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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脱贫攻坚奖评选委员会
副主任委员赵皖平：
发展产业要因地制宜
要有“十八般武艺”

赵皖平认为，讲好中国人的脱贫故事，讲
好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奋斗、摆脱贫困的故
事，该报道用生动鲜活的语言表现出来让人
耳目一新。

疫情之后如何打赢脱贫攻坚战？赵皖平
为此向中央写过建议，其中就谈到了要主抓
产业扶贫。在他看来，产业扶贫是脱贫攻坚
与乡村振兴的一个最佳融合点，发展产业就
是要因地制宜，各地情况不一样，就是要有

“十八般武艺”。
赵皖平说，决战决胜脱贫攻坚还有9个月时

间，在最后冲刺阶段抓好脱贫工作，重点要防止
“边缘户”的返贫。因为疫情的影响无法回避，关
键是怎么补上来，脱贫的“成色”不能降低。

要达到脱贫目标，高质量打赢脱贫攻坚
战，送钱送物解决不了问题。赵皖平认为，关
键还是要看产业的利益联结是否有效、兜底
政策是否落实以及靠贫困户的自身努力来解
决问题。

石柱县委常委、宣传部部长王琼英：
市县媒体联动
深挖脱贫攻坚的源头活水

石柱县委常委、宣传部部长王琼英说，此

次联动报道反响热烈，开篇之作《中益乡的
“黄精时代”》一大早就刷爆了朋友圈，在市、
县两级融媒体平台推送下成为爆款。报道切
口小、接地气，把黄精产业带动当地发展、脱
贫攻坚的故事讲得深、讲得透。

王琼英认为，此次联动报道“沾泥土”“带
露珠”“冒热气”，是媒体人践行“四力”的生动
体现，也是新闻工作者为重庆打赢脱贫攻坚
战、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营造浓厚氛围的实际
行动。

首篇报道除了生动的文字，还以Vlog的
形式推出视频产品，足见市、县记者们通力合
作、下足了功夫，石柱县也感谢记者们长期关
心关注，为当地脱贫攻坚加油鼓劲。

王琼英说，中益乡的脱贫故事也是全县
脱贫故事的生动缩影。决战决胜脱贫攻坚，
石柱全县干部群众正努力奔跑，记者们的镜
头和文字就是最好的见证。

石柱县中益乡乡长刘登峰：
“老文唱出了
村民们奔跑的劲头”

“看过了报道，我们衷心向参与联动报道
的各位记者朋友们表示感谢！”石柱县中益乡
乡长刘登峰说，报道在刊发之后没多久，就在
他的微信朋友圈里刷了屏，并引发大家的点
赞。

刘登峰说，中益乡作为18个深度贫困
乡镇之一，如今正在“黄精时代”中走进“黄
金时代”。此次有上游新闻·重庆晨报与石
柱当地媒体的联动报道，客观反映了中益乡

黄精产业的点点滴滴，凸显了这些在山区田
间地头的“脱贫宝贝”带给当地村民们的无
限期望。

报道中，刘登峰印象最为深刻的就是64
岁村民文祥斌的故事。“老文的身体力行，也
体现了我们村民对于黄精产业充满信心。”这
一年来，中益乡的领导干部们都觉得乡里最
大的变化来自于村民——从“等帮扶”向“谋
产业”、从“靠政府”向“靠自己”、从“要政策”
向“要发展”的转变十分明显。“Vlog里老文
唱起了《太阳出来喜洋洋》，就可以感受到村
民们奔跑劲头更足了。”

在决战决胜脱贫攻坚的关键时期，刘
登峰与全乡领导干部也将聚集精力、聚焦
火力，让“两不愁三保障”更加托底、更有底
气，全力确保高质量完成脱贫攻坚目标任
务。

“我们对黄精产业的发展，如今会更具信
心！”刘登峰说。

丰都县三建乡蔡森坝村第一书记罗军：
产业发展
是引领农村脱贫增收的关键

看了首篇报道，西南大学派驻扶贫干
部、丰都县三建乡蔡森坝村第一书记罗军
说，系列报道聚焦产业，其中的故事让扶贫
一线的干部们感同身受。抓好产业扶贫、
提高帮扶成效，是产业引领农村脱贫增收
的关键。

如何提高老百姓的收入？如何提升老百
姓的幸福生活指数？

蔡森坝村借着农村“三变”改革的春风，
积极推进产业发展，致力于农民致富增收。
冷水鱼项目生机勃勃，鲟鱼、三文鱼、裂腹鱼
等高档鱼种成为人们餐桌新的选择；生态苗
圃项目欣欣向荣，雪桃、蟠桃、皇冠梨、沃柑、
三代杉、花椒等树苗应有尽有；其他产业发
展春意盎然，青脆李、笋竹、板栗、猪腰枣等
长势喜人；成立专业合作社，提升传统种养
殖业发展质量。土地等资源变成了股权，资
金变成了股金，农民成为了股民。农民在享
受土地保底收益外，还能实现产业收益分
红，同时还能解放劳动力，做更多农民自己
想做的事情。

罗军说，作为驻村第一书记，在产业发展
方面，就是要积极帮助和引导村两委建立和
完善产业管护机制和收益分配机制，完善产
业配套项目，搞好产业管护，推动电商平台销
售，妥善进行收益分配，发展村集体经济，将
产业发展作为该村脱贫增收的增长引擎和实
现乡村振兴的战略支撑。

重庆晨报·上游新闻记者 陈翔 王梓涵

《脱贫攻坚十八般武艺1｜中益乡的“黄精时代”》推出，引发热烈反响

脱贫攻坚 就是要有“十八般武艺”

昨天，上游新闻联动14个
区县融媒体中心聚集脱贫攻坚
大决战推出开篇之作——《脱贫
攻坚十八般武艺 1|中益乡的
“黄精时代”》。整组稿件以文
图、Vlog形式，在上游新闻、重
庆晨报以及石柱县新闻中心、
石柱县广播电视台推出，引发
热烈反响。

全国脱贫攻坚奖评选委员
会副主任委员赵皖平认为，该
报道将“十八般武艺”与脱贫攻
坚结合起来，足具新闻特色，创
意非常好。报道所聚焦的深度
贫困就是脱贫攻坚需要攻克的
最后堡垒，就是要有“十八般武
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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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告遗失
黄忠芳遗失垫江县中医院医疗发票原件941007149972作废
程吉遗失医师资格证:200050110510212751113412声明作废
黄秀平、操江霞之女黄雅萱于2012.01.06在万州区龙驹

镇中心卫生院出生《出生医学证明》编号L500090642作废

遗失重庆鼎生源知识产权代理有限公司印章证明声明作废
遗失张哲瑀.男.2013年11月12日出生证O500286544作废

张静建筑起重信号司索工证渝A032014126565遗失作废

重庆大燕物流有限公司遗失工商银行重庆大江支
行开户许可证，核准号J6530078688001，声明作废

重庆志多鑫科技有限公司遗失业主委托书，其编号
为0000151、0000152、0000153、0000154，声明作废

重庆健益宝商贸股份有限公司遗失 2019.1.2核发执照副本1
个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00107MA607RA3875-3声明作废

遗失重庆颢耘商业管理有限公司公章
一枚，编号：5002263057162声明作废
遗失颜娟之子李谨言重庆五洲妇儿医

院出生医学证明T500385639，声明作废
遗失向原保险执业证00001850000000002019185568作废
江北区金钟副食店（经营者：钟利）遗失烟草专卖

零售许可证副本，许可证号500105121166声明作废
遗失孙琴宗之子张得淳2017年10月21日在重庆市江津区

杜市中心卫生院的出生医学证明，编号R500119391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九龙坡区李洁好又来生鲜超市，遗失食品经营
许可证正本，许可证编号:JY15001070167712遗失作废。

重庆晟元建设工程有限公司向世瑜遗失二级建
造师执业印章，编号：渝201181859206，声明作废

重庆德安居有限公司遗失房屋居间合
同一份合同编号：0001894，声明作废

遗失舒启胜营业执照正副本500381600518977作废
遗失重庆市段显碧企业管理咨询有限责任公司在中国工

商银行江津城南支行开户许可证J6530088735201作废
遗失江津区颜仁杰餐馆卫生许可证.

号码为JY25001160002239声明作废
遗失2016年3月30日发吴传龙在乡参

试退役人员优抚证渝沙坪坝001901作废
遗失蔡杰500222199510058615霍欢5002221995082633

29之子蔡羽于2018年1月30日出生证号R500301964作废
遗失岳治毫500222198907234117王晓鸿500222199110

153728之子岳明轩于2016.8.2出生证编号：Q500116225作废
遗失武隆县屹宁网吧公章一枚

编号5002325007808声明作废

遗失熊永红保险执业证00001850010000102019000931作废

悦来街道办事处嘉陵路社区遗失空白重庆市城乡居民合作
医疗专用票据12份，票号：002653739-002653750，声明作废。

遗失重庆财迅商贸有限公司财务专用章壹枚(编
号5001051053678)、法人周渝私章壹枚，声明作废

重庆大学C区服务部遗失：2005年08月11日核发的营业
执照正副本(注册号5001061903740)及公章壹枚，声明作废

遗失夏沿淞男2017.10.19出生证号R500294090作废

重庆跑跑人力资源管理咨询有限公司遗失公章（编
号5001068196790）与财务专用章各一枚，声明作废

重庆黄桷垭建筑安装工程有限公司遗失2019.4.15核发营
业执照正副本: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00108203162966J作废

遗失重庆睿岳联合管理顾问有限公 司营业执照（正副）
本，统一社会信用代 码91500112320419361A声明作废。

遗失重庆睿岳联合管理顾问有限公司公
章一枚，号码5001127021622，声明作废。

重庆吴美氏石材护理有限公司遗
失中国银行重庆礼嘉支行开户许
可证（核准号J6530079064701，
账号110259273174）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重庆市渝北区双龙湖街道锦湖路社区
因办公室搬迁，遗失未使用重庆市城乡居民合作
医疗保险收费专用票据，票号：002409994-
002410000，特此声明此票段票据作废。

采购公告
我司拟对涪陵职业培训中心A区家具

采购进行竞争性比选，现诚邀有资质的单
位参与竞标，有意者于2020年4月9日前
在涪陵交旅集团官网（http://www.fljl.
com.cn/）自行下载比选文件及相关资料。

联系人：李先生，电话18723025303
重庆市涪陵交通旅游建设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2020年4月3日

减资公告：经重庆海茂物流有限公司（统一社会信
用代码91500114MA5UKM2C37）股东会决议，
拟将注册资本由100万元减至30万元。根据《公
司法》规定，请债权债务人在登报之日起45日内
到我公司申报债权，特此公告。 2020年4月3日
减资公告：经重庆海能物流有限公司（统一社会
信用代码91500114MA5YPEJ53Y）股东决定，
拟将注册资本由100万元减至30万元。根据《公
司法》规定，请债权债务人在登报之日起45日内
到我公司申报债权，特此公告。 2020年4月3日
有限公司注销公告：公司因故解散，请债权人、债务
人持有效证件于本公告之日起45天内来我公司清算
债权、债务。公司债权债务清理完毕后将向工商部
门办理注销登记，逾期责任自负。特此公告。重庆
杰隆建筑工程有限公司（注册号500112008014144）

重庆市南岸区环境行政执法支队
行政处罚决定公告

2019年10月10日，我队执法人员对蓝远
才（出生年月：1974年11月13日）经营的江北
区蓝洁洗衣服务部（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2500105MA5XUW3P0G）进行检查发现，该
单位在高污染燃料禁燃区使用燃煤作为燃料。
上述行为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大气污染防
治法》第三十八条第二款的相关规定。根据《中
华人民共和国大气污染防治法》第一百零七条
第一款之规定，我队作出了渝南岸环执罚
〔2019〕113号行政处罚决定，责令蓝远才（江北
区蓝洁洗衣服务部）立即改正环境违法行为，拆
除燃用高污染燃料的设施，处罚款贰万元整。
现依法送达行政处罚决定，上述处罚决定自本
公告刊登之日起六十日生效。上述款项限于本
处罚决定生效之日起十五日内缴纳。逾期未缴
纳罚款的，我队可以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
处罚法》第五十一条第（一）项之规定，每日按罚
款数额的3%加处罚款。

如对本处罚决定不服，可在处罚决定生
效之日起六十日内向重庆市南岸区生态环境
局申请复议，也可在六个月内直接向重庆市江
津区人民法院起诉。逾期不申请行政复议，也
不提起行政诉讼，又不履行本处罚决定的，我
队将依法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

重庆市南岸区环境行政执法支队
2020年4月2日

注销公告：城口县威鹏旅游文化发展有限责任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00229MA5UATH72F）
经股东决定，本公司拟将注销，根据《公司法》规定
在登报之日起45日内，请债权、债务人到本公司办
理债权债务清偿手续。特此公告。2020年4月3日

重庆市大足区昌州幼儿园遗失重庆市行
政事业单位资金往来结算票据，2018批
次，票据号001072882-001072883金
额2250元；001063980-001063987，金
额9000元，声明作废！

遗失重庆关胜魔芋种植股份合作社营业执照正本、副本
各一本，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3500116MA60MPWP
4E；发票专用章一枚，编号:5003817083721声明作废

遗失中铁十一局集团第五工程有限公司李文俊市政铁路专
业一级建造师注册证，注册编号：鄂142050906841声明作废

遗失中铁十一局集团第五工程有限公司雷小斌公路专业
一级建造师注册证，注册编号：藏150171716826声明作废

公 告
薛承刚，男，户籍地渝中区静园7号5-

5，身份证号码510213194004292815，2020
年3月31日在重庆市第四人民医院急救医疗
中心因胰头恶性肿瘤、多器官功能衰竭死亡，
请其家属于4月10日前与大溪沟街道联系
（63892300）。过期按规处理，不保留骨灰。

公 告
“海棠香国历史文化风情城”4号地块项目业主和相关利害关系人：

“海棠香国历史文化风情城”4号地块项目位于大足区棠香街道红星
社区4、5组，由重庆泽京实业发展（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开发建设。现重庆
泽京实业发展（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向我局提出申请对“海棠香国历史文化
风情城”4号地块小区大门进行优化，并增设一处人行出入口。现拟将调整
情况进行公示，公示时间为2020年4月7日至2020年4月13日，公示地点
为“海棠香国历史文化风情城”4号地块项目售房部、小区公示栏、大足区规
划和自然资源局一楼公示栏及网站（http://www.dazu.gov.cn/gtfg）,
请该项目业主和相关利害关系人相互转告。

若各位业主和相关利害关系人对公示内容无重大异议，公示结束后我
局将依法按程序对该调整办理相关规划手续。特此通告

联系人：何老师 联系电话：43394705
重庆市大足区规划和自然资源局 2020年4月3日

重庆智览商业管理有限责任公司遗失公
章一枚，编号5001038087422，遗失财务章
一枚，章号5001038087423，声明作废。

新时代健康产业（集团）有限公司重庆分公
司，遗失公章，编号5001030060454，声明作废

本人周华缴纳给重庆建玛特商业经营管理有限公司南坪分
公司103号铺位的部分履约保证金2637元,收据遗失,声明作废。

本人朱安玉缴纳给重庆建玛特商业经营管理有限公司南坪
分公司206A号铺位的履约保证金35436元,收据遗失,声明作废。

遗失重庆爱拼教育科技有限公司公章壹枚(编号500916
9999583)、财务专用章壹枚(编号5009169999582)声明作废

吴东阳遗失由重庆医科大学附属第二医
院开具的《重庆市住院医药费专用收据》编
号24394596，金额6685.21元，特此声明
遗失重庆四季发建筑设备租赁有限公司

公章（编号：5001141145358），声明作废

遗失2014年03月14日核发的重庆市德
泽翼扬文化传播发展有限公司营业执照正
副本，注册号500112000483466声明作废

遗失重庆市德泽翼扬文化传播发展有限公司税
务登记证正副本（税号50011209313973X），组织
机构代码证正副本（代码09313973X）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遗失巫山县公安局任锐
警官证：警号220652,声明作废

遗失重庆草堂煤矿资源开发有限公司安全生产许
可证编号：(渝)MK安许证字[2018]1081002B作废

遗失2017.8.3核发渝北区甘诺宝力康达食品经营部周训菊营
业执照副本，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2500112MA5UQURX90作废

刊登
热线15023163856

中益乡
政府工作人
员观看“十八
般武艺”首篇
报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