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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教老师二十七年辛勤耕耘
演绎现实版“一个都不能少”

重庆商报-上游财经记者 李舒

重庆商报讯 二十七年辛勤耕耘，
她把青春和热血都奉献给了残障孩子，
献给了特殊教育事业，她走进贫困山区，
把贫困家庭的残障孩子带到课堂，演绎
现实版“一个都不能少”，并倾注全部心
血，把阳光和爱播撒在这些孩子身上，她
就是开州区特殊教育学校老师蒋春芳。

“我刚参加工作的时候，那时的开县
聋哑学校仅有三十多个学生，因为信息
闭塞和家庭贫困，很多适龄的聋哑孩子
都没有到学校来上学。”蒋春芳说到，为
了让孩子们有学可上，她和同事深入到
贫困山区，走进各乡镇、村社进行宣传。
经过一次次走访和劝说，怀着不放弃的
精神，最终很多家庭还是愿意把孩子送
到学校来接受康复和教育。

为了让孩子们更好地适应陌生的学习
生活环境，蒋春芳不仅教他们读书、陪他们
玩耍，还要负责孩子们的日常生活，像妈妈
一样，手把手地喂饭，对学生进行穿、脱衣
服训练，教学生洗头洗衣。为留守儿童、贫
困学生掏钱看病、添置学习生活用品花掉
了2万余元。蒋春芳说，对于特教事业，这
不仅是一份工作，更是一份责任，面对这群
特殊的孩子，她将一直坚守不离开。

江津富硒产业今年前十月实现产值47亿元，2020年将突破百亿元

一个微量元素为何能撬动百亿产业？

重庆商报-上游财经记者 张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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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津富硒茶种子基地

广告

重庆商报讯 昨日，记者从市人社
局获悉，重庆江津综合保税区开发建设
有限公司面向社会公开招聘职业经理
人、内设机构负责人及工作人员 55名，
最高税前年薪达200万。

记者了解到，重庆江津综合保税区开
发建设有限公司本次面向社会招聘职业
经理人7人，其中分管产业发展中心（招商
中心）、市场运营中心的副总经理1名；产
业发展中心（招商中心）经理1名；产业发
展中心（招商中心）副经理3名；市场运营
中心经理1名；市场运营中心副经理1名。

另外还招聘内设机构负责人及工作
人员48人，其中综合部招部长1名、副部
长1名，工作人员3名，共5名；产业发展
中心招工作人员18名；财务部招部长1
名、副部长1名，工作人员2名，共4名；
规划建设部招部长1名、副部长2名，工
作人员8名，共11名；市场运营中心招工
作人员5名；管理服务中心招主任1名、
副主任1名，工作人员3名，共5名。

江津综合保税区招55人
重庆商报-上游财经记者 黎静

一个微量元素的“化合
作用”有多大？仅仅依靠
一个硒元素，竟能撬动百
亿产业！12月8日，中国·
重庆（江津）首届富硒产业
发展大会就将在江津召
开，届时来自全国的专家、
学者将共同探讨富硒产业
的“硒”望之路。

作为本次大会的主办
方，也是全国富硒产业发展
的高地，记者从江津区了解
到，今年1至10月，江津的
富硒产业实现产值 47 亿
元，预计到 2020年将突破
百亿大关。依靠当地的富
硒资源，通过发展富硒农
业，江津打造出一个个农业
供给侧改革的鲜活样本，使
得富硒产业成为富民兴区
的“助推器”。

微量元素硒变身“金宝宝”

一种微量元素带动的产业
能量有多大？答案40亿！而这
仅仅是去年江津富硒产业的年
产值。根据江津区区长谭庆的
介绍，今年的产值预计将达到
55亿元，较去年增长37.5%。

如何让看不见摸不到的硒
元素产生如此大的化学反应？
谭庆认为，近年来江津富硒农产
品的异军突起，得益于全区上下
把富硒产业确定为农业产业的

“第一抓手”，一边靠着政府扶
持，科学规划；一边靠企业带动，
打造公共品牌——从2012年开
始，江津就启动了富硒的掘金之
路，在生产上，对富硒产业生产
基地进行了科学规划和合理布
局，集中成片发展粮油、花椒、茶
叶、蔬菜、果品、畜禽、水产和中
药材等八大类富硒产业；在销售
上，除了不断拓展线下门店，还
不断在消费者与农产品间搭建

“指尖通道”，成功上线运营“京
东生鲜中国特产江津馆”“重庆
富硒网”“淘宝江津硒货旗舰店”

“淘实惠”等数十家网站（店），并
培育出“福音”“骄王”“硒客来”

“康崃硒”“四面绿针”等富硒特
色品牌37个。

去年，江津区富硒产业产值
已超过农业总产业值三分之一
比重，硒元素的经济作用不断被
放大，而这仅仅是掘金的开始。
为了让富硒产业撬动更多产业，
加强动能转换，江津还在富硒美
食上做文章，把富硒农产品运用
到江津肉片、芝麻圆子、冰糖竽
儿泥等传统美食的制作上，让好
吃狗流连忘返。在今年10月举
办的“第 27届中国厨师节”上，
中国烹饪协会正式授予江津区

“中国富硒美食之乡”称号。在
美食的诱惑下，富硒农产品增值
增效明显，不断推高农产品的附
加值，以嘉平镇的黄豆为例，市
场价由过去的1.5元一斤提高到
16元一斤。

富硒年产值100亿元

为了让富硒元素发挥更大
的产能效益，长远的规划必不可
少，在江津区的规划中，到2020
年，全区实现富硒年产值100亿
元，其中富硒加工产值24亿元。

单单倚靠一个化学元素要
实现百亿的产值，对于产能低效
的传统农业而言谈何容易。然
而，狠狠抓住富硒不放手的江
津，却偏偏要探索这条特色农业
的“硒”望之路。江津区有关负
责人介绍，为实现百亿目标，增
强富硒农产品的商品化率，规模
化种植必不可少。按照《江津区

“十三五”国家现代农业示范区
及 农 业 发 展 规 划（2016 －
2020）》，到2020年，江津富硒农
作物产量将达到 70万吨，富硒
农作物播种面积达到135万亩，
富硒加工业产值实现 24亿元，
全区富硒产业总产值实现 100
亿元。

党的十九大报告首次提出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对此，江津
区将坚持走富硒富民之路，持续

做大做强富硒产业，推进一二三
产业融合发展，着力夯实乡村振
兴战略的重要产业基础。据了
解，江津区计划到 2020 年建设
富硒生态观光园 50个，富硒乡
村旅游网点200个，吸引旅游观
光人数达到150万人次，实现富
硒二三产业产值占全区富硒产
业总产值40%以上。

富硒产业变富民助推器

去年年底，中央农村工作会
议提出，推进农业供给侧结构性
改革，要以提高农业供给质量为
主攻方向，促进农业由主要满足

“量”的需求，向更加注重满足
“质”的需求转变。在农业供给
侧结构性改革的大背景下，富硒
产业自然成了江津富民兴区助
推器。

为了带动农户发展富硒产
业，江津区引进重庆寿乡电子商
务有限公司，通过电商合作人的
方式，与农户签约，形成专业化
的种植。农户不会种，农业专家
三天两头进村指导；农产品卖不

掉，通过整合京东、淘宝平台、中
国富硒网等平台，帮助农产品打
开销路；农产品商品化率低，寿
乡电子商务有限公司一口气注
册了十个公共品牌，有了品牌背
书，价格自然翻几番。

一头连着发展，一头连着民
生，江津“富硒农业＋农村电商”
的模式，造就了一个农业供给侧
改革触“网”样本。据了解，今年
1至 10月江津全区已实现农产
品网上销售1.9 亿元，通过电商
运作，农民不仅卖出了产品，还
卖出了高价——“石蟆硒”富硒
大米最高卖到150元/斤，“羊儿
山”富硒土鸡蛋卖到5元/个，猫
山富硒茶叶最高卖到1000元~
8000元/斤……

“如今江津的富硒农产品已
形成良性发展，通过电商品牌效
应和富硒认证，打开了销路。同
时又通过电商品牌，倒逼农户提
升养殖质量，扩大经营规模。”江
津区商务局副局长李晓玲介绍，
随着富硒名片不断在全国打响，
富硒农产品的附加值也越来越
高，为富民兴区注入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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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面形成战斗力 运－9机群奔袭数千公里模拟岛礁空投

关关注今日 万万象社会

这个偷酒贼不寻常
中国空军运－9机群近日从西部

某机场出发，奔袭数千公里，抵达南
海某岛礁进行空投演练。这是国产
中型运输机首次实施长航程海上训
练，标志着运－9 飞机已全面形成战
斗力。

任务当日清晨，川西某军用机
场，数架运－9 飞机腾空而起，一路
穿越崇山峻岭和重重云霭。正午过
后，机群飞抵位于南海的某岛礁，机
组在无人工标志、无气象资料、无指
挥引导的条件下实施模拟空投。随
后，运输机绕岛礁盘旋一周后飞返内
陆，并于当夜安全着陆在川西某军用
机场。

执行这次任务的长机机长、空军
航空兵某团团长刘宝介绍，长航时、远
距离海上飞行，对于飞行员的技术水
平和装备保障提出了很高要求。出发
前，机组人员针对海上训练课目可能

出现的各种特情，进行了预想预防，逐
一分析、研究、演练处置方法；机务人
员针对海上飞行特点，研究制定了相
应的保障预案，确保了模拟空投的圆
满成功。

运－9飞机是一款国产中型运输
机，首装空军航空兵某团后，先后奔赴
戈壁大漠、雪域高原、南海之滨进行训
练，经历了沙尘暴、雷电、大风等极端
危险天气的考验，圆满完成了陆空联
演、重装空投、实兵空降等重大演训任
务。2016年9月，运－9飞机还首次飞
出国门，执行军事空运任务。2017
年，运－9飞机与运－20飞机组成混
合编队，参加庆祝建军 90周年阅兵。
随后，首次参加“国际军事比赛－
2017”“航空飞镖”项目比赛，在运输机
组比武中取得优异成绩。目前，这个
团作为“运－9首装团”，正在向“全域
到达、全程使用”迈进。

囧囧事今日

吸毒、学渣不要紧
美国陆军放宽入伍标准

由于募兵人数不足，美国陆军正放
宽入伍条件。今年已有500多名在青少
年时期吸食过大麻的人获准参军，将近
2％的新兵在入伍考试中成绩属于最差
一档。

美联社3日报道，2016年，青少年时
期吸食过大麻、但被“特招”入伍的陆军
新兵有191人，今年超过500人。而三年
前，这种情况根本不会“特批”。

陆军方面的统计数字显示，今年，陆
军共有8000名新兵经由特批手续入伍，
比2016年多1300人。大部分特批对象
存在身体或心理健康问题，还有一批人
有行为不检点的记录。

陆军征兵司令部主管杰夫·斯诺少
将证实，截至今年9月30日的本财政年
度中，因行为不检点而经特批手续入伍
的新兵中，青少年时期吸食过大麻的人
占四分之一。

今年，美国陆军一共招募将近6.9万
名新兵，同比增加6000人；2018年 9月
前，陆军面临更大的募兵压力，需要8万
名新兵入伍。

此外，斯诺说，今年新兵有将近2％
在军队职业倾向测试中成绩属于最差的

“第四级”，即得分不超过31分。而总分
是 99 分。2016 年，“第四档”新兵只占
0.5％。

这种情况引发国会担忧，但陆军方
面承诺，放宽入伍标准不会影响整体战
力。 本组稿件据新华社

在美国，野生动物闯入商店或民宅
的事不时见诸报端。但佛罗里达州沃尔
顿堡滩有一只不同寻常的负鼠，不仅闯
入了一家卖酒精饮料的商店，还直接喝
掉一瓶波本威士忌。被店员发现时，它
已经醉倒在货架上。在当地野生动物救
援人员的帮助下，它醒酒成功，被放归大
自然。

据报道，这家商店的店员近日看
到货架上有一只失去意识的负鼠，旁
边有一个破掉的酒瓶，盖子已经打开，
而且瓶里已经空了。商店报警后，警
察把负鼠送到野生动物收容中心。经
检查，这是一只雌性负鼠，被送到收容
中心时明显是喝醉了，无法正常走路，
像是迷失了方向，而且不断流口水，面
色苍白。收容中心工作人员试图帮它

“醒酒”，给它洗胃，以免它酒精中毒。
几天后，这只负鼠恢复正常，被放归大
自然。

商店老板卡什·穆尔说，过去从没发
生过负鼠闯进店里的事，推测这只负鼠
是从天花板爬进店里，跳到货架上，碰翻
了酒瓶，又喝掉了里面的酒。

也门前总统萨利赫身边的一名高级
官员 4日向新华社记者证实，萨利赫当
天被胡塞武装打死。

该官员说，萨利赫及其领导的全国人
民大会党副总书记阿瓦迪当天在逃离首
都萨那的路上被胡塞武装打死，当时两人
正试图前往政府军控制的马里卜省。

该官员向记者证实，萨利赫的侄子

塔里克和全国人民大会党总书记祖卡也
在当天早些时候死亡。

胡塞武装随后通过电视台播报了萨
利赫被打死的消息，并展示了相关视频
画面。

11月29日，胡塞武装与萨利赫武装力
量在萨那爆发冲突。12月2日，双方交火
升级，萨利赫呼吁武装力量和民众反抗胡

塞武装。萨利赫的新立场得到多国联军和
正在沙特避难的也门总统哈迪的支持。

胡塞武装曾与支持萨利赫的武装力
量于2014年年底组成同盟，对抗哈迪领
导的合法政府。2015年 3月，哈迪被迫
逃往沙特避难。沙特则对也门反政府武
装发动空中打击，试图恢复哈迪政府对
国家的控制。

中国空军新闻发言人申进科4日在华北
某机场发布消息说，中国空军近日出动侦察
机赴黄海东海远海训练，提高备战打仗能力，
维护国家战略利益。

申进科介绍，中国空军侦察机这次远海
训练，飞了过去没有飞过的航线，到了过去没
有到过的区域。当天，空军同步组织了歼击
机、预警机和地空导弹部队实施协同训练。

中国空军出动侦察机
赴黄海东海远海训练

相 关
新 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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