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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还剩最后一个月，脱贫攻坚收官大决
战进入倒计时。

4年前，靠家具生意起家的蒲克艳决定回
黔江农村继续“折腾”。之后没多久，蒲克艳带
着500万资金回到黔江农村，开始了“二次创
业”：以土家“秘方”为底，改良出“辣而不燥”的
黔江风味调料。

从那时起，她便扎根在黔江一个贫穷山
村，在贫瘠的土壤上发展产业并带动周边农户
尤其是贫困户脱贫增收。几年下来，她一边种
辣椒一边制辣味调料，成了村民口中的“辣媳
妇”。

靠打工挣的5000元起家
蒲克艳出生在黔江农村，和村里其他同龄

姑娘一样，她早早辍学外出打工。到了谈婚论
嫁的年龄，嫁给“爱情”后相夫教子。

1992年，一场车祸打破平静，她的人生遭
遇至暗时刻。

车祸后她无法工作，甚至要人照料。蒲克
艳被迫从厂里离职，失去收入的同时，还要承
担巨额的医药费，丈夫独自撑起家庭的担子。

“用言语表达不出当时的困境。”蒲克艳

说，这场劫难仿佛是她涅槃的洗礼。蒲克艳并
未一蹶不振，而是在病榻上读书学习，时刻准
备着东山再起。

身体康复后，蒲克艳进家具厂打工，几年
省吃俭用存下5000元。“那是我创业的启动资
金。”蒲克艳说。

1996年，受当时房地产行业的影响，家具
装修行业迅速发展，蒲克艳和丈夫从家具厂出
来自立门户，在重庆歇台子租了一个门面，开
起了自己的家具铺子。“做人和做生意，都要凭
良心。”蒲克艳说，东西要有真材实料，无论生
意大小，从不靠坑骗客人得利。

蒲克艳靠诚信积累口碑，门市的回头客越来
越多。2001年，夫妻俩借助政府扶持又扩大公
司规模成立家具厂，订单最多的时候还请了60
多个工人，干得多的帮工一个月能收入过万。

二次创业瞄准穷山村
2016年5月，蒲克艳又开始了第二次“折

腾”。不过这次，她选择的是穷乡僻壤的农村。
“山清水秀有灵气，人也淳朴，就是太穷。”

蒲克艳告诉记者，每次回黔江老家的农村，周
边乡邻都邀请她吃饭，心里总是暖暖的。

到底去大山区干什么？问题在蒲克艳的
脑子翻来覆去地转。

后来，她将目标瞄向餐桌，以当地土家族
用的食品调料为底本进行改良，锁定了二次创
业的方向。为此，她创立了重庆深耕食品有限
公司。

她邀请西南大学一名行业资深教授，同她
一道研发新版调料，最终调配出带有浓郁黔江
风味的“独家秘方”。比如她的油辣子调料，独
特性在生态、香脆，与市场上一些同类产品简
单泼油大相径庭。

有了“秘方”，就缺“原料”。蒲克艳力排
众议说服家人，开始在穷乡僻壤的黔江建原
料生产基地，为深耕下去打下基础。“当时一
个人忙不赢，条件又艰苦，在车里睡了起码有
几十个晚上，一个人在厂房里住了几个月。”
蒲克艳说。

目前，她在村里流转了上千亩土地，种植
茴香、花椒、辣椒等香料，从源头把控食材“原
汁原味”。仅基地的季节工，一年最忙的一段
时间要上百人，一年开出的工资超过50万。

“除了务工，还有土地流转收入，贫困户家
里种的辣椒、青菜头等我也全部收购。”蒲克艳
说，今年她搭建起40多人的团队，其中有7个
是贫困户。“有的残疾人我也招进来，安排一些
力所能及的事做，鼓励他们靠劳动脱贫。”

在11月27日西部农交会开幕当天，她上
架的油辣子调料被一抢而空，单品现场零售有
三四万的销售额。令她意外的是，目前有6个
外地采购商正在与其深入洽谈。

接下来，蒲克艳定制引进的一条调料生产
线投产，预计达产后可实现超过5000万元的
产值。同时，她还将流转近千亩土地种植青菜
头，继续研发新的产品，深耕调料品市场。

重庆晨报·上游新闻记者 郭发祥

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重庆市分公司拟对重庆渝复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等12户的债权资产包进行处
置。并已于2020年10月10日在《重庆晨报》第2版刊登资产处置公告单。由于我公司拟调整拟处置项目，特补充公
告：拟在资产包中增加綦江中联齿轮传动有限公司债权资产项目，减少重庆五矿机械进出口有限公司债权资产项
目。调整后，截至2020年10月31日，该资产包总额48,552.73万元。资产包的交易对象等条件不变。债权担保详情
参见我公司对外网站，网址www.cinda.com.cn。

本补充公告有效期：5个工作日
受理征询或异议有效期：5个工作日，如对本次处置有任何疑问或异议请与重庆市分公司联系。
联系人：汪早 联系电话：(023) 63760059 电子邮件：wangzao@cinda.com.cn
分公司地址：重庆市渝北区黄山大道中段67号信达国际写字楼1幢22楼
对排斥、阻挠征询或异议的举报电话：（023）63763613
对排斥、阻挠征询或异议的举报电子邮件：fenghuachuan@cinda.com.cn
特别提示：以上资产信息仅供参考，详细资料以法律文书为主。

资产处置公告单

农家女5000元起家挣回500万
二次创业到穷山村当“辣媳妇”

蒲克艳以土家“秘方”为底，改良出“辣而不燥”的黔江风味调料

蒲克艳（红衣）查看辣椒生长情况。

工人正在清洗辣椒。

一、投票时间
2020年12月3日9:00至12月9日18:00
二、投票方式
社会投票采取微信、手机客户端、抖音、电

视投票四种投票方式，各种投票方式均按照有
效一票计算为一票的办法进行统计。用户在投

票时，除产生正常的流量费用外，不收取其他任
何费用。

（一）微信投票
进入“重庆发布”或“今日重庆杂志”微信公

众号，点击导航栏“感动重庆”进入感动重庆专
题页面参与投票。每次投票须选取10名候选
人，每个微信用户每天可在两个微信公众平台
各投票1次。

（二）手机客户端投票
登录“上游新闻”客户端，点击感动重庆专

题页面参与投票，每个注册 ID每天限投票1
次，每次投票须选取10名候选人。

（三）抖音投票

登录抖音客户端，进入“重庆发布”（抖音
号：cqfabu）或“今日重庆”（抖音号：cqtoday）
感动重庆专题页面，为候选人点赞投票，每个抖
音用户可为每名候选人点赞1次，1次计1票。

（四）电视投票
重庆有线电视的高清互动机顶盒和来点智

能机顶盒用户，进入本地—最重庆—2020感动
重庆专题投票。每次投票选取1名候选人，每
个用户每天最多为10名候选人各投1票。

三、投票权重
最终评选结果，采取社会投票与评委投票

按权重综合考评。
四、投票统计

微信、手机客户端、抖音、电视四种投票方
式的票数，在各平台分别实时显示。同时，以

“感动光亮值”反映各区县干部群众参与投票情
况，市民每投票1次可为候选人所在区县增加1
个“感动光亮值”，投票期间各平台系统每天
18:00更新1次“感动光亮值”。

五、注意事项
投票过程中如发现刷票行为或数据异常情

况，组委会将取消所得票数，情节严重者将对相
关人员追究法律责任。

投票咨询电话：023-67805229
投诉监督电话：023-63897140

2020年度“感动重庆十大人物”社会公示投票须知

盲人小伙拍短视频
三年粉丝有近百万

如果时间回到几年前，你会选择什么行
业？罗浪的回答是：短视频。

昨天是国际残疾人节。在重庆市庆祝“国
际残疾人节”文艺节目演出现场，一首由盲人
小伙罗浪演唱的《向往神鹰》，让不少观众震
撼、感动。

先天失明，他的梦想是唱歌
罗浪，本名罗昌伟，认识他的人都叫他罗

浪，他是唱歌的浪子。
1989年，罗浪出生在铜梁一个农村家庭，

爸爸是建筑工人，妈妈在家种地，看护他。“我
从小就喜欢唱歌，听到电视里的片头、片尾曲
经常跟着哼。”罗浪说，他先天失明，但对音乐
非常敏感。后来父母特意给他买了一台录音
机，让他听磁带。

为了养家糊口，罗浪干过一段时间盲人按
摩，但这始终不是他想要的。思索再三，他决
定当一名街头歌手。

2016年，朋友告诉他江西有个艺术团，这
里有全国各地的残疾人，他们以卖艺为生。于
是罗浪拎起包包，只身前往江西。

到了后，罗浪发现这个艺术团有三个板
块：街头卖艺、商演、互联网短视频。每周末，
专业的老师会对残疾人进行培训。

2017年，罗浪做了改变他一生的决定：拍
短视频。

励志主播，三年粉丝近百万
“我从小就有‘攀比心理’，健全人能干的

我一样可以。”罗浪说，看见别人会玩手机、上
网，他想着法也要学会。

2017年4月17日，他请朋友帮忙，完成了
人生第一个短视频。内容很简单：记录他唱
歌，分享自己的励志故事。

由于当时拍短视频的人不多，第一个月他
的粉丝就突破了20万。这让罗浪坚定了信心：
继续做好短视频。

“曾经有网友攻击我是‘假盲人’，确实让
我伤心了一段时间，但是在网上混，就得内心
强大。”罗浪说，他很快调整了心态，继续深耕
短视频领域。如今他在快手平台有近百万粉
丝，并且与很多粉丝成了好朋友。

半个月前，罗浪从江西回到铜梁老家，了
解到部分村民家里橙子堆积，他特意通过自己
的直播间帮助他们销售。“才卖了2天，销售了
2000多斤。”

罗浪说，如今他的孩子8岁，他也打算回重
庆发展。由于自己视力障碍，他希望能有专业
机构和他签约，他也很乐意通过自己的社交平
台，帮助老百姓销售更多农产品。“我们盲人只
是看不见、找不着方向而已，通过努力，我们一
样能实现梦想、活得精彩。”

重庆晨报·上游新闻记者 陈竹

蒲克艳家乡的辣椒种植地。

中国体育彩票排列3
第20284期开奖公告
本期开奖号码：3 3 7

中国体育彩票排列5
第20284期开奖公告
本期开奖号码：3 3 7 8 7

中国体育彩票胜平负任选9场
第20072期开奖公告

本期开奖号码：0 3 0 1 3 1 3 3 0 0 1 3 0 3

中国体育彩票足球胜平负
第20072期开奖公告

本期开奖号码：0 3 0 1 3 1 3 3 0 0 1 3 0 3

中国体育彩票足球4场进球
第20072期开奖公告

本期开奖号码：1 3+ 2 1 1 1 3+ 0

重庆市体育彩票管理中心
2020年12月3日

8 7 5

中国福利彩票3D游戏
重庆市开奖公告
第2020285期

重庆市福利彩票发行中心 2020年12月3日

中奖号码：
红色球号码

26 17 12 24 31 15
蓝色球号码

15

中国福利彩票
双色球开奖公告
第2020122期

10 40 25 34 44 56 33 80 36 41
60 15 63 64 70 39 77 14 48 08

中国福利彩票“快乐8”
重庆市开奖公告
第2020037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