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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 李星婷）9月23
日，第三届新时代中国乡村建设暨城口
乡村振兴论坛在城口县举办。来自北
京、浙江、重庆、贵州、四川、等多个省
（市）的专家学者、基层工作者共100余
人参会。与会嘉宾同城口县乡镇干部、
190个村（涉农社区）书记就脱贫攻坚的
成果巩固、集体经济发展和生态价值实
现等多个主题进行深入交流，为巩固脱
贫攻坚成果提供实践经验和理论依据。

本次论坛以“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
有效衔接”为主题，由市农委、市扶贫
办、西南大学、城口县共同主办。本次
论坛设立了《脱贫攻坚成果巩固与后扶
贫开发》《村庄治理、集体经济发展与

“三变”改革》《生态文明转型与生态价
值实现》3个平行论坛，以及两个主旨
演讲。

论坛上，与会嘉宾进行了经验交流
和分享探讨。中国人民大学仝志辉教
授分析了集体产权改革对乡村治理的
制度奠基作用。西南大学乡村振兴战
略研究院、新农村发展研究院副院长肖
亚成教授做了《乡村振兴：脱贫攻坚的
衔接与升华》主旨演讲。北京大学乡村
振兴中心主任、西南大学中国乡村建设
学院执行院长温铁军就《生态文明与乡
村振兴》发表主旨演讲。

成都市郫都区战旗村党委副书记
李光菊分享了战旗村发展经验，他介

绍，战旗村坚持以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
革为主线，深入实施“五项改革”，从而
推动资源变资产、资金变股金、农民变
股东，实现资本下乡、人才进村、市场主
体再造，打造出“农商文旅体”融合发展
的典型样板。2019年，村集体资产达
7010万元。先后荣获“军民共建社会
主义精神文明单位”“全国乡村振兴示
范村”“全国乡村旅游重点村”等称号。

“积极发展产业可改变贫困户‘等、
靠、要’的思想，激发脱贫内生动力。”重
庆市秀山县隘口镇富裕村党支部书记
赵茂兴表示，富裕村通过发展养牛和核
桃产业，积极探索利益联结机制，采取

“公司+专业合作社+农户”的模式，推

动产业发展。现在富裕村全村248户
村民，有239户种植了核桃，223户加
入合作社，户均种植面积12.9亩。如
今，3000多亩核桃长势喜人，村里还培
育起立体农业模式，在林下发展魔芋、
高山土豆、雪莲果、中药材等。核桃丰
产后，户均年收入可达9000元以上，随
着树龄增长，盛果后户均年收入将在7
万元以上。

当天，西南大学乡村振兴战略研究
院城口分院揭牌，西南大学中国乡村建
设学院还将与城口县岚天乡、河鱼乡、
龙田乡共同打造教学科研实践基地，为
探索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有效衔接探
索经验、培育人才。

如何实现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有机衔接
百余名专家学者、基层工作者在城口乡村论坛上交流研究成果分享实践经验

□本报记者 李珩 实习生 王玉英

如今，重庆医科大学附属第二医院
护理部主任、主任护师甘秀妮已回归正
常生活。9月10日，说起坚守67天的抗
疫经历，她说她只是做了自己该做的事。

时间回到今年1月，重庆启动重大
突发公共卫生事件Ⅰ级响应后，作为重
庆市新冠肺炎市级医疗救治专家组顾
问中唯一的护理专家，甘秀妮连续两周
辗转3000多公里，在我市4家新冠定
点救治医院间奔波，负责指导全市新冠
肺炎救治护理工作。

2月17日，重庆大学附属三峡医
院，一例危重病患危在旦夕，甘秀妮立
即牵头组建了重庆市新冠肺炎ECMO
护理团队，连夜指派重医附二院EC-
MO护理骨干携设备驰援，她也赶到现
场指导。最终，他们将患者从死亡线上
拉了回来。

2月25日，重庆市第17批支援湖

北医疗队183名医护人员紧急驰援孝
感，甘秀妮任领队。刚到孝感时，有朋
友给她打电话“你都56了，抵抗力没有
年轻人好，千万不要进红区。”甘秀妮却
回应道：“我已经进了好几次红区了，没
事儿，我不怕！”

到达孝感后，甘秀妮对所有队员进
行了防护服穿脱的再培训及再考核，考
核中，队员们哪怕露出一根头发都会被
叫停重做，这被队员们称为“史上最严
苛考核”。“我们的护士在孝感期间无一
例不良事件发生，保障了病人安全。”甘
秀妮说。

在深入红区调研的基础上，甘秀妮
牵头制定了《重庆市赴孝感新冠肺炎防
治对口支援队医疗质量与安全管理控
制要点》，实现不同医院不同病区的同
质化护理，并将重医附二院病区6S管
理带到孝感前线，在教学楼改造的、条
件非常有限的隔离病区进一步完善三
区两通道，使隔离病区护理工作快速上
手，同时保障护理人员安全，充分契合
了战疫医疗救治的特点。

甘秀妮说，“国家需要我时，我依然
会第一个上。”

重庆医科大学附属第二医院护理部主任甘秀妮

两周辗转3000公里指导抗疫护理工作

9月23日，在云阳县滨江公园“两江
四岸”智慧健身长廊，市民正在健身。

该长廊安装了 10 多种智能健身器
材。每件器材配有彩色显示屏，可语音
播报锻炼时长、消耗热量等数据。器材
上的二维码，具有数据采集、传输等功
能，下载App就能看到参加运动的次数、
时间等数据统计。

据了解，这是该县建成的第二个“两
江四岸”智慧健身长廊，占地300余平方
米。
通讯员 刘兴敏 徐锐 摄/视觉重庆

智慧健身长廊
惠民生

□本报记者 周松 实习生 张天杰

近日，重庆日报接到市民反映称，
位于南岸区长生桥镇的碧桂园千屿小
区，业主违法搭建严重。对此，重庆日
报记者进行了调查。

记者调查发现，该小区刚建成，共
有30余栋建筑，大部分为花园洋房，少
数业主已入住或正在装修。在19栋记
者看到，1楼阳台外的公共绿地，突兀
地立着一排高约3米、宽约两三米的钢
架，从一单元一直延伸到四单元，长约
十多米。钢架下的草地已经被铲除大
半，与一旁公共绿地里的青青绿草形成
鲜明对比。

小区一业主告诉记者，今年8月
初，19栋1楼的几家业主联合起来搭

建了一排雨棚钢架，还未搭建完成时，
被其他业主发现并举报。此后1楼的
几家业主停止了施工，但钢架依然保留
着，没有要拆除的迹象。“我们希望能彻
底拆除钢架并恢复原有的绿地。”该业
主表示，在19栋搭建雨棚钢架后，小区

内其他楼栋1楼的业主纷纷效仿，打起
了公共绿地的主意。

记者在小区内看到，除19栋外，确
实还有部分楼栋1楼外的公共绿地被
铲除了。随后有业主拿出手机向记者
展示，这部分被铲除的绿地，原本已经

被1楼业主改造成了水泥地，后来相关
部门介入，水泥地被拆除了，可是绿化
一直没有恢复。

小区G区4栋底楼原本是架空层，
但101号的业主却私自搭建水泥墙，将
架空层封闭起来，试图将其改造成房
屋。在该户门外，张贴着《重庆市南岸区
长生桥人民政府关于停止对违法建筑供
电、供水、供气的通知书》，通知书告知，
自8月13日起对该业主的违建行为采取
劝阻、禁止施工材料及施工人员入场等
措施，制止违建行为直至违建情形消
除，并对该违法现场停止供电、供水、供
气……至今，该违法建筑尚未拆除。

小区业主王先生无奈地告诉记者，
小区存在如此多的违法建筑，不但严重
破坏了小区绿化环境，且存在安全隐
患。他已多次找过小区物业，但小区物
业都表示无能为力。“希望相关部门能
管一管，彻底解决这件事。”他说。

小区违法建筑何时拆除？公共绿
地何时恢复？记者随后找到小区的物
业重庆东桂合物业管理有限公司。现
场工作人员表示，物业负责人有事外出
不在，无法回应。对此，重庆日报记者
将持续关注。

南岸区碧桂园千屿小区业主违法搭建

被占用的公共绿地何时恢复

本报讯 （记者 龙丹梅）今年汛
期，我市遭遇了历史罕见特大洪水袭
击。重庆日报记者日前从市水利局了解
到，针对今年汛期暴露出的全市防洪工
程薄弱环节，我市正在编制最新版本的
防洪规划工作方案，并谋划一批防洪治
理骨干工程，加紧推进一批重大水利项

目建设，全面提升我市防洪减灾能力。
重庆河流众多、水系发达，全市流

域面积50平方公里以上的河流共有
510条。全市1000余个城镇大约有
70%临河而建，有较突出的防洪问题，
尤其是在应对今年长江5号洪水、嘉陵
江2号洪水过程中，更加暴露出全市防

洪工程标准低、薄弱环节多、工程短板
突出等问题。

市水利局副局长卢峰介绍，此次编
制的防洪规划工作方案时间初步预定
为2020到2050年，将针对长江、嘉陵
江、乌江等重点河流，县级以上城市、工
业园区、建制乡镇及人口聚居重点区等

重要区域，综合考虑全市防洪薄弱环
节、河道治理、水生态修复保护等需要，
特别是解决今年入汛以来暴露出的洪
灾突出问题，谋划一批补短板防洪治理
骨干工程，落实防洪管控措施，强化长
江嘉陵江上游干流大型水库及三峡水
库调度管理，提高县级以上城市、乡镇
等防洪不达标区域防洪能力，构建与重
庆市经济社会发展相适应的“安全保障
可靠、生态景观良好、运行调度高效”的
防洪减灾体系，全面提升我市防洪减灾
能力，确保人民生命财产安全。

我市加快推进汛后水利“补短板”
将谋划一批防洪治理骨干工程

违
法
搭
建
在
公
共
绿
地
上
的
钢
架
。

记
者

周
松

摄\

视
觉
重
庆

本报讯 （记者 汤艳娟）9月23
日，重庆首个重大气凝胶产业项目——
投资12亿元的气凝胶产业基地一期工
程在合川工业园区试运行投产。整个
项目全部建成达产后，预计5-10年内
可实现气凝胶全产业链行业产值超
1000亿元。

气凝胶是一种固体材料，但看起来
像一股袅袅的蓝烟，被誉为“固态烟”，
与玻璃纤维、树脂、聚酯纤维等材料复
合后，可形成气凝胶绝热毡、气凝胶绝
热涂料、气凝胶纤维等多类气凝胶复合
产品。这种材料广泛应用于航空航天、

军用装备、交通运输等领域。
此次投资建设气凝胶产业基地项

目的中科润资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中科润资），是一家专注于气凝胶
纳米技术研发与应用的新材料高科技
公司，在气凝胶应用领域拥有20多项
国家发明专利。

今年3月，中科润资与合川区政府
签订合作协议，将在合川投资12亿元
建设气凝胶产业基地，建设年产1200
吨气凝胶粉粒原材料、1000万平方米
气凝胶绝热保温毡、1000吨气凝胶相
变材料、300吨气凝胶改性聚脲生产线
以及气凝胶工程技术中心。

9月23日，基地一期工程试运行
投产，一期建成投产后5年内，预计可
实现销售额约60亿元，税收约6亿元，
新增就业岗位300个。而整个项目全
部建成达产后，预计5-10年内可实现
气凝胶全产业链行业产值超1000亿
元。

重庆首个重大气凝胶产业项目
在合川试运行投产

本报广州电 （首席记者 颜安）
9月23日，重庆秀山·中国农业银行广
东省分行消费扶贫专场对接活动在广
东省广州市举行。中国农业银行广东
省分行与秀山县现场签下一纸合约，将
在秀山共建供应链基地，推动山区土特
产打入粤港澳大湾区市场，助力消费扶
贫。

据悉，此次活动是重庆消费扶贫月
系列活动之一。秀山县是国务院确定
的农业银行定点扶贫县，由广东和重庆
分行协作对秀山县开展定点扶贫，近年
来双方在招商引资、引进帮扶资金、人
才交流学习等方面密切合作，有力助推
了秀山的脱贫攻坚。

本次活动旨在促进消费扶贫，推
动重庆、广东产销高效对接。首先，
双方将合作共建供应链基地。农行
广东分行将在秀山建立万亩龙凤坝
子米稻鸭共生基地、40万只秀山土鸡
林下养殖基地、万亩纽荷尔脐橙基
地、万亩金丝皇菊、金银花基地等多
个供应链基地，让秀山土特产成为供

应广东“米袋子”“菜篮子”“果盘子”
的重要产品。

同时，秀山县扶贫产品将入驻中国
农业银行总行集中采购平台、农行掌上
银行扶贫商城东西部市场专区等，用平
台经济带动提升秀山县扶贫产品销售
量。

此外，双方将对技术、资金、渠道等
多方面资源进行整合，通过直播+电商
等形式，线上线下一体化推动秀山县扶
贫产品销售，打通消费扶贫痛点、难点、
堵点。

根据协议，农行广东分行在秀山的
采购力度将逐步加大，预计今年采购
2000 万元，2021 年达到 5000 万元，
2022年将达1亿元，2023年达到2亿
元以上。据测算，通过建设供应链基地
和消费扶贫产品采购，可以带动秀山
5000户以上贫困户、1.8万贫困人口受
益，其中，4500户贫困户参与发展相关
产业受益，户均增收可达到1万元以
上，500户贫困户劳动力直接参与务工
就业，户均增收2万元以上。

农行广东分行在秀山建供应链基地
助推土特产远销粤港澳大湾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