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8月5日，位于渝中区中山四路的周公
馆内，游人如织。墙上一幅中共中央南方
局的分工图吸引了不少游客的目光。

“许涤新是当时南方局一个非常重要
的人物。”市委党史研究室主任科员黎余介
绍，1937年到1946年在重庆工作期间，许
涤新担任《新华日报》编委和党总支书记，
对外身份一直是《新华日报》记者。同时，
他还担任中共中央南方局宣传部秘书、中
共中央南方局统一战线委员会经济组组长
等职。

许涤新不仅是享誉国内外的经济学
家，也是一位身体力行的革命家。其代表
作《中国经济的道路》《现代中国经济教
程》，被经济学界誉为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
中国化的扛鼎之作，在重庆工作期间，更为
重庆工商界的统战工作作出了卓越贡献。

“接济”马寅初，将其变成共产党
的真朋友

“这几年的事实证明，只有共产党才能
救中国，只有共产党人才是我真正的朋
友！”1945年1月，在《新华日报》出版7周
年纪念会上，爱国经济学家马寅初作了热
情洋溢的发言。

马寅初的这番话与许涤新之前的工作
密不可分。

1939年冬，许涤新在中国经济学会年
会上与马寅初相识，并在《新华日报》上对
其进行报道。不久，马寅初因公开批评国
民党的通货膨胀政策，而遭到逮捕。

1944年冬，马寅初被释放，但在蒋介
石的授意下，时任国民党教育部部长陈立
夫命令重庆大学不准聘马寅初为教授，更
不得聘其为商学院院长，其他高等等学校
也不准延聘。

马寅初教书不成，只能以写稿为生。
但是他给《中央日报》《扫荡报》等报刊寄稿
件，都被一一退回，陷入“投稿无路”的困
境。

“因为陈立夫密令这些报纸不准刊登
马寅初的文章，妄图通过政治上、经济上的
压制，将拖家带口的马寅初置于绝路。”黎
余说，得知此事后，许涤新立即向南方局领
导进行了汇报。

“马老是一位经得起考验的爱国主义

者，有骨气，有正义感，我们必须给予支
持。”周恩来当即进行指示，随即还派出《新
华日报》的记者到马寅初家里访问，并把他
那些被退回的文章带回报社。

这些文章先是由许涤新研究了一遍，
在向周恩来汇报后，《新华日报》编辑部将
马老的文章全文发表，并给予高标准的稿
酬。此后，只要是马寅初送去的稿件，报社
都力争发表，即使没有公开发表的，也都考
虑给予稿酬。

许涤新和《新华日报》伸出的援手，让
身处危难之际的马寅初终生难忘，并从此
让马老的心与共产党紧紧连在了一起。

开展统战工作，吃“闭门羹”是常事

1940年冬，许涤新调到南方局宣传
部，负责《新华日报》社论稿的相关等工
作。不久，他又担任南方局统一战线委员
会经济组组长。

为搜集国统区的财经材料、揭露国民
党的官僚资本，许涤新领导经济组的工作
人员，在国民党的财经机构及重要企业，如
中央银行、中国银行、交通银行、重庆电力
公司等10多个部门开展工作。

1942年3月，周恩来向中央汇报时说：
“（南方局统一战线委员会）经济组在一年
来的工作中，收集了国民党政府的有关计
划、金融、工会、厂矿、交通、粮食、农林、物
价方面的材料100余种，成绩之显著，为以

前所不及。”
时隔半年，又一个重担压在了许涤新

的肩上。
“你是学习政治经济学的，有条件同

资本家谈得来；你又是统委经济组的负责
人，有必要去同工商界作直接的、经常的
接触。”这是周恩来对许涤新提出的新要
求。

“那时，要与民族资本家交朋友并不是
件容易的事情，”黎余说，因为国民党长期
造谣诬蔑共产党，一些资本家根本不敢接
近共产党，同时也害怕国民党会“秋后算
账”。

经过反复考虑，许涤新找到了罗叔章
和胡子婴这二位同中上层资本家有接触的
大姐，向她们请教。在摸清重庆工商界的
基本情况后，许涤新做的第一件事就是登
门拜访，名片还是用的《新华日报》的记者
身份。

但事情进展并不顺利，吃“闭门羹”也
是常事，遇到有些受蒙蔽的资本家，甚至
还会吵起来。即使如此，许涤新也从不灰
心，并告诫自己：“既然接受这个任务，就
要好好的干。要打败日本，要反对国民党
的妥协投降，只有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
量。”

后来经人介绍，许涤新参加了重庆工
商界的“星五聚餐会”，开始了与工商界的
密切接触。当时，参加“星五聚餐会”的人

数很多，有时甚至超过200人。许涤新就
利用各种机会，接近那些不了解共产党的
资本家。

在抗战后期，许涤新和经济组的同志
一方面在党报、党刊上发表文章，揭露国民
党政府通过通货膨胀、统制和管制手段，对
民族工商业进行敲诈和掠夺；另一方面收
集、宣传工商界人士的意见和主张，为民族
工商业请命。

“国民党政府制定的酸碱收购价格太
低了，连成本都不够。”在一次交谈中，民族
资本家李烛尘向许涤新抱怨。李烛尘是久
大、永立、黄海化学工业社的负责人之一，
化学工业之父范旭东的助手。

何不将这一意见刊登出来？许涤新在
征得李烛尘的同意后，将李烛尘的意见刊
登在一家商务报刊上。文章一发表，立即
引起民族企业界的共鸣。最终，慑于舆论
压力，国民党政府只好适量调高了收购价
格。

撰写经济畅销书，提升群众政治觉悟

在红岩革命纪念馆，有一本《资本论》
静静地躺在橱窗里，泛黄的纸张仿佛在无
声地诉说当年的故事。

“这是当年许涤新阅读过的书籍。”研
究红岩精神多年的文博专家厉华告诉记
者，许涤新身体并不好，1942年初夏因大
量咳血被诊断为肺结核，组织上安排他到
歌乐山静养。

那时，周恩来正好也在歌乐山中央医
院做手术。有一次，两人谈到马克思主义
经济理论问题，周恩来就对许涤新说：“你
既然专门搞经济问题，那就要系统地进行
研究。不但对实际问题要进行系统的研
究，对马克思的经济理论也要系统研究。
只是东一点，西一点谈问题，这叫作一知半
解，算不了学问。”

许涤新听后很受启发，决心系统地学
习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写出一本中国的
广义政治经济学。

1944年秋，许涤新开始着手写作《中
国经济的道路》。在书中，许涤新系统地回
顾了近百年中国经济的演变历史，论证“在
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中，通过新民主主义
经济道路，使中国经济走向现代化是历史
的必然”的结论。

为弥补《中国经济的道路》中所缺少的
抗战以前中国经济史和日本投降以后国内
斗争形势两方面的内容，许涤新又撰写了
《现代中国经济教程》一书。在这部书中，
他着重分析了抗日战争时期中国的战时经
济和战后殖民地化的危机，并通过国民党
统治区与解放区社会经济的鲜明对比，论
证了新民主主义经济走向中国经济现代化
的光辉道路。

“这两本书，是许涤新研究社会主义经
济理论的开始。”厉华说，1946年，《中国经
济的道路》《现代中国经济教程》两本书在
全国出版发行。仅两个月，首印书籍便销
售一空。在国民党于1947年秋查禁《中国
经济的道路》之前，该书曾印刷7次，成为
当时炙手可热的畅销书。

厉华表示，许涤新的这两本著作，不仅
对提高国统区人民群众的政治觉悟起到积
极作用，也成为解放后研究旧中国经济的
重要资料。

■他与著名经济学家马
寅初交好，在马寅初陷入困顿
之际，他及时向组织反映情况
对马老伸出援手，让马老的心
从此与共产党紧紧连在了一
起。

■他是经济学家，其代表
作被经济学界誉为马克思主
义经济理论中国化的扛鼎之
作。

■他也是一位身体力行
的革命家，抗战期间在重庆工
作时，为重庆工商界的统战工
作作出卓越贡献。

追寻先辈的足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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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方局统一战线委员会经济组组长许涤新

他在周恩来勉励下写出两本经济学专著
本报记者 李珩

▲ 1939 年
许 涤 新 和 夫 人
方 卓 芬 在 曾 家
岩50号留影。

记者 齐岚
森 翻拍

本报讯 （记者 黄乔）近日，市高级人民法院召开“不
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调研成果交流会。会上，针对
解决好老百姓打官司难、如何营造法治化营商环境等问题，
确定了8个调研课题，以此推动各项重点任务落地见效。

市高法院相关负责人介绍，该院按照“四个围绕”要求，
聚焦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视察重庆重要讲话精神，精心
确定了重庆法治化营商环境的司法保障、当前司法体制综
合配套改革若干重点问题研究、新时代人民法院多元化纠
纷解决机制和诉讼服务中心建设研究、人民法院基层基础
建设情况调查研究等8个调研课题。

如何落实司法为民，解决好老百姓打官司难问题？这
是老百姓最关心的问题，也是新时代人民法院多元化纠纷
解决机制和诉讼服务中心建设研究课题里的研究重点。

通过调研发现，老百姓在打官司中，存在司法为民举措
与群众日益增长的多元司法需求还有差距、全市法院诉讼
服务中心现代化建设发展不够平衡等问题。为此，重庆法
院坚持传统与科技并重，努力让人民群众打官司实现由

“难”到“易”根本性转变，坚决不让胜诉权益成为“法律白
条”。

该负责人介绍，为解决问题，重庆法院首先围绕“一网
通办”，整合网上诉讼服务功能，开通“易诉”平台和“重庆易
法院”手机App，将线上服务功能增至100余项。

“当事人既可异地申请立案，也可就近到法院跨域办理
诉讼事务、远程视频庭审。”该负责人说，同时，关注乡土司
法需求惯性，在山高路陡、水深路远的边远地区打造“庭、
站、点、员”四位一体、覆盖全市乡镇村组的乡村诉讼服务体
系，人民群众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到优质高效的司法服务。

其次，针对智能司法系统等智慧法院建设核心任务，在
信用卡、金融借款等简单案件中先行先试类案智审平台，扩
大到民间借贷、物业纠纷等十类常见类案。

三是在全国率先建立全市三级法院统一的民事财产保
全中心，融合信息化执行指挥中心作用，有效减少“执行不
能”，全力破解制约胜诉权益实现的瓶颈性问题。

“重庆法院还坚持把非诉讼纠纷解决机制挺在前面，努
力提供更加多元合理的解纷方式，助力社会治理现代化。”
该负责人介绍，今年以来，全市近18%的基层法院收案出
现下降，大量矛盾纠纷化解在诉前。

数据显示，过去两年，重庆法院分别受理案件81.9万
件、91.8万件，审执结74.9万件、83.2万件。办理民事财产
保全案件14万余件，同比增长 62%，保全金额 1900多
亿元。

老百姓打官司难怎么解决、法治化
营商环境如何营造……

市高法院8个调研课题
推动重点任务落地见效

本报讯 （记者 杨铌紫）实施“巾帼培训进乡村”项
目，委托专业机构送教上门，对农村贫困妇女分类开展实用
技术培训和农村妇女卫生习惯专题培训……8月6日，重庆
日报记者从市妇联举行的“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
调研成果交流会上获悉，为增强农村贫困妇女脱贫能力，市
妇联将采取购买服务的方式，让她们在家门口学到有用知
识、掌握一技之长。

这是市妇联成立五个主题教育调研组在深入17个区
县开展调研后，摸清妇女群众反映的问题和真实需求后，拿
出的具体解决办法和措施。

在脱贫攻坚中发挥妇女作用这一调研课题中，调研组
发现，由于年龄偏大、学习能力弱以及受家庭事牵绊等影
响，不少农村贫困妇女难以轻易走出家门参加技能培训，或
是参训时间、学习效果难以保证、大打折扣；另一方面，当前
培训的针对性还有待增强，例如在课程设置、跟踪问效、就
业转化等方面，还与农村贫困妇女的实际需求存在落差。

针对农村贫困妇女出门难、家事多等实际问题，市妇联
决定采取购买服务的方式，实施“巾帼培训进乡村”项目，委
托专业机构送教上门，将课堂开设在乡村院坝、田间地头，
分类开展手工编制、农村电商、家政服务、乡村旅游、种植养
殖等实用技术培训和农村妇女卫生习惯专题培训。

让农村贫困妇女
在家门口学知识获技能

市妇联采取购买服务方式委托
专业机构送教上门

◀8月2日，
红岩革命纪念馆
展出的许涤新读
过的资本论一、
二卷。

记者 齐岚
森 摄

铜梁区是我市畜禽养殖大区，全区
有常年存栏20头生猪当量以上的养殖
场1000余家，总存栏生猪当量约31.6
万头。畜牧产业在丰富城乡群众“菜篮
子”和助力农民脱贫增收致富的同时，
也带来了一定的环境压力。

为此，铜梁区以中央生态环境保护
督察为契机，全力推进畜禽养殖污染治
理，促进粪污循环化资源化利用，发展
生态循环农业。

铜梁区委负责人表示，铜梁全面贯
彻落实中央和市委、市政府决策部署，强
化组织领导，压实工作责任，对中央生态
环境保护督察组移交的群众投诉件高度
重视、立行立改，边督边改，扎实推进解
决群众投诉举报的生态环境问题。

养殖粪污无害化处理
治理养殖场环境脏乱差

7月22日，接到中央第四生态环境
保护督察组移交的关于“铜梁区虎峰镇
群力村兴福豪养鸡场（养鸡10万余只）
排放养殖粪便产生难闻气味扰民”的群
众投诉件后，铜梁区委主要负责人第一
时间签批，铜梁区生态环境局、虎峰镇
人民政府、区畜牧业发展中心立即前往
现场进行调查核实。

据了解，投诉件反映的铜梁区虎峰
镇群力村兴福豪养鸡场实为重庆市铜

梁区兴福豪蛋鸡养殖有限公司、重庆市
铜梁区五谷家禽专业合作社和重庆市
铜梁区佰翊家禽养殖有限公司3家养殖
场。目前，3家养殖场实际养殖规模总
共为17万羽左右，均已完成建设项目环
境影响登记备案。

铜梁区生态环境局负责人介绍，现
场调查发现，养殖场区虽已采取了安装
排风扇、封闭干粪堆积棚、使用畜禽废
弃物无害化处理设备等防治措施，但仍
存在环境脏乱差、粪便无害化处理不及
时的问题。

“我们对兴福豪养殖场提出了两条
限期整改要求：一是干粪堆积棚采取抑
尘措施，减少粉尘和气味的散排；二是
在排风扇一侧修建围挡，减少粉尘和设
备噪声对周边群众的影响。”铜梁区畜
牧中心主任谢远广介绍，“我们还要求3
家养殖业主对场区环境脏乱差问题及
时整改，对产生的养殖粪便及时无害化
处理及外运，避免养殖粪便堆存时间较
长产生臭味扰民。”

强化污染治理设施的管理和维护
确保养殖废水达标排放

7月21日，铜梁区接到中央第四生
态环境保护督察组移交的群众投诉件，

反映铜梁区二坪镇东山村七社两个养殖
场排放养殖粪便和污水污染周边环境。

铜梁区生态环境局、二坪镇人民政
府、区畜牧业发展中心工作人员组成现
场核查组，前往现场进行调查。

现场调查发现，投诉件反映的二坪
镇东山村七社的两个养殖场实为二坪
镇中山村六社的莫福琳养鸭场和祝爱
民养鸭场。

莫福琳养鸭场建有两栋圈舍，面积
约2000平方米，实际年出栏量2万羽肉
鸭；祝爱民养鸭场圈舍面积约2000平
方米，实际年出栏量2万羽肉鸭。

目前祝爱民养鸭场存栏量为6000
只左右，养鸭场实施了雨污分流，分流
较为彻底，未发现周边有粪水溢流或渗
漏的痕迹及粪水流入小河沟痕迹。莫
福琳养鸭场肉鸭已全部清空出栏，现未
养殖，无养殖粪污产生，沼液池周边也
没有发现养殖废水溢流外环境痕迹。

据谢远广介绍，莫福琳养鸭场进
行了雨污分流，但部分设施简陋，主要
存在两个方面问题：一是雨污分流部
分地段不彻底，导致场区污染物随地
表雨水进入；二是养殖废水收集池围
堰较低，容易导致养殖废水溢流外环
境的风险。

“结合核查情况，我们要求莫福琳
养鸭场业主及时清理遗留粪污，完善雨
污分流设施，拆除布置不合理的面积约
300平方米的那栋圈舍及旁边废弃的收
集池。同时，要求业主加强污染治理设
施的管理和维护，建立健全污染治理设
施运行维护记录。”二坪镇镇长孔庆明
介绍，“下一步，我们将安排专人负责监
管，落实属地监管责任，确保污染治理
设施正常运行。”

发展生态循环农业
推进粪污资源化利用

谢远广介绍，铜梁区坚决禁止禁养

区规模养殖，制止限养区扩大养殖规
模，扶持适养区标准化规模养殖。全区
规模养殖场设施装备配套率达到90%
以上，大型规模场设施装备配套率达
100%。

“接下来，铜梁区将进一步督促各
镇街落实属地监管责任，加强辖区内畜
禽养殖的监管，确保污染治理设施正常
运行，同时督促养殖场落实主体责任，
加强养殖场内外部环境的清扫，确保养
殖环境干净整洁。”铜梁区生态环境局
负责人张光明说，将进一步督促各镇街
及相关部门加强污染源日常监管，确保
畜禽养殖无直排、偷排现象发生。

不仅如此，铜梁区还实行“养殖跟
着种植走、以种植面积确定规模养殖
量、以农作物种类确定饲养品种”的办
法，督促指导20头生猪当量及以上畜
禽养殖场实施“畜-沼-粮（菜、果、林）”
农牧结合模式，大型畜禽养殖场实施沼
气工程建设或有机肥料加工处理，对不

能就地消纳粪污的养殖场采用生物发
酵“零排放”养殖技术。

铜梁区农业农村委、区畜牧业发展
中心加强行业技术指导，督促种植业主
使用有机肥，实现粪肥的有效利用。

重庆兔管家科技发展有限公司是
铜梁区今年新建成的现代化畜禽养殖
企业。该养殖场采用集约化的现代养
殖技术，不仅提升了肉兔品质，提高了
出栏量，还化解了养殖企业头痛的污染
问题，将兔粪变废为宝，运到田间地头，
成为有机肥。

该公司铜梁基地负责人江欢介绍：
“今年我们兔子出栏量10万余只，每天
产生的兔粪约5吨。这些粪便都以每吨
220元的价格出售给附近的果蔬花卉基
地用作有机肥。”

目前，铜梁全区1177家养殖场中，
已有1142家养殖场全面实现生态循环
发展，正在进行循环化改造的养殖场有
35家。

铜梁区推进畜禽粪污循环利用
本报首席记者 陈维灯 实习生 胡梦

本报讯 （首席记者 陈维灯 实
习生 胡梦）8月7日，中央第四生态环境
保护督察组向我市移交第二十六批群众
投诉举报件111件。其中，噪声16件、大
气23件、水8件、土壤2件、生态2件、辐

射1件、综合31件、其他28件，均已及时
转交相关区县和有关市级部门调查处理。

根据安排，中央第四生态环境保
护督察组督察进驻时间为1个月（2019
年7月12日－8月12日）。进驻期间设

立专门值班电话：023－63038191，
专门邮政信箱：重庆市A023 号邮政
专用信箱。受理举报电话时间为每天
8∶00—20∶00，主要受理重庆市生态环
境保护方面的来信来电举报。

中央第四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
向我市移交第二十六批投诉举报件111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