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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副主席，当资本家真比要我的
命还难受呀！老朋友骂我，妻子不理
解我，资本家的日子我真过够了！”
1945年 8月，抗战胜利，举国欢腾。
在红岩村周恩来的办公室里，一位西
装革履的中年男子倾诉道。

“你本是一个嫉恶如仇的人，却要
长期和那些令你厌恶的人周旋，内心
怎能不痛苦呢！但是，你要从党的事
业需要出发，继续当好‘红色资本
家’。”周恩来叮嘱道。

8月23日，党史专家厉华向重庆
日报记者讲述了这感人一幕。这位男
子就是卢绪章。他于1933年和友人
合办广大华行，经营进出口业务。
1940年到重庆后，他接受周恩来单线
领导，并利用广大华行的阵地，大力发
展业务，为党筹措经费，被称为“中共
隐蔽战线的优秀战士”。

“你这个资本家可一定
要当得像呀”

1911年6月，卢绪章出生于浙江
宁波一个小商人家庭，后因家境艰难，
被迫辍学，1925年到上海谋生。

1933年，卢绪章和几个朋友合办
广大华行，经营进出口贸易。到1935
年，广大华行已发展成为一家略具规
模的西药商行。

1937年 7月抗日战争全面爆发
后，卢绪章参加了上海地下党组织的
秘密读书会，投入到上海的抗日救亡
运动之中。同年10月，他加入中国共

产党。卢绪章还在广大华行内积极发
展党员，使广大华行成为上海地下党
组织进行革命活动的一个据点。

广大华行为何会迁至重庆？
1939年1月，以周恩来为书记的

中共中央南方局在重庆正式成立。同
年5月，南方局指示中共江苏省委，在
上海物色选拔干部到重庆建立党的秘
密工作机构，从事秘密交通、情报和经
济工作，决定派卢绪章到重庆，以广大
华行为基础，将它打造为党的掩护机
关和秘密工作机构，执行党的任务。

1940年7月，广大华行的一部分
迁至重庆，广大华行和卢绪章的工作
在周恩来的直接领导下进行。

中共宁波市委党史研究室撰写的
《八月风荷别样红———纪念卢绪章
诞辰100周年》一文称，在红岩村八路
军办事处，周恩来曾叮嘱卢绪章：“工
作环境险恶，你这个‘资本家’可一定
要当得像呀。你要像八月风荷，出污
泥而不染，与各方面打交道、交朋友，
一定要记住同流而不合污呀！”

出生入死筹经费

在中国商务出版社出版的《卢绪
章传》一书中，有这样一个细节：在
1942年春天的一场酒宴后，设宴者卢
绪章对前来赴宴的蒋介石侍从室专员
施公猛说：“我们都是浙江同乡人，今
后你只管经常到我家来吧，我老婆能
做一手你喜欢吃的浙江菜……”

卢绪章的一番拉拢让施公猛逐渐

放松了警惕。之后，施公猛每次拜访
卢绪章时，总会住在广大华行宿舍
中。卢绪章对他盛情款待，还经常送
钱送物接济他。久而久之，两人“称兄
道弟”，成为“贴心朋友”。

卢绪章除了结交施公猛外，还结
识了众多国民党党政要人。这些人帮
了卢绪章很多忙，起到了别人不可替
代的作用。例如，施公猛就曾将国民
党第二十五集团军少将参议头衔的证
明和国民党特别党员的党证送到卢绪
章手中。靠着这些“护身符”，广大华
行在西南和西北地区开展党的秘密工
作有了更多保障。

从1942年起，广大华行开始承担
起为南方局地下党机构提供经费的任
务。1942年春，南方局指示卢绪章，
韶关地下党急需活动经费8.5万元法
币。由于支票汇票转账很不安全，周
恩来指示，要求卢绪章化名“重庆老
孟”直接将经费交给韶关地下联络
员。不久后，卢绪章去韶关成功将经
费交给了联络员。

卢绪章从韶关返回重庆不久，得
知接收经费的联络员被敌人逮捕，经
不起考验叛变了。而且，敌人为了抓
捕“重庆老孟”，特意带领这个叛徒来
到重庆寻人。

“当卢绪章接到这个情报时，心情
忐忑，他和得力助手舒自清等人商量
后，认为唯一办法是暂时离开重庆一
段时间，才能甩开这条尾巴，以保全广
大华行。”厉华说。

如何快速离开重庆呢？这时，国
民党第二十五集团军少将参议头衔的
证明派上了用场。卢绪章凭借证明，
购买到去昆明的飞机票，从昆明又到
成都，躲过了特务和叛徒的追踪。约
两个月后，卢绪章安全地回到重庆。

抗战胜利后，按照周恩来指示，卢
绪章把自己的产业迅速向上海集中。
后来党组织又交给他一个任务——开
辟海外贸易业务。卢绪章于是安排舒
自清带着30万美元到美国广交华侨
富豪、工商巨擘，成功打开了局面，成
为美国施贵宝药业集团在中国的总代
理。

之后，卢绪章又与美国的摩根财
团做成大量生意，广大华行由此名声
大噪。1980年上映的电影《与魔鬼打
交道的人》，就是以他开拓海外贸易业
务为背景所创作的。

在担任广大华行董事长兼总经理
期间，卢绪章冒着极大的风险，领导广
大华行党支部的党员干部同各方面的
人物周旋，利用各种关系发展党的地
下经济事业，同时圆满地完成了党的
秘密工作任务。

曾一次性送交党组织
经费100万美元

史料记载，1949年1月，周恩来
打电报给卢绪章，要求他回国参加新
中国筹建。

据不完全统计，从 1942 年至
1948年，卢绪章根据党的指示为中共
地下党提供活动经费，折合20多万美
元。1949年初，卢绪章一次送交党组
织的经费就达100万美元。

上海解放后，卢绪章曾担任华东
军政委员会贸易部副部长，后任外贸
部副部长，还是第一任国家旅游总局
局长。离休以后，他在上海安度晚年，
1995年去世。

卢绪章生前曾表示：“当年我下
海经商，那是绞刑架下的生活，脑袋
瓜子别在裤腰带上，党什么时候要钱
什么时候给，多么惊心动魄！所以当
我把钱一交，浑身轻松，仿佛回到了
人间，没有想过保留个人资产的事
情。”

“卢绪章的作为体现出南方局领
导下的国统区广大共产党人淡泊名
利、无私奉献的精神。”厉华表示，他
们洁身自好、廉洁自律，忠于自己的
理想信念，是当代共产党员学习的
楷模。

出污泥而不染

与“魔鬼”打交道的红色资本家卢绪章
本报记者 赵迎昭

本报讯 （记者 黄光红）人民
银行重庆营业管理部近日发布消息
称，重庆已正式启动民营、小微金融
服务“首次贷款扩面增量”行动，专门
为那些有市场、有前景却从未获得过
银行贷款的民营企业、小微企业提供
融资服务。

结合“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
教育，人民银行重庆营业管理部近日
出台《民营、小微企业首次贷款“扩面
增量”行动方案》。

人民银行重庆营业管理部相
关负责人表示，此次行动致力于围
绕导致首贷难的缺信息、缺信用、
缺抵押等痛点、堵点问题，找准原
因，因企施策。如：将推动金融机
构按照“线上+线下”“政策+商业”
的思路，针对未获贷民营企业、小微
企业的特点创新打造线上标准化

快捷化+线下个性化特色化的金融
产品和服务，以及条件适度宽松、
成本适度优惠的政策性+额度匹
配、期限灵活的商业性金融产品和
服务。

为此，重庆将加强货币、信贷、财
税等激励政策联动，完善考核机制，
实施激励与约束并举之策。

在激励举措方面，将运用央行货
币政策工具对首次贷款行动成效显
著的金融机构给予优先支持，将首次
贷款行动实施情况纳入小微信贷政
策导向效果评估及金融机构综合评
价体系。同时，还要用好、用足、用活
小微企业贷款税收优惠政策、担保补
贴政策、财政贴息等财税部门已经出
台的金融服务支持政策，为金融机构
实施首次贷款行动创造良好的财税
支持环境等。

重庆开展“首次贷款扩面增量”行动
帮助从未获得贷款的民企、小微企解决融资难题

本报讯 （记者 杨永芹）正值
暑运期间，周末渝湘高速通往武隆、
金佛山等景区高速公路车流量翻
倍，如何确保道路安全畅通？近日，
重庆市交通行政执法总队党委召开

“不忘初心使命 服务旅游发展”渝
东南片区旅游行业党建联建工作
会，与渝东南片区7个区县旅游行
业围绕“五心服务”，开展17项联建
工作。

“五心服务”即开展以“齐心共建
联系机制、贴心提供便民服务、尽心
为民排忧解难、倾心保障舒畅旅途、
全心助推旅游发展”等为主要内容的
联建，旨在促进渝湘高速公路渝东南
片区交通畅通安全。

渝湘高速公路是我市重要的省
际大通道，渝东南段车流量以每年
约25%的速度增长。暑运期间，渝
东南片区沿线旅游景点车流量更
大。渝湘高速水江至武隆段由于容
量饱和、线行复杂、桥隧较多，很容
易发生道路拥堵，甚至引发交通事
故。

“五心服务”就是结合大数据

运用，将双方的道路交通监控视频、
景区车流监控视频相互接入对方监
控室，共享辖区连接景区主要收费
站的实时车流量情况、道路畅通情
况、主要拥堵路段等，通过路面可变
情报板、导航地图等，提前公布高
速公路交通流预判和分流绕行预
案，公布危险路段和易拥堵路段，
提示暑运期间车辆行驶安全注意
事项。

交通执法部门还联合高速公路
营运公司，在服务区配备简易车辆
维修工具、常用应急药品，供出游群
众免费取用。同时，交通执法部门
深化与重庆市急救中心、金汇通航
合作，为旅游出行车辆事故伤者提
供直升机救援服务，为伤者开辟绿
色通道。

为了更好发挥党员干部先锋
模范作用，执法部门与沿线旅游部
门还共同成立了“党员先锋队”“党
员突击队”，加强与地方客运、旅
游公司合作，组建应急运力，以便
及时转运故障、事故等旅游包车乘
客。

保障渝东南片区高速路畅通安全

市交通行政执法总队开展“五心服务”

本报讯 （记者 廖雪梅）智能技
术的应用，正让工地变得“耳聪目
明”。8月21日，重庆日报记者从市
住房城乡建委了解到，我市自2017年
启动“智慧工地”建设以来，目前全市
已建成“智慧工地”1000个。

“智慧工地”是一种新型施工管控
模式，它以互联网＋、物联网、大数据、
云计算等技术为依托，通过工地信息
化、智能化建造技术的应用及施工精
细化管控，可有效降低施工成本，提高
施工现场决策能力和管理效率，实现
工地数字化、精细化、智慧化管理。

为高效推进“智慧工地”建设，市
住房城乡建委出台了《“智慧工地”建
设技术标准》，逐步囊括了人员实名制
管理、远程视频监控、扬尘噪声监测、

塔吊“黑匣子”、施工升降机“黑匣子”、
危险性较大工程管理、工程监理报告、
工程质量验收管理、建材质量监管、工
程质量检测监管、BIM施工应用和工
资专用账户管理等12项“智能化应
用”的详细技术要求。

不仅如此，我市还打造了“智慧工
地”信息管理平台。该平台包含综合
分析管理子系统和涉及人员实名制管
理、工程质量安全、民工工资专户等业
务子系统，能实时采集“智慧工地”施
工现场关键要素的信息数据，并利用

大数据、云计算等技术进行快速分析
处理，全面掌握全市房屋建筑和市政
基础设施工程状况，为施工管理提供
科学决策依据。

比如，市住房城乡建委通过推动
农民工工资专用账户及银行代发的网
络信息化管理，实时记载了农民工身
份、考勤登记、工资发放等信息，构建
了“项目、企业、农民工、银行、政府”五
位一体的监管平台。专户系统迄今已
对约230万人次农民工工资发放进行
了监管。

再比如，我市通过推动扬尘噪声
监测“智能化应用”，严控PM2.5、PM10

及噪声污染。截至目前，全市共安装
使用扬尘噪声监测设备1668套，部分

“智慧工地”已实现环境数据超标自动
报警和喷淋降尘的功能。

今年，我市争取把全市建筑面积
2万平方米以上的房屋建筑工程和造
价2000万元以上的市政基础设施工
程、其他项目中的房地产开发项目，全
部打造为“智慧工地”，确保总量不低
于1500个。

重庆建成“智慧工地”1000个
依托智能技术实现数字化、精细化、智慧化管理

本报讯 （记者 白麟）“兰家沱
变电站智能系统监测到刀闸引线接
头处发热，请立即处理！”8月22日，
国网重庆江津供电公司运维人员通
过变电站智能视频巡检系统发现问
题后，立即对问题部位进行视频截
图，向检修班组汇报。

目前，重庆江津供电公司有14
座110千伏变电站,在全市率先试点
应用了变电站智能视频巡检系统，实
现了变电站智能运维、安全管控、设
备状态全面感知、数据信息高效处
理，这标志着重庆电网在智能化方面
迈进了一大步。预计2020年12月
底前，国网重庆市电力公司（下称市
电力公司）将完成江津、江北、璧山、
綦南110座变电站智能视频巡检建
设。

作为电网能源转换和控制的核
心平台，变电站过去的设备管理、巡
视、维护等都主要靠人工作业完成，
人员参与的环节繁多，容易因为设备

巡检和安全管控不到位造成安全隐
患。以江津供电公司为例，以前该公
司变电运维班采用“3+1”模式，即3
个运行班、每班6人，1个维护班共4
人。运检人员到就近的兰家坨变电
站进行巡视检查，驱车往返就需要
40分钟。

现在，变电站里设置了多个固定
和可移动高清摄像头，并安装了红外
热成像仪。人员只需要坐在变电运
维站监控室，智能视频巡检系统就会
按照设备实物ID，自动配置巡视路
径、巡视部位、巡视时间，自动控制变
电站监控设备。这不仅节省了大量
运维成本，还有效降低了变电站内的
违章风险。

近年来，市电力公司通过不断完
善变电站智能视频巡检系统，打造了
变电站内设备设施物联网，也实现了
变电设备状态多维感知、设备数据边
缘计算、运检策略自动定制、功能模
块开放嵌入等智能功能。

试点应用变电站智能视频巡检系统

重庆电网加快智能化改造升级

本报讯 （记者 颜安 通讯
员 李诗韵）8月21日，重庆日报记
者从国网重庆南岸供电公司获悉，莲
池变电站“多站融合”项目在该区正
式投运，这是重庆目前功能最全的变
电站。

据悉，“多站融合”是指在变电站
已有资源的基础上，本着提供绿色能
源、助推数字经济、服务便捷生活、共
创智慧未来的理念，融合建设数据中
心站、5G基站、北斗增强基站、电动
汽车充电站以及便民服务站，服务周
边居民和高科技产业。

110千伏莲池变电站位于重庆
经开区，紧邻中国智谷（重庆）和重
庆市5G产业园，由国网重庆南岸供
电公司利用变电站现有资源，采用

“共商共建共营共赢”模式建成，是
国家电网公司“泛在电力物联网”建

设的试点项目之一，也是广阳岛长
江绿色发展示范区建设的先行示范
项目。

目前，该项目主要为中国智谷
（重庆）和重庆市5G产业园提供电
能、算力、5G通信、北斗信号等综合
服务，助力重庆数字经济发展。其
中，北斗增强基站能实现动态厘米级
和静态毫米级精准定位，将有助于自
动驾驶、精准导航、智慧物流、远程医
疗、VR购物等新技术、新业态蓬勃
发展。

该项目还充分利用变电站周边
零碎地块，建设电动汽车充电站和
便民服务站。电动汽车充电站配备
6个60千瓦快速直流充电桩，普通
电动汽车充电30分钟，可续航200
公里，方便市民绿色出行、低碳生
活。

助力重庆数字经济发展

“多站融合”变电站南岸投运

追寻先辈的足迹

■周恩来曾叮嘱
卢绪章：“你要像八月
风荷，出污泥而不染，
与各方面打交道、交朋
友，一定要记住同流而
不合污呀！”

■ 从 1942 年 至
1948 年，卢绪章为中
共地下党提供活动经
费，折合金额20多万
美元。1949 年初，他
一次送交党组织的经
费就达100万美元。

观众在红岩革命纪念馆参观了解卢绪章的相关事迹。 记者 齐岚森 摄

8月24日，工人在黔江区官渡峡的
官河大桥上吊装拱箱。官渡峡两岸山
高谷深，将城区与几个乡镇隔断。2018
年，黔江区对省道304线正阳至蓬东公
路进行改建，改善周边乡镇群众出行和
运输条件，助推脱贫攻坚和乡村振兴。
官河大桥是正蓬路改建的重点控制性
工程。官河大桥全长287米，横跨官渡
峡，为缆索吊桩系统大桥，目前大桥已
进入桥梁吊装拱箱安装施工阶段，预计
今年底建成初通。

特约摄影 杨敏

峡谷飞架扶贫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