应。但他
又跟以前没养过鸡的村民说，养鸡的风
险大，要循序渐进，不能一下把本都投
进去。

在村民的眼里，全书记的本事可不
只是卖东西。他还帮助村民搞泥鳅养
殖，发展蚕桑，甚至还引进企业搞起了
龙虾养殖。不久前，他又把一些村民空
闲的房子利用起来，建成了“分布式客
栈”，推动当地搞乡村旅游。

村民们自豪地说：过去，我们这里
只有山珍；现在，我们这里还有了海
味。过去，我们只能住客栈；现在，我们
自己也有了客栈。

产业多了，路子广了，收入自然也
就提高了。两年来，一些村民靠特色农
产品，年收入增长了4000元以上，生活
逐步好了起来。

每当谈到现在的好日子，村民们都
不约而同地提到全书记，然后竖起大拇
指说：全书记点子真多，我们脱贫致富
就需要这样的“点子书记”！

（新华社重庆6月28日电）

“红薯书记”点子多
新华社记者 刘学奎 韩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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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28日，我市发布今年首个洪
水橙色预警。当天下午5时许，綦河水
位超过警戒水位1.7米。重庆日报记
者在綦江区采访时发现，当地干部群众
提前行动，洪峰顺利过境。

监测人员全天候值守

古南水文站紧邻綦河。昨日下午
5时，洪水如巨龙从水文站旁快速流
过，两岸低洼地带的庄稼被淹没，一些
树木在洪水中只露出少量绿色树冠。

“比平时至少涨了五六米。”在附近
居住了十几年的居民王为明说，昨日凌
晨下的雨很大，河水也涨得比较快。

在水文站二楼值班室，曹桥、何照
鑫等工作人员正在目不转睛地注视着
屏幕。这里是全区的监测中心，负责通
过133个站点监测雨情，通过5个水文
站点监测水情。

两人从27日早上8点开始值班，
本来昨日傍晚就可以轮班休息。但昨
日下午市区两级均发布了预警信息，
需要全天候监测，所以直到昨日晚上
7点记者采访时，两人都忙得没机会
打盹。

志愿者值守河岸吼哑嗓子

昨日下午5时许，綦河彩虹桥段
旁，集聚了不少想一睹洪峰过境壮丽景
观的群众。67岁的文龙街道菜坝社区
志愿者陈辉华正手持喇叭，招呼大家不
要靠近护栏。

陈辉华本是一小区的保安，昨日早
上8点过，他通过志愿者群了解洪峰将
于当天通过綦江城区，就赶紧和工友调
班，来到了抗洪一线。

记者采访他时，他的嗓子已有些嘶
哑，但他仍坚持在一线：“安全比天大。
现在正是需要人手的时候，我作为老志
愿者不能休息。”

村干部转移村民避免垮房伤人

“幸亏村干部及时通知，不然我们
一家可能都没了！”赶水镇太公村三社
的赵光明感到有些后怕。

27日下午，村里接到暴雨预警。

村干部立即分头出发，通知空巢老人、
房屋有隐患的农户及时转移。

一开始，赵光明还抱着侥幸心理：
“上次下那么大的雨都没事，这次也没
问题。”

但村支书杨文双等三人到他家反
复劝说，他才将家里四口人转移到邻近

的堂兄家。
“没想到，半夜听到瓦片哗啦响成一

片，房子真垮了。”赵光明很庆幸自己最终还
是听了村干部的话，避免了一场大的灾难。

监测数据显示，27日早上8点至
28日早上8点，太公村所在的赶水镇
最大雨量达到120毫米。

水文站监测人员、志愿者、村干部齐心协力保安全——

洪峰顺利通过綦江 无一人伤亡
本报记者 罗芸

本报讯 （记者 郭晓静）重庆日
报记者从6月28日在陕西召开的“陕
渝能源战略合作2019年第二季度联席
会议”上获悉，截至6月22日，陕煤集
团累计向我市发运煤炭558.68万吨，
同比增长46.6%，完成目标进度计划的
117.99%，超发84.68万吨。

据悉，陕煤集团入渝煤炭中，发往
主力电厂电煤308.3万吨，占重庆电煤
采购比重 34%，占外购电煤比重达
47%，已成为重庆电煤保供主力军。

另一方面，截至6月22日，陕煤集
团在渝常态储煤基地滚动储煤71.1万
吨，静态库存37.45万吨，完成储煤计

划总量的47.4%，对保障区域煤炭供
应，平衡煤炭接卸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随着陕渝能源战略合作的不断深
入推进，得到了国家发展改革委和双方
省市领导的高度肯定和支持。今年4
月24日，在国家发展改革委召开的煤
炭储备现场会暨2019年全国经济运行

调节工作会上，重庆市经济信息委专题
介绍了陕渝能源战略合作相关经验。
5月16日，市经济信息委与陕西省发
改委分别代表双方省市政府正式签订
《重庆市人民政府陕西省人民政府加强
能源战略合作框架协议》，标志着陕渝
能源战略合作将继续向纵深推进。

陕煤集团已成重庆电煤保供主力军
今年以来向重庆发运煤炭近559万吨，同比增长46.6%

6月28日在陕西召开的“陕渝能
源战略合作2019年第二季度联席会
议”，对长江中上游（重庆）动力煤价格
指数（以下简称重庆动力煤指数）进行
了分析。从价格走势上看，重庆动力煤
市场与北方港口和产地动力煤市场的
价格走势存分歧：上半年北方港口和产
地动力煤价格持续走高，而重庆煤炭市
场保持相对平稳，煤炭价格自年初高位
持续窄幅平稳下行。

据悉，上半年北方港口和产地动力
煤价格持续走高，主要受产地一系列政

策影响，在3月上旬达到峰值，平均涨
幅均在50-60元/吨，但下游需求侧采
购意愿较弱，对价格支撑不足，4月，价
格开始震荡回落，但整体较年初还存一
定涨幅空间。截至6月21日，CCTD
环渤海动力煤现货价格594元/吨，较
年初上涨11元；陕西榆林5500K动力
煤价格416元/吨，较年初上涨27元。

而重庆煤炭市场保持相对平稳，煤
炭价格自年初高位持续窄幅平稳下
行。截至6月21日，重庆5500K长协
指数686元/吨，较年初下跌3元；重庆

5500K现货指数735元/吨，较年初下
跌43元。

与会专家认为，重庆动力煤市场下
行，窄幅平稳走低主要基于几个方面原
因：一是基于渝陕能源战略合作、煤炭动
态储备机制，陕煤入渝煤炭充足；二是受
季节性淡季及长江上游水域降雨等因
素主导，火电发电负荷持续低位，火电
厂、建材水泥厂等煤炭终端用户库存相
对充足；三是自5月以来，受多雨天气
影响，下游市场煤炭采购意愿持续减
弱，煤炭市场也处于偏弱下行状态。

在中国煤炭工业协会、中国煤炭运
销协会和重庆市经信委共同指导下，重
庆动力煤指数于2018年12月5日正式
发布，截至2019年6月21日指数累计
发布70期，已通过国家煤炭工业网、中
国煤炭市场网、陕西煤炭交易中心官网
以及中国煤炭报等媒体平台公开发布。

自发布以来，重庆动力煤指数数据
采集渠道畅通，指数编制常态化运行。
首批纳入指数样本的直报企业有47家，
包括24家动力煤消费企业，23家活跃
的贸易及中转企业。企业规模覆盖了
重庆动力煤交易量的80%以上，覆盖
面大，代表性强，确保了指数真实性、科
学性、代表性，准确反映了重庆动力煤
市场走势，促进了重庆煤炭市场平稳健
康可持续运行，重庆动力煤指数的区域
认可度和行业影响力正不断提升。

上半年北方港口和产地持续走高

重庆动力煤价格为何平稳下行
本报记者 郭晓静

本报讯 （记者 王亚同）6 月
28 日，北碚区举行缙云山综合提升项
目集中开工仪式，包括缙云山环山生态
绿道在内的4个项目正式启动。这是
北碚区巩固缙云山整治成果，推动后续

发展，开启综合提升系列行动计划的首
批重点工程。

此次集中开工项目分别为：缙云山
黛湖生态修复工程（金湖湾示范区）、缙
云山生态搬迁异地迁建房、缙云山环山
生态绿道（北泉村示范段）、山城步道
（金刚碑—北温泉公园段）。

其中，缙云山环山生态绿道地跨北
碚区、璧山区和沙坪坝区，全长63.84
公里。按照方案，将新建道路51.2公
里，利用现有道路12.6公里。本次开
工的北泉村示范段全长500米，将进行
生态绿道铺装、景观平台打造、附属设

施添设等，预计今年底完工。
此外，缙云山黛湖生态修复工程

总面积约6.5万平方米，拟通过恢复湿
地水文、增加湿地植被覆盖、恢复生物
多样性等，建设高效的“山地溪塘复合
生态系统”。占地面积1.5万平方米的
金湖湾示范区作为其首期项目，计划
于今年9月完工；缙云山生态搬迁异
地迁建房项目选址澄江镇北泉村，总
户数约112套。项目建筑采用传统巴
渝风格，并综合传统与现代的民居风
貌特点，计划今年底交房；山城步道全
长 7公里，起于金刚碑，止于澄江古

镇，将按照“利用开发、保护修复、安全
防护”原则，构建一条集独特自然景观
和人文景观于一体的现代休闲观光步
道，本次开工的金刚碑至北温泉公园
段为一期项目，全长3.5公里，工期8
个月。

去年6月起，北碚区全面推行缙云
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生态环境综合整
治，目前已取得了显著成效。此次集中
开工的4个综合提升项目，将有助于进
一步巩固缙云山整治成果，推动后续发
展，对持续绿化美化缙云山、让生态“颜
值”变经济“产值”有积极作用。

北碚区举行缙云山综合提升项目集中开工仪式

缙云山环山生态绿道等4项目启动建设

6月28日，綦江区城区河段水位不断上涨，菜坝社区志愿者拉起了警戒线，疏导围观群众。 特约摄影 陈星宇

本报讯 （记者 颜安 通讯员
余凛凛）6月28日，南川举行工业项目
集中开工仪式，11个项目涵盖精细化
工、机械加工、新型建材等多个领域，总
投资超过110亿元，建成达产后将实现
年产值200亿元以上。

据悉，本次集中开工的11个项目
中，鸿庆达电石尾气综合利用循环经济
项目投资额最大，达到100亿元。项目
将建设35万吨/年聚丁二酸丁二醇酯
（PBS）装置，配套建设15万吨/年电石

装置、45万吨/年甲醇-甲醛装置等，项
目建设期为3年，全面建成达产后，可
解决就业1000余人，并带动一大批相
关产业发展。

南川区相关负责人表示，全区将
以此次项目集中开工为起点，确保项
目服务到位、要素保障到位，在项目
评审、项目管理、跟踪服务上狠下功
夫，切实优化营商环境。下半年，该
区还将开工一批旅游、农业等领域重
点项目。

南川区11个工业项目集中开工
总投资超过110亿元

本报讯 （记者 张莎）重庆日报
记者6月28日从九龙坡获悉，九龙坡
区6月26日举行2019年重点项目集
中开工仪式，集中开工重点项目51
个、总投资271亿元，其中产业项目
11个，总投资42亿元，预计实现产值
400亿元以上；基础设施项目18个；
社会民生项目12个；城市开发建设项
目10个。

在现场公示的12个民生项目开工
名单中，杨家坪商圈就占了3个，分别
为杨家坪商圈环道外立面整治工程（二
期）、杨家坪商圈九龙柱建设工程和杨

家坪商圈和坪公园及地下车库工程，这
意味着杨家坪商圈将迎来大变样。

其中，九龙坡区将在杨家坪商圈中
心，建设形象展示中心地标——九龙
柱。九龙柱将作为智慧展厅，展示九龙
坡智能产品，其中，地上建筑直径50
米，面积近2000平方米；地下空间面积
706平方米。

九龙坡区政府有关负责人介绍，这
51个重点项目的开工将进一步优化九
龙坡区产业结构，提升城市品质，做大
经济总量，加速形成九龙坡经济高质量
发展的新引擎。

九龙坡区51个重点项目集中开工
总投资271亿元

本报讯 （记者 李珩）6 月 28
日，重庆日报记者从市医保局获悉，该
部门将加强全市医疗保障基金监管，并
开展为期6个月的打击欺诈骗保行为
专项整治行动，对检验检查和门诊特病
的现场检查率将分别不低于 50%和
20%。

“针对不同监管对象多发、高发的
违规行为特点，我们将实施聚焦重点、
分类打击、对应施策。”市医保局有关负
责人介绍。

对二级及以上公立医疗机构，重
点查处分解收费、超标准收费、重复收
费、套用项目收费、不合理诊疗等行
为；对基层医疗机构，重点查处串换药
品、诊疗项目、耗材和挂床住院等行
为；对社会办医疗机构，重点查处诱导
参保人住院，虚构医疗服务、伪造医疗
文书票据、挂床住院、盗刷社保卡等行
为。

对定点零售药店，重点查处聚敛盗
刷社保卡、诱导参保人购买化妆品、生
活用品等行为。对参保人，重点查处伪
造虚假票据报销、冒名就医、使用社保

卡套现或套取药品、耗材倒买倒卖等行
为。对医保经办机构（包括承办基本医
保和大病保险的商保机构），重点查处
内审制度不健全、基金稽核不全面、履
约检查不到位、违规办理医保待遇、违
规支付医保费用以及内部人员“监守自
盗”“内外勾结”等行为。对扶贫领域的
欺诈骗保行为，重点打击定点医疗机构
采取减免自付费用、提高报销比例、免
费接送、免费拿药等方式，诱导农村贫
困人员虚假住院、虚构医疗，套取医疗
保障基金等行为。

“区县专项整治自查工作将于8月
底前完成，对检验检查和门诊特病的现
场检查率分别不低于50%和20%。”该
负责人称，市级也将进行抽查，抽查医
药机构比例不低于10%。对排查中发
现的问题，将依法依规采取限期整改、
暂停结算、暂停协议、解除协议等处理
措施。对涉嫌违反法律或行政法规的，
经办机构应提请行政部门处理或由行
政部门移送司法机关依法追究刑事责
任。对失信的单位和个人，将纳入诚信

“黑名单”。

重庆开展打击欺诈骗保行为专项行动
对检验检查和门诊特病现场检查率将分别不低于50%和20%

本报讯 （记者 赵迎昭）6月28
日，重庆日报记者从市文旅委获悉，重
庆市第六批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
性项目名录公布，共196项非物质文化
遗产入选，涉及民间文学、传统音乐、传
统舞蹈、传统戏剧、传统技艺等10个类
别。

记者了解到，传统技艺类别共有

96项非遗入选，在所有类别中是最多
的。这些传统技艺至今仍“活”在市民
的生活中，众多非遗项目承载的美味，
市民都不陌生。例如，重庆烤鱼技艺、
重庆小面制作技艺、巴渝羊肉传统制作
技艺、重庆火锅传统制作技艺、黄花园
酱油酿造技艺等。此外，重庆图书馆的
古籍修复技艺也入选了该类别。

如果说传统技艺类别的非遗更多
地点燃了市民的味蕾，那么传统医药类
别的非遗则是为市民的健康保驾护
航。重庆市中医骨科医院正骨诊疗术、
黄氏中医正骨术、何氏点熨灸治术等项
目成为市级非遗大家庭的成员。

民俗类别的非遗承载着乡愁的味
道。秀山的赦饭制作与分享习俗、彭水

的土家三道席传统习俗、万盛的茶树红
苗长桌宴……它们让人们感受到民俗
文化很接地气。

据介绍，重庆曾在2007年、2009
年、2011年、2014年和2016年公布了
五批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
名录，此次公布的名录是入选数量最多
的一次。

第六批市级非遗代表性项目名录公布
196项非遗入选，涉及民间文学、传统音乐等10个类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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