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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3月25日到8月8日，全市38个
区县和两江新区、万盛经开区轮番“登
场”，通过拍视频、讲故事的方式晒文
化、晒风景，对巴渝文化进行精彩阐释
和完美演绎，使“山水之城·美丽之地”
有了具化形象和生动注脚。目前，“双
晒”相关图文、视频累计阅读量达25.5
亿人次。

8月23日，全市区县“晒文化·晒风
景”大型文旅推介活动座谈研讨会举
行，12位市内外相关专家、区县代表、媒
体代表、景区代表、市民代表，围绕历史
人文、旅游发展、文旅融合、媒体传播等
展开观点碰撞。

精彩形象 精彩展示

“当打开云阳8分钟的‘书记晒文
旅’宣传片时，我被家乡的美深深地打动
了，看到最后不禁泪流满面，回忆之门被
打开，片中那些让我魂牵梦萦的场景，都
是我最美好的童年记忆。”重庆在外工作
的市民代表、经济日报记者张雪说，自那
以后，她积极宣传“双晒”、宣传云阳。

张雪的闺蜜是土生土长的北京人，
她把云阳的链接分享给闺蜜后，对方惊
叹道：“怎么有这么美的地方。”于是，云
阳成为了她的下一个旅游目的地。

跨度达4个多月的“双晒”活动能持
续吸引受众，成为现象级传播案例，其
根本在于作品质量——几乎每个区县
的“双晒”作品都让人惊艳。

奉节县委常委、宣传部部长吴康轩
说，为了做到不辜负奉节的山山水水、
历史人文，让“双晒”体现奉节的颜值与
气质担当，他们花了很多心思，在主线
上进行反复比较，在内容上进行反复取
舍，在脚本上进行反复修改，在外景上
进行反复踏勘。

南川区文化旅游委主任张小静说，
他们的制作团队多次深入山区、景区、
农村、院坝，实地调研、蹲点采访，反复
打磨推敲作品，采用独特的政府视角、
国际视角、百姓视角，持续放大“全国十
佳魅力中国城”的魅力效应。

各区县也从“双晒”活动中收获
了“真金白银”。张小静带来一串数
字——南川区 1-7 月全区接待游客

1499万人次，同比增长19%，实现旅游
综合收入60.9亿元，同比增长18%。“双
晒”还吸引大型文旅企业到南川考察40
余批次，八大旅游综合体、旅游重点项
目建设如火如荼。

城市品牌提升与传播的
经典案例

“重庆推动文旅产业发展的思路
和办法，一改常规‘会议布置’‘任务下
达’‘指标考核’的传统方式，将区县的

‘一把手’推上前台，推向媒体，面向公
众，面向市场，接受群众的检验。”中国
生产力学会策划专家委员会秘书长杨
书华认为，重庆“双晒”活动从创新驱动
生产力的视角来评价，无论是概念策
划、创意规划、要素转化，还是资源优化
和产业孵化，都堪称新时代具有代表性

的策划创新经典案例。
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原副院长詹

长法说，重庆“双晒”活动将文物文化
风景进行串联和创造转化，不断赋予
其新的时代内涵和表现形式，形成大
众喜闻乐见的文化产品。晒出来，就
是让文物更鲜活地展示在大众面前，
这是文旅融合背景下文物活化的一次
有益尝试。

重庆工商大学旅游与国土资源学
院教授赵小鲁说，重庆“双晒”首开重庆
旅游目的地整体宣传营销先河，首建重
庆文旅立体协同宣传推介矩阵，是国内
媒体传播的现象级事件。

作为一名媒体从业者，光明日报重
庆站站长张国圣反复强调“讲故事”和

“传播力”这两个关键词。他说，讲好故
事事半功倍，从实际效果来看，“双晒”
就是一个推动各个区县以文促旅、讲好

故事的过程。同时，“双晒”还是一个促
进媒体融合和提升全媒体传播能力的
过程，从作品设计、展示平台、互动渠道
等各方面都很好地运用了新媒体传播
格局，提升了重庆尤其是各个区县全媒
体的传播力和影响力。

腾讯平台与内容事业群内容生态总
经理杨超和北京字节跳动政务合作副
总经理贾临远提供的数据显示——重
庆“双晒”活动启动以来，在腾讯公司各
流量平台累计曝光达到1.2亿次，今日
头条曝光频次达到2.8亿，抖音播放量
达到 4.7 亿次，西瓜视频播放量达到
1176万人次。

持续发挥“双晒”效应
形成催人奋进的新生动力

目前，重庆“双晒”正持续发挥效

应，形成催人奋进的新生动力。
吴康轩说，奉节县将认真做好后

半篇文章，全力打造诗意天地、诗歌高
地、诗人圣地、山地诗城；大力宣传弘
扬诗词文化，持续办好白帝城国际诗
歌节，持续推进与中国诗词大会的深
度合作，推动持续演出《归来三峡》。

重庆乐和乐都旅游有限公司总经
理江浩表示，景区将走差异化发展道
路，打造中国西部唯一以动物元素为主
的综合性公园度假区。

贾临远透露，字节跳动拟联动旗下
今日头条、抖音、西瓜视频等矩阵平台，
在庆祝新中国成立70周年之际，开展
主题为“炫彩重庆DOU来晒”的大型城
市推广活动，通过抖音热门挑战赛、今
日头条“了不起的城市”，扩大重庆“双
晒”活动的声量和影响范围。

腾讯方面也有动作。杨超介绍，为

推动“双晒”活动传播效果向纵深发展，
腾讯拟利用微信、QQ等社交平台覆盖
面广、传播力强的优势，联动重庆各区
县，发起“点赞重庆的10000个理由”的
大型征集活动，凸显重庆人民热爱家
乡、点赞家乡的热情。

促进文旅融合新突破
几位专家学者认为，“双晒”作为一

个活动圆满落幕，要推动活动影响力进
一步转化为发展成果。

“我有幸主持了大足石刻千手观
音修复项目，八年修复再现昔日风
采。这些年来常来常往，重庆的文物
工作在我的生命里烙下了深刻的印
迹。”詹长法说，重庆是中国历史文化
名城，具有光荣的革命传统；巴渝优秀
传统文化和革命文化蕴含着重庆坚韧
顽强、开放包容、豪爽耿直的人文精
神。作为一个从业40余年的老文保
人，他认为合理适度的利用是最好的
文物保护方式，创新性发展是新时代
赋予文旅融合的新使命、新任务。应
加强重庆文化遗产保护和优秀传统文
化传承，进一步推动优秀传统文化创
造性转化。

“‘双晒’晒出了非常好的文化、旅
游产品，晒完之后游客来了，他们需要
体验重庆的美好生活，但这个时候，服
务在哪里？”中国旅游研究院副院长唐
晓云建议，重庆应结合“双晒”成效，鼓
励更多市场主体参与，形成服务和产品
的有效衔接、及时供给。

重庆市地方史研究会会长周勇建
议，以“双晒”活动为引领，提升重庆的
人文品质，建设具有中国气象、巴渝特
色、万紫千红的“山水之城·美丽之
地”。

他说，一方面应增强全市文化一盘
棋的意识，进一步找准各区县在重庆文
化新体系中的定位，把重庆文化推向既
特色突出，又繁花似锦的新境界。一方
面要谋划创作一批文化新作品和旅游
新项目，引进培育一批文化人才，推动
重庆文化在新时代大发展、大繁荣。同
时，还要趁热打铁抓住各自文化中的重
点问题、核心问题，开展深入研究，夯实
文旅融合的基础。

晒出文旅精彩 凝聚发展合力
——全市区县“晒文化·晒风景”大型文旅推介活动座谈研讨会侧记

本报记者 张莎

8月23日，重庆雾都宾馆，“晒文化·晒风景”大型文旅推介活动座谈研讨会现场。 首席记者 谢智强 摄 “双晒”宣传图。 （市委宣传部供图）

产业扶贫铺新路 精准到户拔穷根
工商银行重庆市分行以精准扶贫践行“为民服务解难题”

脱贫攻坚战进入

决战决胜的关键阶段，

深度贫困地区是决定

脱贫攻坚进展和成效

的关键领域。工商银

行重庆市分行围绕中

央决策部署和“不忘初

心、牢记使命”主题教

育要求，把金融支持脱

贫攻坚作为主题教育

的重要实践载体，贯彻

到学习教育、调查研

究、检视问题、整改落

实各方面全过程，推动

主题教育扎实有序开

展，以产业扶贫带动贫

困户脱贫，着力提升深

度贫困地区金融精准

扶贫质效。

深入扶贫一线
以实际行动践行初心使命

近日，工行重庆市分行、黔江分行、
石柱支行主要领导，前往深度贫困地区
石柱县黄水镇开展精准扶贫调研工作。

在石柱最大的黄连种植及购销专
业合作社——石柱远程农产品专业合
作社，工行领导认真考察公司的种植基
地及仓库，向企业主详细了解黄连的生
长周期、种植技术、仓库情况、市场情
况、上下游渠道、结算模式、产业带动等
一系列问题，并向公司了解下一步发
展规划、资金需求及脱贫攻坚举措。

据了解，石柱远程农产品专业
合作社是一家集良种繁育、初加
工、贸易（含出口）、技术培训和
技术咨询为一体的综合型企业，
成立于2013年，于2016年入驻
枫木镇昌坪村昌坪组建设黄连
良种繁育基地，属县政府重点培
育的本土黄连龙头企业之一，年
加工黄连产量在600吨以上。

该公司经营模式为“合作社+基
地+农户模式”，有黄连种植基地100余
亩，和农户签订的合作协议基地为2000
余亩，带动下游农户2000余户，其中贫
困户69户，具有良好的产业带动效应。
公司近几年处于业务快速发展期，与北
京同仁堂、太极集团等制药企业建立了

良好的合作关系，药企纷纷在枫木镇
的国锋村、昌坪村等建立了自己的
种植基地，石柱黄连的产地优势
得到了进一步发挥。

企业负责人在谈到企业
发展时表示，目前企业还存
在三个方面的资金缺口：一
是前期资金投入仓库的建
设，导致资金紧张；二是基
地运转需要资金投入，主要
为农户提供黄连种苗、有机
肥料；三是下游结算模式为药

企，资金结算有3个月账期，上
游为向农户现款现货，导致流动

资金出现一定占用情况，迫切希望
得到工行的大力支持。

行领导当场表态，工行将从金融精

准扶贫
的政治高

度，为公司制
定个性化的金融服

务方案，全力解决企业的金融需求，支
持贫困户发展产业，脱贫增收，以实际
行动践行大行责任、彰显大行担当。

创新金融产品
用真金白银助力“三农”发展

工行在开展“不忘初心、牢记使命”
主题教育过程中，通过调研走访深度贫
困地区，发现问题、解决问题。事实上，
近年来，工行重庆市分行围绕打好脱贫
攻坚战，不断创新金融产品，助力“三
农”发展。

今年年初，工行石柱支行走访石柱
远程农产品专业合作社时了解到，因公
司厂房房产证还未办理下来，公司遭遇
了融资难、融资贵问题的困扰。企业负
责人提出，“需要几十万元资金用于临
时资金周转，支付黄连收购款”。于是，
石柱支行根据公司“上下游结算均开立

真实的交易发票”的经营模式，向其推
荐了“发票贷”产品。该产品“贷款手续
简便、纯信用、审批速度快、贷款利率
低”，以开具真实的交易发票作为授信
依据，非常契合公司的经营模式。通过
爱税融授权查询，该公司的授信额度最
高为38万元，公司客户经理立即收集贷
款资料，发起业务办理流程，仅1天时间
便实现放款。该笔贷款的及时下拨解
决了企业燃眉之急，使公司现金流更加
充沛，有力助推公司业务发展。

此次针对调研石柱远程农产品专
业合作社发现的问题，工行石柱支行已
与企业进行沟通，进一步了解客户经营
情况，并提出了金融服务方案。

一是梳理工行信贷产品，主要以创
新型产品发票贷、税e贷、经营快贷、信
用贷款对客户的流动资金进行补充，让
客户“合作社+基地+农户模式”发展壮
大，更好地服务当地种植户，带动建档
立卡贫困脱贫致富。二是对下游种植
户进行了初步了解，部分农户存在金融
业务需求，重点以“农担贷”支持农户日
常生产经营周转中合理的融资需求，支

行种植户发展产业。三是针对企业带
动的69户贫困户进行走访，了解贫困户
发展产业和愿望，对有金融需求的贫因
户，利用扶贫小额贷款予以支持贫困户
发展产业，脱贫增收。四是改善客户支
付环境，以票据池、工银e贴产品解决客
户贷款账龄的问题，实现资金快速回
笼，以网上银行、手机银行等产品方便
客户日常支付结算。

受惠于工行的金融扶贫，石柱远程
农产品专业合作社法人、枫木镇国锋村
党支部书记庄金昌难掩激动之情，“我
祖祖辈辈都靠种植黄连为生，在30多
年经营黄连贸易的过程中有许多心酸、
许多艰难、许多无助，是工行的大力支
持，让企业渡过难关，以支持黄连全产
业链发展带动一方经济发展，为脱贫攻
坚工作添砖加瓦！”

优化金融服务
以普惠金融带动农户脱贫致富

当前，精准扶贫的重点任务是解决
贫困人口的“两不愁三保障”突出问

题。在多年金融精准扶贫的基础上，工
行重庆市分行着力构建了贫困地区普
惠金融服务，致力于为贫困人群提供多
元化的金融服务。

以“银政通”业务为例。该行主动
配合贫困地区政府财政政策，确定了其
为“精准扶贫”专属产品，通过与政府部
门通力合作，建立“风险补偿基金”，为
贫困地区缺乏抵押物的小微企业和个
人经营者提供资金支持。目前，工行重
庆市分行已与黔江、奉节、酉阳、彭水、
石柱、涪陵等区县商议合作协议签订事
项，今年将力争在全部贫困区县推广

“银政通”，满足贫困地区实体经济和个
人经营的资金需求，全力支持贫困地区
经济发展，帮助贫困人群脱贫致富。

同时，该行坚持向贫困地区提供优
惠价格的信贷资金，降低贫困地区各类
群体的付息债务成本，向贫困区县农村
居民发行农福卡，优惠、减免汇款手续
费用。不断优化贫困地区网点建设布
局，设立自助设备450台，农村便民金
融自助服务点7个，加大电子银行渠道
的宣传和推广，实施网点营销标准化，
开展金融扶贫示范点创建工作，在18
个贫困区县创建46个金融扶贫示范
点，目前已有22个示范点获得验收通
过。充分发挥“融e购”电商平台优势，
积极推进贫困地区商户入驻，通过多种
措施帮助贫困地区优质企业扩大销售
渠道。

脱贫攻坚，精准是要义。工行重庆
市分行坚持扶持对象精准、项目安排精
准、资金使用精准、措施到户精准、因村
派人精准、脱贫成效精准“六个精准”，
因村因户因人施策，对症下药、精准滴
灌、靶向治疗，扶贫扶到点上扶到根
上。持续做好对口扶贫工作，通过走访
贫困户，实地查看贫困户住房、生活、家
庭情况，及时帮助解决困难，做好结对
帮扶困难户的思想工作，与村党支部共
同研讨扶贫措施，把发展生产和就业作
为主攻方向，做到户户有增收项目、人
人有脱贫门路。

余冬晖 谭叙
图片由工行重庆市分行提供

▲石柱县枫木镇黄连规范化种植
及天麻间套作示范基地现场

◀ 工行“发票贷”助力石柱远程
农产品专业合作社走出资金困境

▲农户种植黄连增收致富笑开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