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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 李星婷 实习生 孙利东）7月24日，
记者从西南大学获悉，该校纺织服装学院蓝广芊博士和其
团队历时8年，研制出可快速止血的“速凝棉”。日前，他带
着这项成果登上CCTV-2《创业英雄汇》，获得800万融
资。

这种名为“速凝棉”的产品，外观看起来和普通脱脂棉
差不多，但实验显示，“速凝棉”在吸水后立即变成果冻状，
即使用力挤压，水分也不会滴出来。

“在各类事故中，大约60％的伤亡都是由于失血过多
造成的。”蓝广芊告诉记者，通过实验测试，“速凝棉”在动
物的耳动脉、肝脏等处的止血最快只需15秒，大大优于国
外同类产品（止血时间需要1分钟）。

为什么“速凝棉”有这样神奇的功效？原来，“速凝棉”
在接触到血液时，能够立即吸收血液中的水分变成凝胶
状，从而快速减少血液的流动性，封住伤口。

据了解，目前凝胶类止血产品90%被国外垄断，且大
多使用明胶、甲壳素等高分子材料。“这两种材料可以吸附
血液中的血小板，或加速红细胞的聚集，从而加快血液凝
固。”蓝广芊说，但甲壳素的成本很高，1吨原材料价格达
40多万元。而取自猪蹄、牛皮的明胶，因为可能含有未知
的过敏源，故可能引起过敏反应或者高烧。而取自植物性
纤维素的脱脂棉，与人体相容性较好，成本也低。而且，由
于改变了分子特性，“速凝棉”能够与人体内的多种酶发生
相互作用，从而快速分解为可被吸收的葡萄糖。“我们将

‘速凝棉’植入兔的背部肌肉，大约经过6周左右，其从多糖
的纤维素降解为单糖分子被直接吸收。”蓝广芊说，所以，

“速凝棉”安全性能较高。
“速凝棉”的成本也很低。“生产1吨‘速凝棉’，成本仅

为15万元。”蓝广芊介绍，“速凝棉”适用于临床手术、灾害
现场等各类急救止血，还可以开发成各类急救包。

目前，“速凝棉”已申请了国家发明专利。在日前播出
的CCTV-2《创业英雄汇》节目上，该项目被上海某投资公
司以800万融资，占10%的股权抢投。

西南大学一博士
研制出止血“速凝棉”

获800万融资

本报讯 （记者 黄光红）记者7月24日从马上消费
金融股份有限公司（下称马上消费）获悉：日前，马上消费
获批增加了注册资本9亿元。此次增资后，其注册资本由
13亿元增加到22亿元，在全国消费金融公司中，注册资本
金额仅次于捷信。

作为重庆本土唯一的消费金融公司，马上消费金融自
成立以来积极响应监管部门号召，大力推进普惠金融服务。
其重点服务对象为年轻的中低收入群体，平均每单贷款额度
仅为3000元左右。其单日最高贷款申请数约80万单，单日
最高放款金额超过3亿元。截至今年5月底，该公司注册用
户数已接近2000万，累计放款金额已突破300亿元。

马上消费
注册资本金增加9亿元

总注册资本金达22亿元

对于钟祥英一家来说，2017年是迎来转
折的一年。前不久，家里的6亩蔬菜喜获丰
收，预计收入可达1.6万余元，一双儿女也接
到了高职入学通知书，一家人渐渐从两年前
的那场变故中走了出来。两年前，钟祥英的
丈夫患重病去世，全家生活的重担落在了钟
祥英身上，她坚强面对让生活充满了希望。

坚强撑起这个家

7月20日下午，云阳县南溪镇花果村，
太阳明晃晃地照在地面上。44岁的钟祥英
挽着袖子在菜地里忙碌，将成熟了的蔬菜摘
下来放在身旁的背篓里。汗水顺着她晒得
黝黑的脸滴了下来，而她好像没有感觉，笑
着告诉记者，今天收的菜挺多，明天可以拿
到县城去卖个好价钱。

钟祥英每天的生活从凌晨 3 点多开
始。起床喂猪，草草吃个早饭，4点前赶上邻
居的“蔬菜车”，一道去场镇上或者县城里卖
菜。从钟祥英家到场镇需要40多分钟的车
程，到县城则需要1个半小时。“收的菜多就
去县城卖，少一点就在场镇卖。”钟祥英说，
生意时好时差，最差的时候要下午两三点才
能卖完。卖完菜回家，钟祥英就开始在菜地
里忙碌，收菜、耕地、浇水、施肥……一直忙
到晚上9点钟才回家吃晚饭。从凌晨3点多
到晚上10点入睡，钟祥英每天的劳动时间
近十几个小时。

“丈夫去世曾让我们一无所有，只有埋
头干活，才能看到一点生活的希望。”钟祥英
告诉记者，现在她已经摸出了蔬菜种植中的
种种门路，收成比去年有了很大的长进。靠
着自己的双手，钟祥英一家逐渐有了稳定的
经济来源。

“顶梁柱”倒下了
家却不能“塌”

2015年7月24日，是钟祥英家生活的

分水岭。就在这天，丈夫彭朝云因重病去
世，留下一位年迈的老人和一双尚在念书的
儿女，以及10多万元的债务。失去了家里
的“顶梁柱”，一家人的生活瞬间跌至谷底。

过去，在镇上当砖工的彭朝云每年年收
入近2万元；钟祥英负责照顾老人，种点蔬
菜供自家人吃，顺便卖一点补贴家用；一双

儿女只需专心读书，从未为学费操过心……
自从彭朝云去世后，家里的担子就落在了钟
祥英身上。当时，一双儿女一个读高三一个
读高二，姐弟俩每个月生活费各需500元，
丈夫治病时欠的10万元也得想办法偿还。
钟祥英想尽办法省吃俭用，甚至缩减姐弟俩
的生活费，但终究是杯水车薪。

丈夫去世的悲痛和生活的巨大压力压得
钟祥英喘不过气，可她从不在家人面前落
泪。“他走了，但家不能垮啊。”钟祥英说，那段
时间她抱着这样的信念挺了过来，并想方设
法寻找新的出路。最终，钟祥英决定选择自
己有经验的事，建蔬菜大棚，扩大种植规模。

克服困难
各方协助重拾生活希望

彭朝云在世时，钟祥英就会利用闲暇时
间种点蔬菜，但产量不大，菜的质量也一
般。如果建起大棚，进行规模种植，则可提
高产量、质量，还可种植反季蔬菜提高收
益。按钟祥英的想法，建两座大棚至少需要
2万元启动资金，钱怎么来？钟祥英不得不
主动向政府求助。考虑到钟祥英的具体困
难，花果村村民委员会决定为钟祥英出资2
万余元，建起360余平方米的蔬菜大棚，并
派专门的技术人员指导其种植技术。如今，
钟祥英家的种植规模扩大到了6亩，种有南
瓜、丝瓜、辣椒、白菜、西红柿等7种蔬菜。

钟祥英种菜并非一帆风顺。虽然有种
菜的经验，但一个人料理这么大一片菜地，
并使用大棚种植却是头一遭。因而一开始
钟祥英种出的辣椒等蔬菜总是“东倒西歪，
没个正形”。正当她懊丧之际，同村的大棚
蔬菜老手黄佐春帮了她一把。

去年春节，村里组织贫困户开院坝会交流
生产经验。“如何控制大棚里的温度，什么菜施
什么肥，什么季节种什么菜好卖，这些都是很
有讲究的。”钟祥英说，黄佐春不仅向她传授经
验，还多次手把手指导她种植反季蔬菜。

今年，钟祥英又养了两头猪，一双儿女
申请了助学贷款，家里慢慢开始有了一点积
蓄。“等儿女毕业找了工作，就可以慢慢还债
了。”钟祥英将刚从地里收来的蔬菜放进堂
屋，充满希望地说。

从勤劳开始 期盼新生活
本报记者 王濛昀

砥砺奋进的砥砺奋进的 年年55
绿色发展绿色生活绿色发展绿色生活⑧⑧

近日，在位于永川区的重庆威诺克智能装备股份有限
公司，工作人员正在安装HTC系列回转式柔性自动化加
工生产线。该产品由该企业自主研发，将多台数控机床集
于一体，钻、铣、冲等17道加工工序一次完成，可替代21个
工人，实现无人化生产。据悉，该公司依靠自身的研发实
力并联合大专院校研发制造自主品牌“威诺克”HMC-40S
系列双轴卧式加工中心、汽车盘毂机器人值守（无人化）智
能化生产线等系列专利产品，获得国家专利20余项、发明
专利9项，填补了国内空白。

记者 张锦辉 摄

重庆智能装备
填补国内空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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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22日，万州区镇乡生活垃圾前端收运车辆到龙沙镇生活垃圾压缩中转站
倾倒垃圾。 刘道春 杨斌鑫 摄

本报讯 （记者 杨永芹 实习生 罗润）7月24日，
来自重庆机场消息称，为应对暑运客流出行高峰，重庆机
场积极协调航空公司新开及复飞了4条国际航线，这包括：
天津航空新开重庆－伊尔库茨克航线，每周3班；印尼城市
快线航空新开重庆－明丹岛航线，每5天1班；曼谷航空复
飞重庆－苏梅岛航线，每周3班；马印航空复飞重庆－沙巴
航线，每5天1班。

据介绍，年内，重庆机场还将新开重庆－纽约、重庆－
墨尔本两条洲际航线，计划新开重庆－万象、重庆－暹粒、
重庆－河内、重庆－胡志明等航线，加密重庆－普吉航线，
进一步完善重庆国际航线网络，方便旅客出行。

应对客流出行高峰

重庆机场
新开及复飞4条国际航线

7月22日早上，万州区分水镇黄泥村农
民陈思安，起床后就做起了每天必干的一件
事：拿着扫帚把房前屋后及院坝打扫得干干
净净，然后将垃圾放进100米外的绿色垃圾
箱里。

“每天上午，会有专门的运输车来，将垃
圾运到50余公里外的那座专‘吃’垃圾的工
厂里去。”陈思安说，以前这些垃圾都是倒在
房后的坡上，天长日久，垃圾腐烂后，散发出
一股股的恶臭味，遇到暴雨，冲刷出去，还污
染土壤、河流，影响到长江的水质。自从有
了那座专“吃”垃圾的工厂后，这些垃圾就不
会危害环境了。

还未“吃饱”的垃圾发电厂

陈思安所说的那座专“吃”垃圾的工厂，
名叫“万州区垃圾焚烧发电厂”，隐藏在万州
区新田镇五溪村的一个小山沟里，由万州区
三峰环保发电有限公司所建。

万州区环保局相关负责人说，这家公
司是为解决全区垃圾处理难题而引进的
一个项目。工厂于 2012 年 12 月开建，
2014年 12月一期工程建成，并开始并网
发电。

日前，记者走进这座专“吃”垃圾的工
厂，只见到一辆辆加盖的垃圾运输车在厂
里进进出出，却见不到运进来的垃圾。整
个厂区绿树成荫，花草芬香，闻不到一点
臭味。

看到记者纳闷，厂里的环保专业工程师
王纪伟，把记者带到生产车间里，寻找这些
垃圾的“去处”。

在一座大房子里，有一座被密封的垃圾
发酵池。原来，运进来的垃圾都被送到这
里，通过简单的发酵后，再通过密封的传送
系统，送到焚烧炉里焚烧发电。

王纪伟介绍，目前投入运营的一期工
程共有两台焚烧炉，一套发电设备。单台
焚烧炉的设计处理能力是每天 400 吨垃
圾，两台每天的处理能力是800吨，全年可
处理垃圾 29.2 万吨，年最大发电量可达
1.14亿度。

“目前一期工程还‘吃’不饱。”王纪伟
说，从开始投产时的每天600吨，增加到现
在的720吨，才“吃”到九成饱，万州目前还
提供不了更多的垃圾。所以，二期工程再
建日处理400吨的装置，要在10年后再动
工。

疑问在眼见为实中消除

这座专“吃”垃圾的工厂虽然隐藏在小
山沟里，可有一座高矗的烟囱，山下700余
米处就是长江。焚烧发电时，排放的水会不
会对长江有污染？排放的烟尘会不会污染
空气？

面对记者的疑问，王纪伟主动把记者引

到现场，让记者“眼见为实”。
垃圾储坑内的渗滤液，必然要排放出

去。在垃圾储坑旁边，有一座专门处理渗滤
液的车间。记者见到，通过处理后排到长江
里的水，透明得像矿泉水一样。技术人员
说，这些经过在线监测下排放出去的水，已
经达到污水综合排放一级标准。

“这大烟囱是排放燃烧废气的出口，在
燃烧过程中肯定会产生有害气体和烟尘。”
王纪伟说，虽然是大烟囱，但你看不到冒黑
烟。这是因为采用了最先进的脱硝、脱酸处
理技术、飞灰回收技术，所有的有害物质和
气体，都跑不出这烟囱口。以被烟囱挡住的
飞灰为例，每天就有15吨左右，这些被挡下
来的飞灰，被集中送到长寿区一家有资质的
无害化处理专业公司处理。

垃圾储坑内还会产生沼气等有害气

体。记者见到，从密封的储坑内，有一根管
子与垃圾发酵池相连。这些有害气体作为
燃料，被利用起来作焚烧能源。

目前，两座垃圾焚烧炉每天会产生120
吨左右的炉渣灰。这些炉渣灰里，含有从垃
圾中带来的重金属，如果不经过处置，会产
生二次污染。

“这也不需要担心。”王纪伟用手指着距
厂仅有几百米的一片厂房说，那是与我们配
套建的绿茵公司，专‘吃’我们厂所产生的炉
渣。他们通过先进的提取技术，将炉渣中的
铁、铝等金属分离出来后，再将炉灰卖给水
泥厂作生产水泥的原料。

“其实，你眼见的只是表面的，更为实在
的是，所有这些都被重庆市环保监测部门在
线监测，所监测的数据还要报国家环保部
门。”王纪伟说，所有的排放指标，均达到国

家《生活垃圾焚烧控制标准》，部分指标还优
于欧盟2010标准。

“吃”不饱倒逼农村垃圾治理

在万州区的乡村公路上，每天都有50
多辆垃圾运输专用车在奔跑，将全区农村
收集起来的垃圾，运送到垃圾焚烧发电厂
来。

“这座专‘吃’垃圾的工厂‘吃’不饱，
倒逼着我们加快了农村垃圾的集中收集
清运。”万州区市政管理部门相关负责人
说。

在这座工厂投入运营后，万州城镇的垃
圾、包括长江清漂上来的垃圾，全都被送到
厂里作为“食粮”。可是，还是“喂”不饱这个

“大肚汉”。因此，从去年开始，万州区开始
实施农村生活垃圾治理的“三年行动”，对农
村存量垃圾进行治理、完善设备设施、集中
收运农村生活垃圾，在全区444个行政村和
126个涉农社区，建立生活垃圾的长效治理
机制。

据万州区市政管理部门介绍，去年，全
区就治理农村存量垃圾13.5万吨；建成了覆
盖全区所有村和涉农社区通村道路沿线生
活垃圾收运体系，并在全区39个乡镇建立
起垃圾转运站，在白羊、龙沙、李河等地建起
7个片区垃圾压缩站。

“到年底，全区70%以上的农村垃圾将
得到有效收集清运。到明年底，90%以上的
农村垃圾将集中收运。”该负责人说，力争将
城乡所有的垃圾都集中到垃圾焚烧发电厂
里，不让这“大肚汉”饿肚皮。

一家企业“吃”掉全区垃圾
——万州建立生活垃圾长效治理机制

本报记者 罗成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