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关注民营经济发展

家住酉阳大溪镇大溪村2组的张尚才，
今年67岁，身患残疾，家中虽有10口人，但
子女常年在外务工，唯有老两口在家以种
植蔬菜为生，生活十分贫寒。随着年龄增
长，较重的田间劳作老人已无力承担。

自从重庆琥珀茶油公司在大溪镇大溪
村建设了油茶基地后，流转了张尚才家中6
亩土地，种植上了油茶。张尚才恍然大悟，
原来以前的“烧火柴”也能变成“摇钱树”。
此后，张尚才在获得茶油林地管护劳务费
的同时，还能得到茶果的收益。近几年来，
他每年收入均达到8000元以上，家庭生活
状况得到了很大的改善。

让张尚才“老有所依”的转变，要从重
庆琥珀茶油有限公司在酉阳的成立说起。
据琥珀茶油董事长王礼生介绍，当年他和
妻子一起在酉阳成立这家以发展油茶产业
进行产业扶贫的公司，他们首先选择了在
酉阳最偏远的乡镇之一可大乡的新溪村、
可大村、程香村、吴家村、中坝村、客寨村6
个贫困村发展油茶种植基地，以流转、承
包、合作三种形式开始带领村民以发展油
茶产业实现脱贫。

8年过去，几个贫困乡镇早已是油茶满
山，不但美化了环境，也迎来了丰收。看到
了效益的农民们纷纷加入种植油茶树的队
伍，还不停带动他人一同种植。在琥珀茶
油公司的保底收购下，农户不愁茶果没有
销路。只要能出上一把子力气，就能自力
更生奔小康。

王礼生更是被市政府表彰为精准扶贫
先进个人，他的公司也发展成为了以油茶
种植、加工、销售、科研为核心及油茶衍生
产品开发、有机农副产品加工为一体的综

合性农林产业化龙头企业。去年，琥珀茶
油被全国工商联表彰为“万企帮万村”先进
企业。

王礼生认为，产业扶贫最重要的还是
要把种出来的产品变成商品及品牌，能持
续稳定地销售出去。这恰好是农民的短
板、企业的强项。为此，琥珀茶油在酉阳板
溪镇建成了油茶加工中心和在重庆成立了
茶油研发与销售中心，组建和培育了油茶
种植专业技术队伍和茶油销售队伍，创立
了“琥珀”茶油品牌，逐步打开了市场。

解决农户发展油茶的后顾之忧后，琥
珀茶油开始引导更多的贫困村民种植油
茶，以“协会+龙头企业+二级公司+合作
社+基地+农户”的扶贫模式，在可大、大溪
两个贫困乡镇以示范园为油茶专业合作

社、油茶种植企业以及村集体提供油茶产
业基地建设样板，带领村民发展油茶产业
实现脱贫。在板溪镇轻工业园区建有年产
3000吨的现代化全封闭低温压榨、纯物理
精炼和无菌灌装生产线，并与1200余户村
民签订“代种代管+订单”合同，为贫困村民
代建油茶基地，产权属村民所有，公司订单
兜底收购茶籽，茶籽收购价由原来的5元/
斤提高到现在的11元/斤。

据悉，“琥珀”茶油系列品牌入驻了重
庆各大类型商超体系，进驻了淘宝、京东、
天猫线上销售，并以招商和合作销售为渠
道快速进入云贵川等地市场。王礼生认
为，产品销售得越好，品牌带动扶贫产业发
展的效果就会越明显。

重庆晚报记者 宋剑 受访者供图

油茶树让贫困老人“老有所依”

今年是改革开放40周年。回顾40年，
中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尤其是通信
业快速发展。在我国通信业改革开放历程
中，中国联通的发展可以说是一个真实缩
影。从通信基础设施建设到如火如荼推进
中的混合所有制改革，从大数据智能化到
5G建设和布局，中国联通重庆分公司始终
走在行业前列。在为市民通信生活保驾护
航的同时，不断为重庆经济增长注入活力。

互联网化运营转型
引领行业创新发展

据了解，从1995年8月成立发展至今，
重庆联通目前已经拥有覆盖全重庆市所有
区县的本地通信传输网、交换网、数据网和
支撑网。其中全市光纤宽带覆盖规模近
1000万户，4G网络覆盖率已超过98%；联
通集团网络核心节点，网络直联点直连城
市 达 到 25 个 ，出 省 互 联 网 带 宽 达 到
5440G。

特别是自2017年8月中国联通集团作
为党中央、国务院确定的首家集团层面整
体进行混合所有制改革的中央企业以来，
重庆联通迎来了创新合作发展和互联网化
运营转型的重大战略机遇，在传统通信服
务能力基础上迅速形成了大数据、物联网、
云计算等新兴产业发展新格局和云网一体
化运营核心竞争力。

目前，重庆联通已成为集团网络核心
节点，光缆传输达 14000 多公里，全域
UTN、OTN网络覆盖，按照国际T3+标准
建设的西南数据中心，机柜容量超1万架,
基站超3万个。该数据中心已经成功吸引
百余家国内外知名企业入驻，并在2018年
2月完成西南数据中心二期建设，这将为重
庆互联网经济快速发展再添动力。

运用大数据智能化
推进产业转型升级

近年来，随着互联网发展，大数据智能
化给人们的信息生活带来更多便捷。重庆

联通把握时代脉搏，紧跟行业趋势，在传统
通信服务能力基础上，形成了大数据、物联
网、云计算等新兴产业发展新格局和云网
一体化运营核心竞争力。

云计算方面，重庆联通已建成国内首
家多云管理平台，引入阿里云、腾讯云等云
服务商，并通过SDN化的云联网技术和联
通遍布全国的云数据中心打通，实现用户
一点入云。

在大数据领域，重庆联通具有海量数
据处理能力，拥有4亿用户全样本数据，日
处理记录达7000亿条。在中新国际数据
通道项目上，重庆联通目前已可提供四条
至新加坡的国际路由，大幅提升中新数据
通道能力和质量。

在智能应用方面，联通旅游大数据、联
通数盾风控平台、联通政务大数据平台三
款产品分别荣获“2018数博会领先科技成
果奖·新产品”大奖，智慧河长管理平台荣
获中国电子信息行业创新成果“盘古奖”，
尤其是近年联通聚焦“政务、教育、医卫、交
通旅游、生态环境、工业制造”等热点行业，
持续沉淀能力，以基地模式推动产业互联
网规模发展，创新发展能力已处于行业领
先位置。

全面布局5G
联通5G测试网速为4G十倍

今年8月在重庆举行的首届中国国际
智能产业博览会上，重庆联通展示的5G业
务让参展市民开了眼界。“5G竟然能给我
们的生活带来这么多变化。”几乎每一位在
联通展台体验5G应用的市民都发出了这
样的感叹。

12月10日，重庆联通携手行业用户在
武隆天生三桥景区完成首个基于5G网络
的无人机业务试验，标志着重庆联通在5G
网络+业务探索方面迈出了重要的一步，具
有里程碑式的意义。

随着5G频谱发放，中国联通获得了
3500MHz-3600MHz共100MHz带宽频
率资源，5G商用已近在咫尺，中国联通在
5G方面已经做好了全面筹备与布局。

日前，中国联通在广州召开“2018年中
国联通网络技术大会终端论坛”，与产业链
上下游领军企业共同探索5G终端网络协同
发展，交流5G终端标准研究与技术创新，满
足用户在5G不同场景下的应用需求。

重庆联通已全面启动5G网络组网试
验，并在车联网领域重点布局。在中国联通

的引领下，重庆联通联合产业链相关单位，
目前已在重庆市两江新区数字产业园开展
了5G组网试验，实验网已与今年4月21日
（中兴）和6月23日（大唐）顺利开通，测试下
载速率达1.7Gbps, 网速为4G的十倍，几
秒钟就能下完一部两小时的高清电影。

深入推进“互联网+”
为通信业赋能添彩

回顾近两年，中国联通结合互联网+，
为重庆通信业干了很多实事。2016年 3
月，重庆市人民政府与中国联通签订了深
入推进“互联网+”行动战略合作框架协议，
重庆联通展开了“互联网+”协同制造、普惠
金融、现代农业、绿色生态、政务服务、益民
服务、商贸流通等7大系列行动，并提供“互
联网+”产业支撑服务。

2018年8月重庆首届智博会期间，中国
联通又与重庆市人民政府签订了《关于深入
推进大数据智能化发展战略合作框架协议》。

截至目前，重庆联通已与长寿、奉节、
沙坪坝、万盛经开区等区县政府/部门、市
旅发委、市中小企业局等政府部门及大中
型企事业单位等50家单位开展“互联网+”
合作。

远程政务、远程教育、远程医疗、智能
交通、智慧旅游……重庆联通改革路上这
些丰硕成果，不断给用户带来日新月异的
全新体验。以智能化公共服务为例，重庆
联通开放沃云资源，提供“教育城域网”、

“智慧树”、“班班通/人人通”和教育管理服
务平台，助力重庆教育系统三通两平台建
设，推进“智慧校园”建设；深入参与建设全
市医疗卫生智能管理服务平台，重点打造
区域医疗云和医卫云，促进基层医疗卫生
服务信息化建设，推进“智慧医院”建设。

同时，重庆联通在推动智慧政务、智慧
旅游、智能制造、智能生态、智能交通等领
域的成果也已遍地开花。重庆联通正在全
力践行，发挥行业优势，为市民创造美好便
捷的智慧生活。

创造美好智慧生活 重庆联通实力践行

推动重庆各项事业沿着习近平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奋力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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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礼生（左一）在生产中心查看刚刚丰收回来的茶果情况。

我市新增6个高技能
人才培训基地3个国家
级技能大师工作室

重庆晚报讯 （记者 周小平 李
野 摄影报道）昨日，记者从市人力社
保局获悉，2018年全市高技能人才培
训基地、技能大师工作室和技工教育实
训基地授牌仪式，日前在中国四联仪器
仪表集团有限公司举行，市委组织部、
市人力社保局为新增的6个高技能人
才培训基地、3个国家级技能大师工作
室等授牌。

市人力社保局介绍，此次全新挂牌
的6个高技能人才培训基地中，有3个
国家级高技能人才培训基地：分别是重
庆长安汽车股份有限公司、中国四联仪
器仪表集团有限公司、重庆水利电力职
业技术学院；3个市级高技能人才培训
基地：分别是四川仪表工业学校、重庆
化工职业学院、重庆市艺才技工学校。

“新获批的高技能人才培训基地将获得
专项补助资金，其中国家级高技能人才
基地将获补500万元，用于培养工程师
与高级技工以上的高技能人才和基地
建设。”

孙家林起重工国家级技能大师工
作室、傅国涛镗工国家级技能大师工作
室、张传华汽车电器调试工国家级技能
大师工作室成为新获批的3个国家级
技能大师工作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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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福利彩票3D游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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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01834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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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号码
20 05 11 01 13 19 21

特别号码
16

中国福利彩票七乐彩开奖公告
第2018148期

6967866677.36元奖金滚入下期奖池。

中国体育彩票超级大乐透
第18148期开奖公告

本期开奖号码：02 06 24 33 34+02 03
奖 级

一等奖

二等奖

三等奖

基本
追加
基本
追加
基本
追加

中奖注数
6注
1注

154注
18注
637注
187注

每注奖金
8411469元
5046881元
74522元
44713元
6374元
3824元

应派奖金合计
50468814元
5046881元
11476388元
804834元
4060238元
715088元

中国体育彩票排列3
第18344期开奖公告
本期开奖号码：8 8 7

中国体育彩票排列5
第18344期开奖公告
本期开奖号码：8 8 7 7 5

中国体育彩票胜平负任选9场
第18171期开奖公告

本期开奖号码：0 3 3 3 3 3 0 3 0 3 0 1 0 3

中国体育彩票足球胜平负
第18171期开奖公告

本期开奖号码：0 3 3 3 3 3 0 3 0 3 0 1 0 3

中国体育彩票足球4场进球
第18181期开奖公告

本期开奖号码：1 2 3 1 0 1 3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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