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讯 （首席记者 彭瑜）近日，
重庆日报记者从渝北区茨竹镇获悉，
2017年该镇通过重庆市服务群众工作
信息平台（简称“群工系统”），为群众办
理事项400多件，办结满意度达100%。

今年以来，茨竹镇深入推进线上“群
工系统”和线下“走出去服务”两个平台
建设，完善服务群众体系，同时广泛宣传
使用和操作方法，方便群众办事。

放牛坪村村民曾凡志回忆，今年

夏天，雨水冲垮了后沟河河堤，如不及
时抢修将危及车辆通行。曾凡志便通
过群工平台在网上反映了该情况，镇
里很快就组织工作人员勘察现场，抢
修河堤，确保了安全。

茨竹镇负责人表示，下一步还将不断
提高“群工系统”服务水平，在用水改造、
农村垃圾清运、场镇路灯节能改造等方
面，及时发现、收集群众的意见和建议，切
实解决他们生产生活中的突出问题。

渝北区茨竹镇通过群工系统平台

今年为群众办理事项400多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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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月 29 日，“正在发生——罗中立手稿展
（1963-2017）”在四川美术学院虎溪校区的罗中立
美术馆拉开帷幕。

此次展览是著名艺术家、前四川美术学院院长
罗中立最大规模的一次个人作品展，展出了罗中立
从1963年至今的400余件珍贵手稿作品、部分创作
作品以及近10年来全新的实验性雕塑创作，勾勒出
了罗中立半个世纪的艺术轨迹。

据悉，此次展览对罗中立的代表作——《父亲》
创作手稿迄今最完整的一次展出。

此次展览将持续至2018年5月30日，免费对公
众开放。

罗中立的学习与爱情

画下与夫人第一次约会的地方

1963年，罗中立以专业第一名的成绩，考入四
川美术学院附中，由此开始了专业化学习。

重庆日报记者看到，展览现场展出了罗中立在
川美附中学习时期的30余件手稿，从中可以窥探艺
术家最初的成长轨迹和学习经历。

此次展览策展人韩晶告诉重庆日报记者，罗中
立的第一件作品是临摹的英国水彩画他还幽默地把
自己写生的背影画进了画面中。

而罗中立的老家，璧山乡下农民劳作的场景也
成为他描绘的对象，耕牛、山川、河流……农民热火
朝天耕作的场景也出现在他的画笔下。

罗中立还在画面中记录下自己的爱情。他在

1975年画了一幅《达县东风桥》，画上面写道：“与柏
锦第一次约会的地方。”罗中立告诉重庆日报记者，
那座桥就是他和夫人第一次约会的地方。

1977年，作为“文革”后恢复高考的第一批大学
生，罗中立进入四川美院学习。对于这来之不易的
学习机会，他倍加珍惜。展览上展出了罗中立的第
一次构图课作业，这次作业中，他画了一个吹笛子的
少年，获得满分5分。

罗中立与《父亲》

画定稿的纸张用海报背面进行拼接

此次展览最大的亮点，是罗中立《父亲》创作手
稿迄今最完整的呈现，共展出了20余件素描、色稿
和相关素材。

1981年，《父亲》获第二届全国青年美展一等
奖。该作品以超大画幅尺度和借鉴照相写实的深度
刻画，描绘了一个最普通的农民形象，把艺术拉回到
现实生活与人文关怀之中。

罗中立介绍，当时准备参加全国青年美展，为了
和同学们的创作有所区别，他选择了画农民，而这个
农民形象其实一直就植根于他的心里。

“第一幅手稿画的是守在公厕旁边收粪的农民，
有一年的大年三十，我在家门口的公厕旁看到这个
农民，当时我很感动。”罗中立说，《父亲》此后又经历
了无数次的修改，为了画好“父亲”脸上的皱纹，他画
了许多老年人的头像。

展览现场，有一幅《父亲》手稿是用玻璃罩起来

的。“这是《父亲》的定稿。”罗中立告诉重庆日报记
者，当时创作条件有限，物资匮乏，这件定稿都没有
找到足够大的纸来创作，画面的上半截是用海报的
背面拼接起来的。

罗中立与川美校园

从虎溪校区建设者们手中借来手稿

除了油画《父亲》，川美虎溪校区的校园也可以
称得上是罗中立的代表作。

2013年，四川美术学院虎溪校区作为一件作
品，从全球141件作品中脱颖而出，获得首届国际公
共艺术奖，成为亚洲地区唯一获奖的优秀公共艺术
项目。

当年，罗中立与学校主创团队一起合作，把他的
艺术草图变成施工方案，再变成今天的川美校园实
景：青山秀林、水塘成片、梯田绵延，最大限度地保留
了原住民农耕文化，和典型山地浅丘地貌的田园森
林生态校园。

此次展出的这些手稿，是从当时参与川美虎
溪校区建设者们的手中借来的。通过参观校园建
设之前的设计手稿、建成之后的手稿以及校园实
景，观众可深入感受艺术家对一草一木的匠意用
心。

重庆日报记者了解到，罗中立手稿数量之大，中
外艺术家少有。韩晶介绍，为了举办这次展览，仅她
看过的手稿就多达上万件，“一些小本子、飞机上的
垃圾袋、废弃的海报，都是他画手稿的材料。”

重庆日报：提到罗中立，人们首先想到的就是
《父亲》。您自己最满意的作品是哪一件呢？

罗中立：无疑是《父亲》。我生长在农村，乡
土是我一直以来关注的题材，我感谢农民、敬畏
农民，我会一直持续对《父亲》这个主题的创作。
接下来，我将创作一件 6米高的《父亲》雕塑，陈
列在罗中立美术馆内。

重庆日报：您画了这么多画，有人说您是很勤奋
的艺术家。您自己是怎么看待画画这件事？

罗中立：也许不能叫“勤奋”，我不觉得画画是一

件很辛苦的事情。画画对我来说，就像是在一个阳
光很好的午后，和我爱的人坐在一起喝一杯咖啡，是
一件很惬意的事。

重庆日报：举办这次展览是基于什么样的考虑？

罗中立：一是我的手稿太多了，想借此机会进行
一次梳理，也梳理一下自己的创作脉络。二是希望
给现在的大学生们一些启发，让他们看看当年川美
的模样，看看我们这一代人当年是如何学习的。

对话罗中立：

将创作一件6米高的《父亲》雕塑
本报记者 兰世秋

本报讯 （记者 杨铌紫）12月29
日，2017年度“感动重庆十大人物”评
选现场投票活动走进南岸，向市民讲
述20名提名人选先进事迹和感人精
神，众多市民到现场为心中的感动人
物投票。

据了解，“感动重庆十大人物”评
选活动是我市着力打造的培育和践行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人文精神品牌
活动。今年的评选仍按惯例把事迹感
人放在第一位，同时体现时代性、典型
性、先进性。

重庆日报记者了解到，今年评出
的20名提名人选，有弘扬工匠精神、成
绩显著的巴渝工匠；有创新创业、追逐
梦想的青年；有致力脱贫攻坚、振兴乡
村的干部群众；有热爱本职工作，作出
突出贡献的行业标兵；还有身残志坚、
自强不息的典范和孝老爱亲、见义勇
为、热衷公益的楷模。

据介绍，接下来，南岸区还将在各
街镇场镇等重点区域广泛开展20名候
选人的事迹宣传活动，积极为感动人
物投票点赞。

2017年度“感动重庆十大人物”评选活动走进南岸

候选人故事获市民投票点赞

本报讯 （记者 夏元）重庆日报
记者12月29日从市统计局获悉，今年
1-11月，全市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
总额同比增长21.5%，主营业务收入同
比增长14.3%。

按全市规上工业企业性质分类，
1-11月，国有企业利润总额同比增长
9.8%，集体企业利润总额同比下降
5.6%，股份制企业利润总额同比增长
28.7%，外商及港澳台商投资企业利润
总额同比增长0.7%，私营企业利润总

额同比增长20.6%。
1-11月，全市39个工业大类行业

全部实现盈利。其中，汽车制造业盈利
情况同比下降11.0%，计算机、通信和
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同比增长74.9%，
非金属矿物制品业同比增长39.7%，电
气机械和器材制造业同比增长15.7%，
医药制造业同比增长19.6%，农副食品
加工业同比增长24.9%，通用设备制造
业同比增长25.6%，有色金属冶炼及压
延加工业同比增长40.5%。

39个工业大类全部实现盈利
1-11月全市规上工业企业利润总额同比增长21.5%

本报讯 （记者 杨艺）去超市不
仅可以购物，还可以用餐，随着“新零
售”潮流的兴起，这样的场景正在重庆发
生。12月29日，永辉“超级物种”重庆首
店亮相大坪龙湖时代天街，以“到店消
费+线上购物+3公里范围内可配送”的
线上线下一体化模式，创新消费体验。

“所谓‘超级物种’，就是主打生鲜
餐饮+零售的体验式消费，即餐厅和超
市相融合，并通过线下门店结合线上
APP、微信公众号、小程序等平台，实
现线上线下打通的新零售体验。”永辉
重庆区域相关负责人介绍，在门店，消
费者可通过“永辉生活APP”及微信小
程序扫码价签直接购买。而在门店覆

盖3公里范围内，消费者还可通过APP
线上下单，购买生熟生鲜、日用品等，
最快30分钟便能送达。

重庆日报记者在现场看到，该“超
级物种”门店面积近1000平方米，分
布着波龙工坊、盒牛工坊、鲑鱼工坊、
沙拉工坊等涵盖生鲜、水果、零食、酒
水、日用品、鲜花等品类。与普通超市
不同，店内约五成区域为就餐体验区，
供消费者购买生鲜等食品后现场烹
制、就餐。

据悉，2018年，永辉“超级物种”计
划在重庆核心商圈开设共10家店面，
其中位于解放碑国泰广场的重庆第二
家店将于1月亮相。

餐厅超市相融 线上线下打通

永辉“超级物种”重庆首店亮相

罗中立最大规模个展在渝举行

《父亲》创作手稿首次完整展出
本报记者 兰世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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坚持“党管企业”永川供电形成比学赶超氛围
2017年初，为贯彻国网公司有关会议精

神，促进党建工作“四项工程”落地，国网永川供
电公司创新党建工作活动形式，掀起比学赶超
劳动竞赛，有效地促进了党建工作与业务工作
的协同发展。

党管企业 调动职工劳动竞赛热情

党管企业是引领企业发展的强大动力，为
此，永川供电党委积极作为，在开展劳动竞赛过
程中，又创新推出“红、蓝、黄三面旗”考评机制，
有效提高了广大干部职工参与各项劳动竞赛的
热情。

“红、蓝、黄三面旗”考评机制，主要内容就
是在部门、业务实施机构、班组三个层面开展季
度评价，由此确定谁夺得红旗，次者获蓝旗，差
者以黄旗警告。

公司层面主要对部门和业务实施机构进行
评价。部门包括办公室、发展策划部、财务资产
部、党群工作部、营销部等10个部门。业务实
施机构包括物资供应中心、运维检修部输电运
检室、永川（荣昌、双桥）客户服务分中心等9个
中心（室）。每季度评价一次，总分为100分。
根据评分细则，各部门、业务实施机构得分95
分及以上者授予红旗，85至95（不含）分获得蓝

旗，85（不含）分以下为黄旗。并实行否决制，触
及否决条件，直接定为黄旗。比如对于办公室
的保密工作和信访稳定，安全监察质量部被上
级查出的违章、重大事故等。

公司所有54个班组则由各业务实施机构
组织评价，仍是每季度评价一次，基本分100
分。根据评分细则，得分90分及以上者为红
旗，70分至90分（不含）评为蓝旗，70分（不含）
以下者评为黄旗，同样实行否决制，凡触及否决
条件，直接定为黄旗。

在季评的基础上，实行年度综合排序，确定
部门、业务实施机构、班组的名次。评价结果，
将用于当季（或年度）公司“三无四当”建设主题
活动的支部评价；并通报劳动竞赛工作领导小
组，优先纳入“永电之星”、“党员示范岗”、“电网
先锋党支部”、优秀共产党员、优秀党务工作者
及先进个人等的评选。

党管企业，建立了更加具体、明确、精细的
考评指标，有效调动各个部门、干部职工参与各
项劳动竞赛的热情。

公平公正 落实党管企业责任

“红、蓝、黄三面旗”是该公司落实党管企业
责任的创新做法，为做好这项工作，该公司成立

了以总经理、党委书记为组长的活动领导小组，
负责领导和统筹安排、研究活动中的重大事项，
掌握工作进展，审定评比结果。

在公司层面还分设了7个专业小组，各自
牵头负责一个板块的评比并定旗——也就是
说，把每个部门（机构）的指标都分解到7个专
业小组，实行专业化的评比定旗：办公室负责同
业对标、市公司及公司督察督办、保密等工作；
发展策划部负责季度业绩指标、市级及区级重
点工程等；监察审计部负责党风廉政建设、协同
监督等工作……这7方面的评比涵盖了公司党
建、业务等工作的方方面面。

每季度的首月下旬，各专业小组开展评比
信息收集、整理、打分、红、蓝、黄旗评价工作，并
报活动办公室，由其对各专业小组的评分进行
加权平均，最后得出各部门（机构）的平均分，并
确定排名顺序，并于次月第一周报公司党委会
审定。由于红、蓝、黄旗的评定不仅事关评定对
象的工作表现，还与其待遇及各类评先挂钩，因
此各评定小组非常慎重，按照评定规则严格打
表。

一客户服务分中心，在二季度，其他工作
得分都较高，但因发生投诉将直接面临黄旗的
结果。评价时，对于投诉事件，坚决予以扣分，
但也充分听取了被扣分机构的申诉，扣除申诉

成功事例，虽仍有4件投诉案例被评为黄旗，
但评比过程的精细和实事求是使该中心心服
口服。

同时，永川供电还强化了评价标准监督，
各业务实施机构制定的班组评价标准须报活
动办公室备案；活动办公室还采取抽查的方式
对各专业小组、业务实施机构的评价进行监
督。

通过落实党管企业责任，确保了各项劳动
竞赛活动的公平公正，保证了各项劳动竞赛活
动的可持续性。

比学赶超 盘活全局

事实证明，党管企业是促进企业发展的强
大动力，彻底激发了公司上上下下的活力，公司
各部门你追我赶、比学赶超蔚然成风！

党管企业，进一步汇集了党员、职工力量，
切实将党建工作与生产经营深度融合，营造比
学赶超、争先创优的良好工作氛围；提升了部
门、业务实施机构、班组的工作水平和价值创
造能力，对内强化主动作为、协同配合，对外强
化优质服务、努力争当服务经济社会发展排头
兵；引导了部门、业务实施机构、班组在完成中
心工作上下功夫，在提高效率效益上做贡献，

在深度融合中彰显党建价值创造，为深化“两
个转变”、全面建设“一强三优”现代公司贡献
力量。

党管企业，在永川供电公司真正起到了“鲶
鱼效应”。据悉，该公司2017年每月评选的“永
电之星”都是不同的面孔：1月，永能线路工程处
五队队长苏祖明，完成220KV苏陈线#55—#56
塔跨越成渝铁路拆除工作，消除重大安全隐患；
实施10KV大松线改造，在两次跨越高速公路
的情况下，精心布置，工程按期投运，被评为“永
电之星”；2月，荣昌分中心双河营业所抄表员黄
光恒成为“永电之星”；3月，港桥供电中心陈昌
格因主动服务存量客户，主动对接、服务园区发
展等被授予“永电之星”；7月，运检部带电作业
工刘自川，在极端高温天气下穿着20多层的绝
缘服完成17条10千伏线路的带电作业，保障
22万居民用户可靠用电，被评为当月“永电之
星”……

“其实，在实际评比中，各参评部门、业务实
施机构、班组获得红旗者占了较大比例。而一
些获得蓝旗、黄旗评价的，也从中看到了差距和
短板，奋起直追。”获得黄旗的某客户服务分中
心，便将服务流程进一步优化，服务礼仪进一步
规范，并切实增强员工优质服务理念，三季度无
一例客户投诉。 凌泽恩 艾黎

12月26日，万利高速公路（重庆万州至湖北利川）
的关键控制性工程——号称三峡库区第一跨的万利高
速驸马长江大桥同时建成通车。该桥跨江而建，主跨长
达1050米，却没桥墩，你知道这是为什么吗？

重庆万利万达高速公路有限公司称，这是最大限度
的保护了三峡库区的环境。

万利高速全长52.4公里，总投资达81.3亿元。沿
途山高谷深，沟壑纵横，地质构造复杂，共有大中桥梁
41座，隧道11座，其中包括被央视列为超级工程的驸马
长江大桥。

据介绍，由于大桥一跨过江，如果采用传统方案，不
仅影响航道通行，工期还需要增加一个多月，资金需多
投入700余万元。

如何将施工影响降到最低？重庆万利万达高速公路
有限公司四处取经，在充分吸取国外技术经验后，结合大
桥实际进行专项技术研发，对全桥施工工序进行了动画模
拟推演，在国内首次采用永久吊索+接长吊索长距离多次

荡移架设钢箱梁办法，解决了岸坡区梁段安装这一难题。
为实现效益最大化，设计人员经过实地考察和多次

比较方案，在不增加投资的情况下，将双向4车道预留
成双向6车道，通过这一优化设计实现了“4变6”，节约
工程成本超2亿元。

不仅如此，在万利高速其他路段建设上，为确保安
全、进度、质量并进，还大量采用新工艺，全线隧道开展
了施工监测与开挖仿真分析。对邻近天然气管道的路
基开挖采用隧道控制爆破技术，解决爆破震动难题；采

取路面材料优化举措，有效提高沥青性能，对桥梁墩柱
滑模工艺进行改进，确保墩柱混凝土外观光洁，颜色一
致，确保内实外美。

与此同时，万利高速在建设过程中，创新推出“六方
联建”基层党组织建设模式，由高速集团、项目公司、总
承包部、工区、监理、指挥部六方合作开展党建工作，充
分发挥党组织的战斗堡垒作用和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
确保工程建设安全、优质、高效推进，将万利高速建设工
期提前了7个月。

驸马长江大桥双向4车道预留成双向6车道
相当于节约工程成本超2亿元

本报记者 杨永芹

本报讯 原重庆南开中学校教
师、离休干部黄炎同志，因病于2017
年12月29日逝世，享年90岁。

黄炎同志系湖南长沙人，1949
年5月参加革命工作，1953年5月加
入中国共产党。

黄炎同志逝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