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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月18日，重庆智能工程职业学
院暨华为（永川）联合技术创新中心奠
基仪式在永川区举行，标志着华为公
司正式落户永川。这既是永川大数据
智能化产业发展的一大步，也是永川
深化推进产教融合、校企互动的一大
步。

华为作为全球领先的科技公司，拥
有强大的高端人才团队和自主创新能
力。该公司业务范围虽然遍及世界各
地，但更多的是作为信息和通讯技术解
决方案提供商，极少在公司总部以外进
行项目投资。此次，华为公司为何要到
永川建设华为（永川）联合技术创新中
心？

职教项目成招商引资“突破口”

“华为（永川）联合技术创新中心的
落户，首先得益于重庆市政府与华为公
司签署了全面战略合作框架协议。”永
川区教委主任赵德君说，2018年5月，
市委、市政府主要领导会见了华为公司
总裁任正非，市政府与华为公司签署了
全面战略合作框架协议，深化在智能终
端制造、智慧城市、科技研发和人才培
养等领域的合作，这让永川看到了机
遇，开始把华为公司作为招商引资重点
目标。

可进入实际操作阶段，永川区遇到
了极大困难：不仅缺乏接触对方高层的
渠道，也难以找到适合华为的投资项
目。恰在此时，西凯教育科技集团董事
长程前找到永川区有关部门，表达了想
在永川投资建设一所高职院校的意
愿。西凯教育科技集团是一家投资建
设和经营管理民办高校的专业机构，至
今先后参与创办了民办本科院校2所、
专科院校3所，中职学校4所，作为土
生土长的永川人，回家建设一所独立高
职院校是程前的夙愿。

永川区负责人在与程前交谈中获
悉，西凯教育与华为公司有着多年的合
作关系。永川区决定从西凯教育入手
引进华为，并为华为量身规划了“重庆
智能工程职业学院+华为（永川）联合
技术创新中心”项目。

2018年12月18日，永川区委负责
人带队前往华为深圳总部考察，首次与
华为进行洽谈。2019年1月24日，永
川与西凯教育科技集团、华为公司签署
三方合作协议，3月18日，重庆智能工

程职业学院暨华为（永川）联合技术创
新中心奠基。从洽谈、签约到交地、开
工，总共只用了4个月时间，体现了“华
为精神”，展现了“西凯风采”，呈现了

“永川速度”。
据透露，重庆智能工程职业学院与

华为（永川）联合技术创新中心总占地
500亩，计划总投资10亿元。其中，华
为公司在华为（永川）联合技术创新中
心上的投资大概为3亿元。

职教推动城市发展与产业升级

永川此番能引进华为公司，一个
很重要的原因就是打好了“职教
牌”。事实上，多年以来，该区正是通
过大做职教文章，有力地推动了城市
发展和产业升级，实现了“职教改变
一座城”。

据赵德君介绍，永川作为地区所在
地时，曾建有永川师专、重庆农机校等
1所大专、10所中专学校，1983年地市
合并后，这11所学校留在永川，当时共
有在校生2万余人。这也为永川职业
教育发展奠定了基础。

从上世纪90年代初开始，永川抓
住国家推进教育改革机遇，大力引进
和培优扶强民办职业院校，相继发展
了重庆信息工程技术学院等14所民
办学校。到2003年时，其辖区的职业
院校已经达到26所，在校学生4.3万
人。

2004年起，永川将新城建设与职
教改革结合起来，推进“城校互动”发
展。一方面，该区通过强强联合、以强

扶弱方式整合职业院校，大力推动中专
升高职、大专升本科；另一方面，该区将
重庆文理学院、重庆水电职业学院等6
所职业院校迁建至新城，大幅改善它们
的办学条件。

到2008年，该区职业院校已整合
为15所，但在校学生却增加到10万人
以上。在职业院校带动下，永川新城区
人气大增，迅速完成了5.8平方公里新
城核心区——人民广场组团建设。永
川的这种“城效互动”模式又被称为我
国职业教育“第四种模式”。永川由此
获得“西部职教名城”美誉。

2008年，永川区在启动兴龙湖组
团建设时，进一步做足职教文章。该区
充分发挥职业院校多、人才供应充足等
优势，组建了软件与服务外包产业园，
发展起了软件与服务外包。目前，该园
已入驻携程网西南客服中心、科大讯飞
等274家企业，从业人员达1.3万余人，
成为重庆主城以外最具规模大数据及
信息服务产业基地。2018年，该项产
业共实现产值108亿元、税收2.79亿
元。

在这个过程中，永川“城校互动”的
职教发展模式进一步深化为“产城校”
互动发展。

2014年起，永川凤凰湖工业园借
鉴这一经验，充分发挥职教资源优势，
又发展起了以数控机床和工业机器人
为主的智能装备产业。去年，该园智能
装备产业实现产值121.5亿元，同比增
长36.7%。其中，该园数控机床产业的
机及零部件企业达到35家，2018年数
控机床销量达到1080台，占到了全市

的1/3。

从职教着手大力推动大数据
智能化发展

2017年11月，永川区委、区政府
立足自身实际，审时度势，再次从职教
着手大力推动大数据智能化发展。截
至目前，该区用短短一年多时间，制定
出台了“高端数控机床17条”“职教发
展24条”“大数据发展20条”等一系列
深化推进产教融合、校企互动的鼓励扶
持政策。

在这些政策支持下，永川去年推动
重庆水电职业技术学院与中国普天、德
国工商大会上海办事处联合建成普天
大数据产业学院、中德工程师学院等一
批二级学院，全年新增专业17个，新增
学生近7000余人，在校生总数达到近
13万人。其中，永川去年新增在永企
业实习就业4200余人，占毕业生人数
15.5%。

与此同时，去年永川还引进了阿
里巴巴全球人工智能交付中心、达瓦
大数据先进影像中心、科创讯飞等一
批企业，推动该区软件与服务外包产
业向大数据、智能产业进行升级。此
外，永川还引进埃马克、利勃海尔、埃
斯维、德根等德国知名高端数控企
业，推动该区数控机床产业向高端迈
进。

赵德君认为，重庆智能工程职业学
院暨华为（永川）联合技术创新中心的
建设，标志着永川在推进产教融合、校
企互动上已进入一个新阶段：华为公司
把创新中心建在重庆智能工程职业学
院校内，在教育上可依托华为的人才优
势、创新优势和平台优势，把学院建设
成产学研高度融合、智能信息技术优
良、创新服务实力强劲的高水平特色高
职院校。在产业上，华为将以重庆智能
工程职业学院为载体、科研创新为基
础，整合职教城资源，打造智能产业基
地。

他表示，下一步，他们将打通企业
与职业院校的围墙，将企业研发中心、
企业生产车间建在校园内，将学校课堂
建设在企业车间，深入推进产教融合，
不断深化校企合作，把职业院校打造成
培育优秀技能人才和优质科技型企业
的“摇篮”，为永川打造高质量发展先行
区注入强劲动力。

极少在公司总部以外进行项目投资的华为缘何落户永川——

打好“职教”牌 改变一座城
本报记者 周雨

本报讯 （记者 颜安）3月18日，
重庆日报记者从市扶贫办获悉，为进一
步做好脱贫攻坚工作，增强贫困村帮扶
力量，重庆决定向贫困村新选派296名
第一书记。

据悉，296名第一书记均来自市属
单位，包括市属机关、事业单位以及市
属国有企业等，他们将被派往4个未脱
贫摘帽国贫县和14个已验收摘帽的国
贫、市贫区县，同时兼顾15个有扶贫开

发任务的区县，实现对我市33个有扶
贫开发任务区县的全覆盖。

重庆日报记者了解到，本次从市属
单位增派到贫困村的296名第一书记，
普遍具有政治素质好、工作作风实、综
合能力强、善于做群众工作、有农村工
作经验等履职条件，他们将在贫困村驻
村2年。在这段时间里，他们将不承担
原单位工作，党组织关系也将转接到所
驻贫困村。

上周，296名第一书记已基本到
位。至此，全市由市属单位选派的第一
书记共计达到449名，他们将在如期打
赢打好脱贫攻坚战中发挥重要作用和
骨干力量。

重庆向贫困村
新选派296名第一书记

三月的巫山县竹贤乡春光明媚。
清晨，竹贤下庄村的村民正忙着将刚采
摘的纽荷尔打包、装车，并由合作社统
一销往全国各地。这几年，村里陆续发
展起650亩柑橘，依托柑橘产业，全村
64户287人成功脱贫。

“下庄像口井，井有万丈深；来回
走一趟，眼花头又昏。”在下庄村流传
着这样一首歌谣，很难想象，这里曾是
个与世隔绝的小山村。而改变这一切
的，则是带领村民在绝壁上开凿“天
路”，被乡亲们称为“当代愚公”的村主
任毛相林。

在绝壁中开凿“天路”

下庄村位于竹贤乡一个巨大的天
坑之中，四面被险峻大山包围。20多
年前，这里不通公路，从村里到乡场镇
要手脚并用，翻过一道落差上千米的悬
崖。

1997年，时任村支书的毛相林偷
偷挪用了母亲700多元的养老钱，作
为第一笔修路资金。在其带领下，5
天后，村民们东拼西凑，共筹集了
3960元，再加上毛相林以个人名义向
信用社贷款的1万多元，下庄村民第
一次向大山、向闭塞、向贫穷发起了挑
战。

这年秋天，毛相林没日没夜地泡在
工地上，与村民们凿石修路。一些在外
务工的青壮年得知村里修路的消息，也
纷纷返乡参与其中，可谓男女老少齐上
阵。

“大部分路段要在悬崖绝壁上开
凿，我们缠着比拇指还粗的绳索，悬挂
在绝壁上，用钢钎凿孔、铁锹铲土，然后
填上炸药，一干就是一整天。”毛相林回
忆说，有一次，工地上炸药、雷管快用完
了，眼看就要停工，他回到家里，拿了妹
妹寄存在他家的3000元钱买材料，为
此，妻子和他大吵一架。

2004年，毛相林和村民们终于在
悬崖上凿出了一条2米来宽、全长7.9
公里的土路，耗时7年。从此，下庄不
再是与世隔绝的小山村，与外界的交流
也逐渐多起来。不过，这条土路只能通
摩托车和小型农用车。每逢下雨，山上
落石经常阻断交通。

新一轮脱贫攻坚战打响后，已改任
村主任的毛相林四处奔波，代表村民向
相关部门争取资金。巫山县委、县政府
先后投入400余万元，对这条崖路进行
提档升级。这一次，毛相林也没闲着，与
村民们一起轮锹挥锄，给施工队打下
手。2017年，2米来宽的土路变成了宽
约4.5米的硬化路。整整二十载，他将一
半的青春献给了这条绝壁上的“天路”，
村民们都亲切地称他为“当代愚公”。

带领村民种出“摇钱树”

从巫山县城出发，重庆日报记者在
山路中颠簸了2个多小时才到达下庄
村。20多年前，毛相林带领村民开凿
的“天路”顺着山势蜿蜒而下，路的一侧
连着绝壁，一侧临着深渊，颇为壮观。

“昨天刚采摘的20斤纽荷尔，今
天已通过合作社发往广州了，这在以
前根本不敢想。”说话的是4组村民杨
亨华，他和几位村民路过村委会时，听
说有记者采访毛相林，忍不住进来凑
凑热闹。

修路只是致富第一步，毛相林明
白，下庄村要实现稳步发展，还得靠产
业。一次，他到巫山曲尺乡学习考察，
发现当地柑橘长势喜人，果农一年收
入就有好几万元。几番询问后，毛相
林得知这种柑橘名叫纽荷尔，适合在
中低海拔种植，而下庄的条件正好合
适。

在他的带动下，村民开始规模种植
柑橘，截至2018年底，全村纽荷尔种植

面积已达650亩。但毛相林并不满足，
为了让村民共享产业发展成效，去年，
下庄村采取“村集体经济＋专业合作
社＋农户”的方式，实施农村“三变”改
革。“具体而言就是村集体以管护资金
入股，由专业合作社统一管理，农户实
施具体管护。其中，村集体经济占股
15%、合 作 社 占 股 5%、农 户 占 股
80%。”毛相林介绍，每年1-2月是巫山
纽荷尔大面积上市的时节，而在下庄
村，村民们通过挂树保鲜，将纽荷尔上
市时间延迟了1个多月，使其每斤售价
提高了3%。3年后，650亩柑橘将全部
进入丰产期，年产值能达到200万元。
若将所得利润的80%用于分红，每亩
地村民至少能获得1500元，是种植粮
食作物的5倍。

小山村走出文旅融合路

如今的下庄村，干净整洁、生机勃
勃。在离村委会不远的地方，3座独具
风情的农家小屋排列形成一个“三合
院”。

这3座农家小屋分别属于3家农
户——袁堂清、杨亨双和杨元鼎，他们
都曾是村里的贫困户。刚跨进三合院
的大门，记者就听见杨亨双正在和儿子
通电话——少平，今年夏天回来帮我忙
吧，旺季时，我搞的民宿一个月就能挣
好几千，一点不比你在外打工差。

原来，除了发展柑橘种植，这几年，
毛相林还利用下庄村的人文资源，推动
乡村旅游发展。如今，下庄村的名气越
来越大，许多人都慕名前来寻访下庄

“天路”，感受下庄精神，为旅游发展创
造了条件。

去年年初，袁堂清、杨亨双和杨元
鼎3家人决定利用村里的帮扶政策，将
原有的土坯房改造成风貌统一的农家
小屋，形成一座三合院，打造乡村民
宿。去年8月，民宿首次开门迎客，生
意最好时，一天能吸引100多名游客。
游客的到来也带动了农特产品销售。
土豆炖腊猪蹄、农家土鸡汤、凉拌蕨根
粉等都成了深受游客喜爱的下庄特色
美食。

截至目前，下庄村已改造19栋34
户民宿，二期72栋88户民宿改造也已
纳入规划，很快将启动建设。“未来，我
们还将引入旅游公司，打造‘下庄古道’

‘鸡冠岭’等旅游景点，并与巫山县博物
馆合作，在村委会广场打造一个‘下庄
精神陈列馆’，通过照片、影像资料、实
物展出等方式，再现下庄人战天斗地、
绝壁开路的事迹，将下庄精神融入到旅
游开发中，让乡村旅游更有内涵。”毛相
林说。

重庆智能工程职业学院暨华为（永川）联合技术创
新中心的建设，标志着永川在推进产教融合、校企互动
上已进入一个新阶段：华为公司把创新中心建在重庆智
能工程职业学院校内，在教育上可依托华为的人才优
势、创新优势和平台优势，把学院建设成产学研高度融
合、智能信息技术优良、创新服务实力强劲的高水平特
色高职院校。在产业上，华为将以重庆智能工程职业学
院为载体、科研创新为基础，整合职教城资源，打造智能
产业基地

1月25日，重庆轨道交通5A线、4
号线二期、5号线北延伸段三条线路集
中开工，标志着我市城市轨道交通第三
期建设规划3条、共70公里新建线路
全面落地，全市在建及运营城市轨道交
通线路总里程突破了500公里。

“今年来，包括轨道交通建设在内
的多个项目实现开门红，呈现出稳中有
进的良好态势。”重庆交通开投集团党
委书记、董事长李方宇表示，今年1月，
在中国社科院发布的2018年《公共服
务蓝皮书》中，重庆公共交通满意度入
围全国前十，位列全国第八。

提速城市交通一体化建设
推进轨道交通加速成网

今年，除了轨道交通三条线集中开
建外，我市还将提速轨道建设，在引领
城市发展格局上全面发力。重庆交通
开投集团称，轨道交通建设将按照“中
心加密、两槽提速、两翼联通、外围辐
射”原则，推进城市轨道交通加速成网，
提速城市轨道交通二期、三期等208公
里在建项目，全速推进城市轨道交通四
轮项目，力争动工璧山至铜梁线，筹划
实施城市轨道交通TOD项目。同时，
今年我市有望开通两段轨道交通线：环
线西南环（二郎-海峡路）和尖璧线，总
长约15公里。轨道交通提速建设，只
是我市加快公共建设的重要内容。

目前，重庆正在加快配套建设一批
公租房公交首末站。2019年，主城计
划建成公租房首末站项目5个，即界石

“樵坪人家”、南岸经开区“江南水岸”、
龙洲湾东“龙州南苑”、蔡家南“碚都佳
园”和木耳“空港乐园”。到2020年底，
主城将再建成8个公租房公交首末站，
总数达到25个。

圆满交出春运答卷
公共交通多个指标创下新高

2019年春运，重庆主城公共交通

多个指标创下新高：重庆交通开投集团
系统共运送乘客 2.55 亿人次，日均
638.45万人次，最高日客运量888万人
次。

主城公交车平均每天出车7345辆
次，较去年提高1.9%。轨道方面，平均
每天上线列车 233 列，较去年增加
17.68%，其中2月22日最高客运量突
破330万人次，达到335.59万人次。

据介绍，春运期间，为全力保障旅
客出行“最先和最后一公里”，重庆交通
开投集团及所属各单位专门成立了春
运工作领导小组，全面加强对春运期间
安全运营服务工作的组织领导。

轨道方面，2月25日启用了全新
的列车运行图，5号线最小行车间隔缩
短1分钟，全线运能提升15.49%；10号
线最小行车间隔缩短40秒，全线运能
提升12.96%。特别是轨道交通四号
线、环线面临开线后的首次春运，全网
轨道列车服务可靠度正点率、准点率分
别达到99.98%和99.91%，均维持在较
好水平。

公交方面，针对客流量较大的火车
站、机场、码头、高校、各大商圈及周边
线路，重庆交通开投集团安排专人站岗
执勤，提供咨询、问讯、引导服务。利用

“互联网+交通”，及时向公众提供出行
信息。

实现“开门红”
呈现稳中有进良好态势

一系列交通项目的建设和管理运
营，推动我市公共交通建设呈现稳中有
进的良好态势。

在资金筹集方面，今年1月，重庆
交通开投集团成功发行20亿元中期票
据，认购倍数为 3.5 倍，发行年利率
3.74%，较银行贷款相比可节约各类费
用约6000万元。

运营方面，我市已开通的14条公
交优先道，早晚高峰平均运行时速较实
施前提升了30%；已累计开行观光巴
士、定制公交、机场快车等新兴市场线
路120条，为1900万人次提供个性化
出行服务。

在推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方面，
重庆交通开投集团积极探索创新投融
资模式，持续规范推进多个PPP（政府
与社会资本合作）项目。同时，积极稳
妥推进所属市场化企业开展混合所有
制改革，加强和规范经营性资源管理
等。

将持续推进公交优先战略
积极推动“三铁融合”发展

“今后，我们将持续推进公交优先
战略，大力推动‘三铁融合’（城铁、市域
铁路和高铁）发展。”李方宇表示，重庆
交通开投集团将全面强化运营服务，在
提升群众满意度上全面发力。

持续推进公交优先战略落实，全面
提升轨道交通运能，持续优化公交和轨
道交通换乘接驳，持续深挖常规公交潜
力，全面提升行业服务能力和水平。

到2020年，主城区中心城区500
米站点覆盖率力争达100%，新增和优
化公交线路200条以上，社区巴士线路
达到200条，公里优先道达到210公
里，公交便捷度、舒适度，市民满意度、
获得感进一步增强。

完善铁路网络，加快推进“米字型”
高铁网、市域铁路和枢纽站场建设，全
面助力内陆开放高地建设。

深化改革创新，在探索集团转型发
展上全面发力。集团将市委、市政府按
照国企国资改革方案精神，以及“三铁
融合”发展建设、运营、管理主体的定位
要求，突出“专业化”“市场化”“智能化”
改革。

重庆公共交通满意度位列全国第八
轨道交通将加速成网

本报记者 杨永芹

随
着
轨
道
交
通
的
延
伸
，
市
民
出
行
越
来
越

便
捷
。

重
庆
交
通
开
投
集
团
供
图

巫山“愚公”毛相林：

二 十 载 绝 壁 开 路
他带领下庄人走出大山

本报记者 左黎韵

毛相林。（本报资料图片）
特约摄影 龙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