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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的金佛山，郁郁葱葱，满目苍翠。
8月23日清晨，南川区金山镇龙山

村的李光华、李光禄两兄弟身着迷彩服，
脚穿解放鞋，又开始忙着巡山了。出家门
左拐，跨过一条小溪，沿着溪水往前行，一
路过草丛、穿竹林，约摸走了5分钟后，在
一处山坡上兄弟俩停下了脚步。

“快看，这是我们前年栽的银杉树，上
面这一截是今年才长起来哩！”两人小心
翼翼地在林下穿梭，仔细检查着散布在地
上的小银杉，弟弟李光禄指着其中一株，
兴奋地向重庆日报记者介绍道，语气中难
掩喜悦与自豪。

银杉，有“活化石植物”“植物中的大
熊猫”等一系列美誉，是国家一级保护植
物。金佛山科研监测中心2015年的调查
数据显示，在金佛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内
共散布着野生银杉树462株。为了守护
这一濒危的植物界“国宝”，从1980年至
今，李光明、李光华、李光禄三兄弟陆续加
入护林员队伍，与青山做伴，见证着银杉
的成长。

山林就是他们的家

对于从小在金佛山脚长大的李家三
兄弟来说，山林就是他们儿时的“游乐
场”。

1980年的一天，一群要到山上收集
银杉生长情况的工作人员来到村里，他们
要找寻一位向导。

“我去吧。”28岁的大哥李光明一口
应了下来。就在那一年，他成了金佛山首
批护林员之一。

“别看他比我们大，但胆子却最小。”
李光华回忆，毕竟当时还年轻，林子里野
兽也多，大哥巡山时常常会叫上他和李光
禄做伴。对于这份每月工资仅30元的工
作，李光明兢兢业业，每天摸黑进山、摸黑
下山，从未懈怠，直到2004年9月9日。

李光华至今仍清楚地记得那日。那天
巡山回来后不久，大哥突然大叫一声瘫在
地上，捂着肚子说肚里像火烧一样痛，把一
家人吓坏了。兄弟两人立即带着大哥往镇
卫生院赶，却被告知这病只有城里的医院
能治，于是他们又马不停蹄地找车辆将大
哥往城里送。到医院时，李光明已没了呼
吸，一家人至今都不知他得的是什么病。

大哥走了，巡山的活总还得有人干。
李光华考虑了很久还是决定沿着大哥走
过的路继续走下去，“屋头娃儿还小，我没
法出去打工，干这个多少还能挣点钱，而
且这路我也熟。”

2015年，老三李光禄也加入了护林
员队伍。不久后，金佛山启动了银杉的人
工繁育工作，相继在大坟山、吴家湾两个
片区种下人工银杉3000余株，李光禄的
主要任务就是看顾这些人工银杉。

巡山路上危险多

李光华说，他们兄弟所负责的西山片
区是整个金佛山野生银杉分布最多的区
域，共散落着5个群落的野生银杉300余
株，所以肩上责任重大。

近40年来，在三兄弟接续努力下，
300余株野生银杉已被一一编了号。每
天7点出门巡山，对应每株银杉的编号记
录其生长情况，就是李家兄弟的工作。此
外，森林防火、防止盗猎等工作也要兼
顾。这样下来，要把西山片区巡完一遍，
一般需要一个月的时间。由于山路难行，
基本上一双解放鞋在他们脚下的“寿命”
不超过两个月。

个中辛苦按下不提，同样考验着他们
的还有各种未知的危险。

一种危险来自大自然。李光华说，十
多前年经历的一次暴雨天气，让他至今仍
心有余悸。

那一天，天气不错，出着太阳，可巡山
途中突下大雨，霎时天空乌云密布，林子
里也黑了下来。眼看情况不对，李光华加
快脚步往回赶，可雨势太大，河水迅速涨

起来，拦住了他。
“万一暴发山洪或者滑坡就糟了，我

不敢耽误，只能硬着头皮绕路继续往家
走。”李光华回忆道，他好不容易快到家
时，家门口的小溪也已成“大河”，最后家
人在河沟上搭建梯子，他才得以安全返
家。

另一种危险来自山里的野兽，蛇和野
猪是最常见的。

凭借着多年与野兽斗智斗勇的经历，
兄弟俩已总结出了一些应对的经验。“遇
到野猪时主动避让就行了，或者舞着手中
的镰刀大吼‘打哦！’，它们就会跑开，其实
野猪反而怕人些！”李光禄一边比划着一
边笑着说。

至于蛇，兄弟俩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话
就是“蛇咬三生冤”，“平时走路时用工具
四周击打，赶走它们就可以了。”

“一直巡到巡不动”

这份工作，辛苦且充满危险，兄弟两
人每人一年仅2000元工资。

“前几年，家中非常困难，曾想出去打
工。”李光华坦言，他们想过放弃，因为工
资确实难以支撑一家人的生活，两个孩子
都要上学。但是，一想到守护多年的银
杉，他们还是舍不得离开。

为了维持生活，一家人平时就在门前
的地里种点粮食、蔬菜、瓜果，自给自足。
此外，山上竹林多，每年9月中旬至国庆
节前后，兄弟俩就在巡山之余抓紧采笋，
一人一月下来能卖1万多元，这也成为他
们一年中最主要的收入来源。

虽然日子过得清苦，但两兄弟对自己
的工作充满自豪，在他们的精心守护下，
西坡片区的银杉生长良好。“最粗的银杉
我一个人都抱不拢了。”李光华笑呵呵地
说，“那些野生银杉就像我的娃儿一样，它
们每一株的长势、特点我都一清二楚。”

近两年，孩子们逐个走上工作岗位，
家中负担减轻，兄弟俩也松了一口气，但
对于未来，他们仍有担忧。“我今年61岁，
光禄也56岁了，不知道我们还能干几年，
到时候谁来接班？”兄弟俩如今放心不下
就是这些银杉，看着苍翠茂密的山林，李
光华停顿了一下说，“不管怎么样，我会尽
我所能，一直巡到我巡不动的那天。”一旁
的李光禄随着他的话语也轻轻点了点头。

他们接力守护银杉近 40 年
——南川区金山镇三兄弟陆续成为护林员的故事

本报记者 栗园园

本报讯 （记者 白麟 通讯员 戴莹）8月30日，重庆日
报记者从江汉油田涪陵页岩气公司获悉，日前该气田焦石坝区
块的焦页46-5HF、焦页46-6HF、焦页46-7HF三口气同时正
式投产，使得气田投产井总数从399口上升到402口，突破400
口大关。

今年以来，涪陵页岩气田多数气井处于产量递减阶段，上产
压力大，新井产能补充是完成今年生产任务的重要保障。

对此，涪陵页岩气公司一方面在气田焦石坝老区，开展上部
气层及下部气层加密的立体调整开发，同时加快江东、平桥等区
块新井投产速度，努力提升气田产能。

为强力推动产能建设，该公司强化了顶层设计，加快井位部
署、方案论证及可研批复，今年全年计划投产新井98口。截至
8月底，气田已完成试气投产61口新井，目前多口气井获日产
30万方以上高产工业气流。

同时，该公司不断优化生产运行模式，在气田老区采取边试
气边投产运行新模式，缩短建站时间，加快新井投产。此外，气
田还着力攻关水平段“一趟钻”技术，利用新型钻头、螺杆等，不
断促进钻井工程提速提效。

涪陵页岩气田气井
投产总数突破400口

本报讯 （记者 夏元）市民通过“渝快办”平台办理社保查
询、迁移户口等事宜时，再添新渠道。9月3日，重庆日报记者从
浪潮集团获悉，在2019智博会上浪潮集团推出的“爱城市网
App”，已把“渝快办”政务平台功能“装进”该App内，此举将加
快政务服务“掌上办、指尖办”进度。

“渝快办”政务服务平台自去年11月上线运行以来，与市民
生活相关的500多项政务服务都实现了“指尖触达、掌上通
办”。目前，“渝快办”已集成全市58个市级部门、3600多项政
务数据资源，实现了移动端、个人固定端、自助端和实体大厅端
等4个端口协同处理，通过“互联网+政务”的方式，上线政务服
务共564项，日均办件量超过10万件。

浪潮集团负责人表示，此次“爱城市网App”把“渝快办”
政务平台“装进”手机里，将让繁琐的办事流程进一步简化。
以办理“五险一金”功能为例，市民下载登录该App，点击“渝
快办”栏目完成实名认证后，即可一键查询自己的社保、公积
金账户信息及明细，不仅可及时获取信息，还能有效避免隐私
泄露。

“渝快办”平台增添办理渠道

市民登录爱城市网可享便捷服务

本报讯 （记者 张莎）9月3日，由科技部火炬中心、重庆
市科技局、重庆高新区管委会主办的第八届中国创新创业大赛
（重庆赛区）暨第五届重庆“高新杯”众创大赛迎来决赛，60家企
业巅峰对决，最终48个项目脱颖而出，分别斩获成长组和初创
组一二三等奖和优秀奖。

记者在现场看到，决赛60强企业既有AI智能执法装备、
M-ebs工业电子雷管爆破系统等高技术项目，也有治疗癌症的
新药、免散瞳眼底照相机等新型应用项目。据了解，大赛主办方
大力支持优秀项目落地，本次获得中国创新创业大赛（重庆赛
区）决赛或行业总决赛一、二、三等奖的项目，于比赛结束后6个
月内在重庆高新区落户注册，进行成果转化并投产运营的，可获
得最高500万元政策扶持。

记者了解到，主办方还邀请了关注度较高的参赛企业和投
资机构进行一对一互动交流，加快促进资本融合，实现创新创业
成果转化。后续还通过到企业现场参观、财务数据精算分析、股
权构架深入沟通等环节促进投资融资，预计将助力企业获得投
融资1500万元以上。

第五届重庆“高新杯”众创大赛决赛落幕

重庆高新区给予优秀项目落地
最高500万元政策扶持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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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武隆区羊角镇艳山红村的党
员干部们都没闲着。

村支书钱代彬在下村扶贫时出了车
祸，右手骨折。他在病床上躺了7天后便
回了村，每天早出晚归到村办公室报道。

村主任黄东过去不是在买猪仔，就
是在卖生猪的路上。今年，他主动关闭
了自家的养猪场，带头入股和村集体一
起联办了榨油车间，还吸纳了3个贫困户
就业。

今年，艳山红村在武隆城区和羊角
古镇开了6个土货店，销售艳山红村及周
边几个贫困村的土货。村民陈容主动接
下了门店的线上线下运营工作，短短两
三个月时间，每个门店每月的营业额便
达3万元以上。陈容的另一个身份，是艳
山红村今年刚刚发展的新党员。

……
党员干部以身作则，为村里谋发展，

在如今的艳山红村已成为常态。而这一
切都与武隆区总工会选派到艳山红村的
驻村第一书记游四海有关。

三件小事，倒逼村干部转作风

2017年 12月 22日，游四海带着母
亲来村里报道。

艳山红村位于羊角镇西北部，幅员
10.98平方公里，全村8个村民小组492
户1715人，被称为“烂泥坝”，是武隆区出
了名的穷村。

进村的路蜿蜒崎岖，屋前屋后不时
看见一堆堆垃圾，田间地头种着常见的
白菜萝卜，看不到几个干活的村民。一
路走到村委会，同行的老母亲已经皱起
了眉头，嚷嚷着要他回去。

游四海没说啥，跟村干部打过照面
后，便下了村，四处搞调研。

调研的结果很不理想：村里年轻人
外出，产业空虚，留下的人也没有发展的
心劲。更重要的是，他发现老百姓对村
干部很不信任，不少人反映“村干部喜欢
摆架子、不爱搭理群众”，因此，村里动员
修个路、搞个产业，大伙儿都不肯。

村干部也很委屈：每天东奔西跑的
都是为了村里发展，但好说歹说老百姓
就是不相信。

正在这时，村里出了三件事，群众意
见很大。

第一件事：村民因果树杀菌需要石

灰，找到村干部帮忙。村干部打了几个
电话，回复村民说武隆城区没货。

第二件事：村民代山私自将集体水
管架设到自家田地取水，与村主任黄东
发生了纠纷。一时间，村里到处都在传

“村主任打人”，黄东觉得很委屈。
第三件事：全村8个村民小组，竟有7

个小组长申请低保，老百姓意见很大。
事情虽小，但意义重大，老百姓从这

一件件小事中看到的是村里党员干部的
作风问题。游四海第一时间组织召开党
员大会，主题是“群众利益无小事”。会
上，村支书钱代彬带头检讨，并从外地买
来2吨石灰供村民免费取用；村主任黄东
向代山道歉，并主动赔付了医疗费；7个
村民小组长全部主动退出低保申请。

村干部作风的一点点改变逐渐赢得
了村民的信任。后来，村里再要修路、搞
建设，大家都肯出力了。

父女两人，同一天加入中国共产党

艳山红村要发展，仅靠村干部的力
量显然不够。特别是村里经过调研，以

“三变”改革为抓手，以乡村旅游为主，发
展起了花卉、奇异水果、高山鸽子、鳅田
稻等产业后，更需要能人带动。那么，如
何激发群众的内生动力，动员艳山红村
的村民都来参与脱贫攻坚及乡村振兴
呢？

游四海动员村里的党员、干部组成
了一支党员先锋突击队，还组建了一个

微信群。一开始，突击队队员们全部是
在家的党员干部，开展的是清扫环境、维
护公路、为老年人洗头剪发等志愿服
务。不少在外工作、生活的村民们从家
人口中得知后，也加入了这个微信群，群
成员逐渐从二三十个发展到了一百多
个，但多数人只是观望，并不参与。

但2018年7月发生的一件事，让大
伙儿的心紧紧地连在了一起。

当年，武隆区遭受暴雨袭击，大雨一
直下了十多天，艳山红村受灾尤其严
重。村里有一口13亩的山坪塘，由于连
续暴雨，面临决堤的风险。游四海带着
村里的党员干部们把住在山坪塘下游的
留守老人、孩子背到村委会，又和村干部
轮流在山坪塘旁值守，几天几夜下来，两
眼熬得通红。村民们看在眼里，疼在心
里，不少村民打电话将此事告诉了在外
创业、打工的亲人。

雨停后，村里部分路段遭遇泥石流
塌方，游四海试着在微信群里发消息：

“村里受灾了，大家能帮忙的回来帮帮
忙。”没想到竟一呼百应，在重庆主城、涪
陵、武隆城区等地务工的村民们纷纷赶
回来，有的还开着自家的挖掘机，在短短
两天内便修复完所有受阻受损道路、堰
渠和农田。

这件事后，艳山红村党员先锋突击
队的人数激增，达到了100多人。72岁
的村民陈永禄是个转业军人，在军队里
学过水电工，谁家的锄头断了、村里的水

渠坏了，他都不声不响地主动上门去维
修，连材料费也不肯收。陈永禄的女儿
陈容今年36岁，平时在武隆城区做生意，
被村里党员干部的行为感动，她也主动
参加了党员先锋突击队，凡是村里有事，
她都第一时间冲在前面。

在党组织的带动下，去年，艳山红村
17人写了入党申请书，其中就包括陈永
禄和女儿陈容。

今年7月1日，陈永禄、陈容和父女
俩同一天入了党。

一支队伍，凝聚人心激活乡村

小康不小康，关键看老乡。要实现
乡村振兴，就要提高每个村民的参与激
情，凝聚撸起袖子加油干的共识。这样
才能在扶贫工作队离开后，为乡村留下
一支“撤不走”的扶贫工作队。那么，如
何凝聚人心，激活乡村呢？

游四海引导党员和在外能人回村，
探索建立了“村总理事会+分支部理事
会+村民小组理事会”三级自治体系，把
村级大小事务交给群众。理事会总计
100多人，都是村里村外的能人。游四海
带头为理事会捐款，这些捐款用于村里
购置路灯、美化庭院等公益事业，村庄逐
渐变得漂亮起来，不少在外打工的村民
有了返乡创业的意愿。

村民王双红早已在武隆城区定居，
事业有成，从去年加入村民理事会后，他
不仅事事都冲在前头，离乡多年的他今
年还准备回老家发展养殖业，理由是“村
里如今发生了大变化，在家发展也能致
富”。

村里的中药材种植大户贺新村主动
提出，跟村集体一起联合发展中药材，他
来负责中药材基地的管理和技术培训，
带动村民们都来种中药材增收。

……
产业起步了，老百姓有心劲了，有了

这支“撤不走”的扶贫工作队作后盾，游
四海开始考虑村里的产业升级。

就在几天前，艳山红村在由“学习强
国”平台组织开展的活动中获得2019年
重庆十大最美乡村的称号，从一个贫困
村“变身”网红村，不少市民慕名而来。
但村里的乡村旅游刚刚起步，接待条件
还不完善。于是，游四海用自己的私人
名义贷了一笔款，用于垫付修建乡村旅
游接待中心的费用。其实再等上一两个
月，接待中心建设费用便能通过种种审
批程序到位，但游四海认为振兴乡村等
不起，拖不得，“风险我来担，（村子发展
的）事儿要先干起来再说！”

武隆区羊角镇艳山红村驻村第一书记游四海：

他打造了一支“不走的扶贫工作队”
本报记者 龙丹梅

本报讯 （记者 廖雪梅）为激活社会的创新“细胞”，今年
市财政将进一步提升我市科技研发的投入强度。9月3日，重庆
日报记者从市财政局了解到，今年重庆拟压减市区两级一般性
开支，增加10亿元资金提升科技研发投入强度。其中，市级和
相关区将各新增5亿元用于研发投入。

市财政局负责人介绍，该局将组合采取投资补助、重大项目
奖励、政府购买等方式，调动各方面投入科技研发的积极性，充
分发挥财政资金“四两拨千斤”的作用。力争到2022年全社会
研发投入强度超过全国平均水平。研发专项资金专项支持创新
主体、创新项目、创新平台。

对于区级的5亿元财政补助，市财政局、市科技局则要求根
据区域实际，参照市级方案出台具体政策。

提升科技研发的投入强度

重庆市级财政
今年新增5亿元研发专项资金

本报讯 （通讯员 黄敏）今年以来，黔江区坚持防治工作
“做在前面、做在平时、做在基层”，成立了安全生产和自然灾害
重大防控工作领导小组。同时，建立了区长、应急管理局局长、
乡镇长、村长（村委会主任）、企业长（负责人）“五长”负责制，实
施24小时值班值守制度和预警预报制度，把安全关口前移。

黔江区应急管理局负责人说，隐患排查治理是预防和减少
事故发生的有效手段，必须围绕道路交通、消防、矿山、危险化学
品、烟花爆竹、建筑施工、特种设备等重点行业领域开展隐患大
排查大整治大执法，确保检查不“挂空挡”，全力防范化解安全生
产与自然灾害重大风险。

据了解，今年1-8月，黔江全区共检查生产企业191家，查
处违法行为和隐患1014条，整改违法行为和隐患1011条，责令
停产整改2家，对3处重大危险源实行24小时监控。

黔江“五长”织密安全网

1-8月整改违法行为和隐患1011条

游四海在艳山红村土货行查看土特产销售情况。 记者 龙丹梅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