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首席记者 颜安 实习生 苏畅

6月3日一早，家住四川泸州市的周强又
一次来到了40公里外的重庆永川区仙龙
镇。周强是四川鸿莉子萍商贸有限公司的渠
道总监，主要负责记录有机农产品的生长全
过程。这家刚成立两个多月的电商企业，以
推广、销售有机农产品为主，而毗邻泸州的永
川区仙龙镇是他们的重要客户之一。因此，
两个多月来，每天在永川与泸州之间往返成

了周强的工作常态。
地处永川西南部的仙龙镇，是永川和泸

州的交汇之地。在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加速
推进的大背景下，这个有着6.5万亩耕地的
边界农业镇以实施乡村振兴战略为指引，以
有机农业为主导产业，吹响了打造川渝有机
农业示范镇的号角。

以现代科技为支撑
发展循环立体种养

周强的目的地是仙龙镇张家村村民管永
的有机养殖基地——这里的竹露公鸡是其公
司的主销产品。

他走进鸡舍，采集鸡的饲养和生长情况，
并若有所思地在笔记本上写下一行字：饿了
吃虫子、渴了喝露水、五谷是正餐、水果菜叶
是零食……

记者在管永的鸡舍里发现，舍内没有想
象中的恶臭，一排排养殖栏整齐地将圈舍划
分成面积对等的10多个小鸡舍，分别铺着垫
料；鸡舍墙壁上的窗户开着，透过防蚊网还可
以感到阵阵微风袭来。

“全是微生物发酵床的功劳。”38岁的
村民管永笑着说，他在地面上扒拉了一下，
记者才看到地上覆盖了一层约有30厘米
厚的垫料，这就是管永所说的发酵床。发
酵床由酒糟、糠壳、豆粨、益生菌等构成，里
面有很多有益微生物，可以分解鸡粪，除臭
效果特别好，还可以杀灭病菌和寄生虫
卵。

除了土鸡养殖外，管永还种植了数百亩
有机水稻。“全程不打农药、不用化肥，用的是
我们自己发酵的有机肥。”他告诉记者，有机
肥每吨单价比普通化肥要低2000元，使用后

土壤肥力更高，不板结。
为了实施乡村振兴战略，仙龙镇还聘请

了有机农产品专家前来指导，帮助村民掌握
技术要领。因为踏实肯干爱钻研，管永成为
了仙龙镇有机农业的示范户，带动了不少农
户采用有机技术发展种养业。

传统农业镇找准产业定位
3个万亩示范片雏形显现
当日，记者在仙龙镇张家村看见，清风拂

过，一层层稻浪涌向天边，景色醉人。
但几年前，仙龙镇的产业并不是这样。

69岁的村民王孝财回忆：那时候村里的农
产品单一，以水稻、玉米等传统作物种植为
主，因为使用农药、化肥出现土壤板结。

地处川渝之间的仙龙镇，可以借助区位
优势服务两地，找准突破口成为了关键。

“我们综合比较、仔细思考后，决定发展
有机农业，尤其是水稻、柑橘和蔬菜。”仙龙
镇党委书记唐永红介绍，仙龙镇是传统农业
大镇，没有工业污染，生态环境保护较好，全
年光热量充足，农业基础设施完备，利于发
展有机农业。

（下转2版）

一个川渝边界镇如何融入两地发展大局
——永川仙龙镇打造有机农业示范镇的探索与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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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日报评论员

人类是休戚与共的命运共同体，团结合作是战胜疫情
最有力的武器。这是国际社会在抗击艾滋病、埃博拉、禽
流感、甲型H1N1流感等重大疫情中取得的重要经验，是
各国人民合力抗疫形成的广泛共识。

习近平总书记在6月2日主持召开的专家学者座谈会
上指出，这次疫情发生以来，我们秉持人类命运共同体理
念，积极履行国际义务，密切同世界卫生组织和相关国家

的友好合作，主动同国际社会分享疫情和病毒信息、抗疫
经验做法，向100多个国家和国际组织提供力所能及的物
质和技术援助，体现了负责任大国的担当。总书记强调，
我们要继续履行国际义务，发挥全球抗疫物资最大供应国
作用，共同构建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

当前，人类正在经历二战结束以来最严重的全球公共
卫生危机。经过艰苦卓绝努力，付出巨大代价，承受重大
牺牲，中国有力控制住了新冠肺炎疫情，维护了人民生命
安全和身体健康。 （下转2版）

共同构建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
——论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专家学者座谈会上重要讲话

□本报记者 周尤

从丰都县城区开车往西北方向，
40分钟，就能来到贫困户熊顺发原来
的家——虎威镇回龙村六组。

回龙村三面环山，土地贫瘠、山高
坡陡，交通闭塞，同时基础设施差、无产
业支撑。恶劣的自然环境如同拦路虎，
挡在了村民脱贫致富的路上。打破困
境，只有一个办法：搬出穷窝。

“去年我们一家4口从回龙村搬到
新家，房子大了、生活便利了，而且家门
口就有扶贫车间、包装厂等就业机
会。现在我跟媳妇出了家门就能就近
上班，再也不用外出务工，家里的老人
也不担心没人照顾了。”6月4日，在位
于虎威镇五角丘易地扶贫搬迁集中安
置点的新家里，熊顺发激动地说。

在五角丘集中安置点，一栋栋浅
灰色的房子整齐排列，超市、药店、农
资店、快递代收点、社区管理服务中心
等配套设施应有尽有。茶余饭后，老
人在广场上纳凉，孩子们追逐嬉戏，一
片祥和。

五角丘集中安置点是重庆市“十三
五”市级示范工程，2018年底建成投入
使用，共有安置房2栋84套，安置搬迁
群众84户363人，其中建卡贫困户31
户130人，占全镇易地扶贫搬迁建卡贫
困人口的53%。

楼房建好，群众入住，这只是开
始。如何才能确保搬迁群众搬得出、稳
得住、有事做、能致富？

“解决就业是关键。”虎威镇党委书
记彭松涛说，虎威镇以提升搬迁群众自
主发展能力、就业创业能力、稳定增收
为首要任务，通过收集务工意愿、提供
岗位信息、开展技能培训、引进县内外
企业、建设扶贫车间等措施，助推搬迁
户就业。

“今年3月，为解决因新冠肺炎疫
情导致的就业难问题，县纪委监委督促
虎威镇党委开发清扫保洁、社区服务等公益性岗位，落实
公益性岗位就业13人，通过与引进的扶贫车间牵线搭桥，
帮助78名村民实现就地就业。”丰都县委常委、纪委书记、
县监委主任税明斌说。

“我现在在家门口的公司上班，每月能挣2600元钱，
公司还为我们缴纳‘五险’，这比外出打零工有保障多了！”
说起搬迁后的变化，熊顺发有些激动。

受益的搬迁户不止熊顺发。去年年初，虎威镇党委政
府联合相关部门打造“清池荷韵”农旅融合后续扶持项目，
发展优质柑橘、生态水产和小水果等产业，并实行搬迁户
入股分红，不少搬迁户成为第一批分红者。

“下一步，我们准备发起‘共认扶贫树、共建先锋林、共
助产业园’行动，通过自主所有、入股分红、责任田管护，认
领果树，为搬迁户带来持续收入。”虎威镇五角丘安置点党
支部书记隆永惠介绍说。 （下转2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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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首席记者 李星婷）重庆科研
在硅光领域取得重大突破。6月6日，重庆日
报记者从重庆高新区获悉，位于西部（重庆）
科学城西永微电园的联合微电子中心有限责
任公司，面向全球发布了我国首个自主开发
的180纳米成套硅光工艺设计工具，并建成
国内首个硅光芯片全流程封装测试实验室。

这标志着重庆已具备硅光领域全流程自
主工艺制造能力，并开始向全球提供硅光芯
片流片服务和光电设计自动化设计服务。

据悉，硅光是以光子和电子为信息载体的
硅基光电子大规模集成技术，能够大大提高
集成芯片的性能，是大数据、人工智能、未来
移动通信等新兴产业的基础性支撑技术，可
广泛应用于大数据中心、5G、物联网等产业。

硅光芯片是通过标准半导体工艺将硅光
材料和器件集成在一起的集成光路，主要由

调制器、探测器、无源波导器件等组成，它可
以将多种光器件集成在同一硅基衬底上。

“5G时代，对数据传输的要求越来越高，
传统的电芯片在信号传输模式上遇到带宽、

功耗、延时等一系列瓶颈问题。”联合微电子
中心相关负责人介绍，此次公司耗时近一年，
开发出国内领先、具有完全自主知识产权的
180纳米成套硅光工艺，可将光的极高带宽、

超快速率和高抗干扰特性，以及微电子技术
在大规模集成、低成本等方面的优势进行结
合，形成一个完整的、具有综合功能的新型大
规模光电集成芯片。

此外，硅光芯片自动化封装也是业内难
题。联合微电子中心建成了国内首个硅光芯
片全流程封装测试实验室。最新的封装技术
可以将光、电、温控等进行系统集成，为硅光
芯片实现大规模生产和产业化扫清一大技术
障碍。

比利时皇家科学院院士、根特大学教授
罗尔·巴茨表示，此次联合微电子中心发布的
180纳米成套硅光工艺，标志着该公司具备
硅光领域全流程自主工艺制造能力，是硅光
领域的一大进步。

近年来，重庆高新区依托光电子和微电
子领域的创新平台，在硅光领域率先布局，在
科研基地、研发平台、人才团队等方面都加大
了投入。据悉，2018年在西永微电园挂牌成
立的联合微电子中心，计划用3至5年时间
建设成为光电融合高科技领域的国家级创新
平台，将助力完善重庆市集成电路产业链条，
优化集成电路产业体系，为国家新一代信息
基础设施建设、打造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和
西部（重庆）科学城提供科技支撑。

重庆科研在硅光领域取得重大突破
西部（重庆）科学城研发出我国首个自主开发的180纳米成套硅光工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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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月 6 日清晨，北碚区歇马街道天
马村大磨滩湿地公园，不少市民在此游
玩、锻炼。该公园是梁滩河流域生态综
合治理项目的重点工程之一。经过有
效治理，梁滩河水质显著提升，在此基
础上，该区还对大磨滩瀑布水域、岸线、
周边环境进行了整体改造，让大磨滩湿
地公园显现清水绿岸美丽景象，成为市
民休闲好去处。

记者 龙帆 摄/视觉重庆

北碚大磨滩湿地公园
成市民休闲好去处

本报讯 （记者 向菊梅）“20万份券包，12分钟领
完！”6月6日，重庆日报记者从市商务委获悉，“重庆六六
数字消费节”第一天，市民消费热情高涨，当天发放的20
万份价值共1700万元的消费券大礼包，12分钟内就被一
抢而空，消费券成为拉动我市消费的有效手段。

作为“重庆6·18电商节”的重要活动之一，“重庆六六
数字消费节”于6月6日至12日每天上午10点，在支付宝

“消费券”专页发放每份价值85元的消费券礼包，每天限
量20万份，共计1.19亿元。

“消费券已成拉动重庆消费的一个有效手段，市民抢
券热情、核销率也较高。”市商务委相关负责人介绍，疫情
发生以来，重庆多个区县都先后发放了消费券以激发消费
潜力。消费券带来的效果，也显示出重庆强劲的消费潜
力。如渝北区商务委数据显示，渝北区共发放40万张价
值2000万元的消费券，截至5月31日24时，消费券已使
用27.43万张，补贴金额1371.5万元，据测算将带动渝北
消费1.5亿元。

该负责人表示，本次“重庆六六数字消费节”活动将消
费券发放和使用范围扩大到整个重庆市，更能激发消费热
情，加快市场复苏。另据了解，为持续激发市场消费潜力，
近期我市一些区县还将陆续通过“云闪付”发放消费券。

消费券激发我市消费潜力

“重庆六六数字消费节”首日
20 万份券包 12 分钟抢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