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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 黄光红)人民银行重庆营业管理部11月
25日发布消息称，该部结合重庆市发展战略和具体实际，会同
市级相关部门，编制完成了重庆市金融科技应用试点工作方
案。下一步，重庆将全力以赴推进金融科技应用试点。

经中国人民银行、国家发改委、科技部、工信部、人社部和国
家卫生健康委6部委批准，重庆市成为全国首批开展金融科技
应用试点的城市。近日，人民银行重庆营业管理部牵头召开重
庆市金融科技应用工作推进会议，对相关工作进行部署。

在开展金融科技应用试点的工作中，重庆将通过打造金融
科技产业聚集区、高质量发展制度创新区、监管科技应用先行
区、金融科技标准示范区“四区”，拓展高质量发展空间；建设国
家金融科技认证中心、重庆市金融大数据服务中心“两中心”，夯
实金融科技支撑体系；依托重庆自贸试验区、中新(重庆)战略性
互联互通示范项目，创建中新金融科技创新示范基地，形成国内
一流开放合作平台。目标是：通过“四区”“两中心”“一基地”建
设，加快推进科技与金融深度融合，努力将重庆建设成为市场主
体集聚、关键技术领先、新兴业态丰富、监管服务高效、科技人才
汇聚的金融科技强市。

人民银行重庆营业管理部相关负责人表示，下一步，重庆将
加快国家金融科技认证中心筹建、加强数字化金融场景服务实
践、大力推进金融便民惠民工程，不断提升金融科技监管效能，
全力以赴推进金融科技应用试点，为重庆市经济、金融发展迈上
新的台阶提供积极支撑。

市发改委相关负责人表示，将与相关部门和单位携手，深入
推进金融与科技深度融合，助力金融服务智能化发展。同时，深
化绿色投融资服务，探索绿色金融助推绿色发展模式，做优环
境；以创建国家数字经济创新发展试验区和智能化应用为契机，
营造金融科技发展良好生态，推动数字金融走向深入。

重庆市金融科技应用
试点工作方案编制完成
建“四区”“两中心”“一基地”，打造金融科技强市

本报讯 （记者 仇峥）5G进入商用之后，智能网联汽车会
发生哪些变化？11月25日，以“5G融合，智联万物”为主题的第
四届i-VISTA智能网联汽车国际研讨会在渝举行。重庆日报
记者获悉，位于大足的国内首个大型综合智能网联汽车试验基
地将于12月正式对外开放。

据了解，本次论坛由中国汽车工程研究院股份有限公司（简
称“中国汽研”）主办，来自国内外人工智能、大数据、智能网联汽
车领域的近300位专家学者和企业家，围绕5G和AI（人工智
能）技术叠加下的智能汽车产业融合和智能汽车测试技术进行
了研讨。

面对智能网联汽车发展的新机遇，相关研究和应用正深入
推进。早在2016年，中国汽研i-VISTA智能汽车集成系统试
验区在重庆渝北正式启用。经过4年发展，该试验区已具备提
供测试评价综合解决方案，开发测试评价软硬件工具，策划智慧
交通综合解决方案的能力，并向全球发布了首个面向消费者的
智能汽车测评体系。

另外，中国汽研礼嘉园区、仙桃国际大数据谷片区也已建成
5G封闭试验区、5G可控全网联模拟城市乡村高速试验示范区。

据中国汽研透露，位于大足的国内首个大型综合智能网联
汽车试验基地，也将于12月正式对外开放。

第四届i-VISTA智能网联
汽车国际研讨会在渝举行

本报讯 （首席记者 陈维灯 实习生 周传勇）11月25
日，重庆日报记者从2019·首届三峡道地中药材交易博览会新
闻发布会上获悉，本届博览会将于11月28日至29日在开州举
行。届时，开州、万州等11个重庆中药材重点区县将集中展示
中药材产业发展情况和优质中药材产品。

开州区副区长田水松介绍，北京中医药大学、中国药科大学
等知名高校的专家学者，修正集团、太极集团等国内知名药企负
责人共约500余人将参会。

在本届博览会上，将设立三峡中药材主馆展区，集中展示三
峡库区中药材资源总体状况和开发情况；设立区县展区，集中展
示开州、万州、涪陵、石柱等11个中药材重点区县中药材产业发
展情况和优质中药材产品；设立企业展区，集中展示三峡库区或
拟落户三峡库区的中药材企业产品。

同时，本届博览会将搭建三峡库区中药材产品产销对接平
台、招商引资平台。届时，来自新加坡，中国北京、山东、四川、湖
北、安徽等国内外企业将与三峡库区有关区县政府、部门、种植
农户签订加工、康养、产销等合作协议。

此外，本届博览会将全面展示、展销贫困地区和贫困群众的
优质中药材产品，并将签订一系列的产销对接协议，帮助贫困地
区、贫困群众销售中药材，增加收入。其中，“鲁渝协作”东西扶
贫对口帮扶开州区的山东省潍坊市，也将组织11家企业参会，
并与开州区签订产销协议。初步统计，本届博览会签订的产销
协议可为三峡库区贫困地区及贫困群众增加收入近亿元。

首届三峡道地中药材
交易博览会28日在开州举行

□本报首席记者 彭瑜 实习生 胡莉雯

儿子在天津消防服役，奋战火海；母亲
在梁平老家独居，瘫痪卧床。8年来，天津
市消防救援总队特勤支队轻纺城中队战斗
一班班长肖国栋与母亲陈安琼只能各自牵
挂，却难以相互照顾。

“不能让英雄在前方流血，母亲却在后
方流泪！”11月16日，天津市消防救援总队

特勤支队副支队长李彬一行前往梁平区回
龙镇双龙村肖国栋家走访，并与镇村干部协
商照顾陈安琼的事宜。随即，一个由当地干
部群众组成的志愿小组成立。回龙镇镇长
魏国称：“英雄奋战前方，我们守好后方！”

得了奖却一脸愁容

11月2日，全国首届“火焰蓝”消防救
援技能大比武在浙江绍兴举行。肖国栋以
13秒52的成绩在60米肩梯登楼比赛中获
得第7名。

“得了全国大奖却一脸愁容。”肖国栋平
时最好成绩是12秒48，难道他是因为没发挥
好而不高兴？中队长杨凯一再追问才知道，
肖国栋愁的是，瘫痪在家的母亲没人照顾。

肖国栋坦言，荣获全国大奖高兴不起
来，没发挥好是一个方面，更重要的是赛前
集训半年，他特别牵挂母亲在家的情况。

2004年父母离婚后，肖国栋和母亲陈
安琼一起生活。陈安琼患有类风湿病，手脚
时常肿胀。肖国栋说，他2011年入伍时，母
亲还能下地干活。肖国栋只是每年按时把
津贴寄给母亲贴补家用。2013年，肖国栋
回家探亲时，却看到母亲拄着木棍，颤颤巍
巍挪动着脚步……他发现母亲四肢已僵硬
变形，“连台阶都走不下来!”

“我考虑过退伍，可妈妈不同意。”陈安
琼坚称能照顾自己，希望儿子能坚守好自己
的岗位。后来，肖国栋为母亲添置了洗衣
机、电冰箱，委托亲戚、邻居多照顾母亲。但
他最担心母亲一个人上厕所、洗澡，怕她摔
倒了都没人拉一把。肖国栋说：“每次出警

我都告诉自己，要活着回来，妈妈不能没有
我！”

天津消防来渝访战士家庭

“入伍8年，他从没提过家里的情况。”11
月14日，李彬一行飞抵重庆，前往梁平看望
陈安琼，并为肖国栋颁发荣誉证书和奖章。

“我挺好的，感谢你们大老远来看我。”
陈安琼面带微笑，一脸的淡定和从容。她
说，“自己生活能自理，最牵挂的还是儿子的
安全。”

陈安琼坦言，只有每次接到儿子电话时
才安心。迟迟接不到电话，她就忍不住胡思
乱想。特别是天津港“8·12”特别重大火灾爆
炸事故后，陈安琼一直打不通肖国栋的电话，
她急得泪花花儿转。后来，得知肖国栋去了
现场，她又整宿整宿无法入睡，就守着电视看
前方的新闻，直到儿子最后平安归队。

肖国栋所在的特勤支队地处天津市滨
海新区大港地区，是天津石化产业基地。大
家形象地称他们为“火山口上的消防队”。
肖国栋正是战斗一班班长，每次出警他都在
前方作战车辆上，是第一时间到达救援现
场、冲在最前面的消防员。

入伍8年，肖国栋先后荣获天津市消防
救援总队五四执勤岗位练兵标兵、能手、优
秀班长等，共荣获个人三等功3次。他不但
入了党，成为消防队伍中的精英骨干力量，
还带出了一批批优秀的消防员。

建志愿小组照顾英雄母亲

为解决战士的后顾之忧，让他们轻松上

阵，李彬、杨凯在当地走访了四五家养老院，
准备把陈安琼送到这里生活。但陈安琼婉
言拒绝了，她说，不想给组织添麻烦。

11月16日，回龙镇镇长魏国、镇党委
组织委员李安翠，以及双龙村党总支书记肖
正平闻讯也赶到肖国栋家中。

魏国称，镇里将结合“不忘初心、牢记
使命”主题教育，完善和细化对陈安琼的
帮扶方案，一定要让肖国栋安心工作。他
告诉记者：“英雄奋战前方，我们守好后
方！”

随即，一个照顾英雄母亲的志愿小组
成立，党员干部和乡亲邻里自发加入其中
为英雄母亲提供日常帮扶，党员徐碧汝每
周帮助陈安琼洗头、整理家务，随时陪伴拉
家常，排解孤寂；邻居肖小华根据需要帮忙
采购生活用品；组长肖正权定期上门打扫
清洁，并发动邻居根据自家实际送去农家
水果、蔬菜；回龙镇机关党员干部夏泽东、
李秋琼每月定期上门与陈安琼交心、谈心，
从生活、情感上提供帮助。

每到节假日，特别是春节，是消防救援
队伍最忙的时候，肖国栋已经有8个春节
没回家过年了。每个除夕，陈安琼都是一个
人在病床上度过的。回龙镇党委政府表示，
今后逢年过节，镇村干部将上门慰问，陪她
过节。

“感谢党和政府，我一定好好干。”天津、
重庆梁平两地携手帮助解决母亲的生活困
难，这让肖国栋十分感动，他说，母亲有人照
顾，他将更加刻苦训练，英勇奋战，努力保护
好人民的生命财产安全。

“英雄奋战前方，我们守好后方”
——天津、重庆梁平两地携手照顾消防战士母亲

□本报记者 李星婷

11月 27日，是重庆“11·27”烈士殉
难70周年纪念日。11月25日，重庆日报
记者通过采访余祖胜烈士的侄女余和平及
整理重庆理工大学“红岩精神展览室暨余
祖胜烈士事迹陈列室”的部分历史资料，还
原这位红岩烈士短暂而光辉的一生。

余祖胜祖籍江西，出生于1927年。他
1938年随父亲到重庆。“余祖胜是我的二
叔。”余和平告诉记者，1939年余祖胜到重庆
21兵工厂做童工，同时进夜校补习，也是那
时，他开始阅读《新华日报》等报纸。

由于从小耳濡目染自己父亲在工厂的
生活遭遇，加上接受进步的思想，余祖胜渐

渐成熟起来。余和平之父、余祖胜的哥哥
余祖德曾在一篇文章《为有牺牲多壮志》中
回忆：“那时看《新华日报》等进步报纸，小
则丢饭碗，大则坐牢或砍头。”余祖胜是《新
华日报》老订户，但报童不能将报纸送到宿
舍，只好放在徐家花园的树杈或洞中，“二
弟取到报后，便直奔姐姐祖珍家，请姐姐在
门外放哨，二弟放下蚊帐，在帐中读报。”

1944年秋，余祖胜考入21兵工厂附设
第十一技工学校（今重庆理工大学）半工半
读。1946年，余祖胜便以“苍扉”笔名在《新
华日报》上发表《丐童》一诗，此后，又写了大
量的诗歌，揭露国民党统治的黑暗。

1947年，余祖胜与几位进步青年组成
“读书会”，出版《火焰》半月墙报，并与中共

地下党组织接触，于同年5月加入中国共
产党。

“二叔还在工厂进步青工中发展‘青年
读书会’。”余和平说，但1948年4月，《挺
进报》事件发生，余祖胜因叛徒出卖被捕，
囚于渣滓洞监狱。

余祖胜在狱中坚贞不屈，并勤奋学习革
命理论和外语，在狱中坚持斗争了19个月，
还与大家一起创建了《铁窗诗社》。

“解放军占领南京的消息传来后，二叔
利用废牙刷柄刻出一百多颗五星等小工艺
品，还镌刻了‘革命到底’‘不自由毋宁死’

‘共产党万岁’等口号，激励狱友们的革命
斗志。”余和平说。

1949年11月27日，余祖胜与200多
名狱友不幸被国民党反动派集体屠杀于渣
滓洞，年仅22岁，《我的家》《明天》《晒太
阳》等遗诗被收入《革命烈士诗抄》，并被译
成多种文字。

余祖胜 用诗歌作檄文

本报讯 （记者 张莎）“监狱就
是大课堂，松树是笔，塘作砚，院内大
地是纸张……”11月 24日，九龙坡区
白市驿镇川剧院内座无虚席，由该区
驿都实验学校历时近一年打造的红
色革命题材儿童川剧《小萝卜头》正
在上演，饰演“小萝卜头”的三年级学
生薛喻露用精湛的表演征服了所有
观众。

据了解，此次上演的川剧《小萝卜
头》取材于小说《红岩》中有关“小萝卜
头”的部分章节，讲述烈士宋振中与监
狱看守斗智斗勇、传递情报直至牺牲的
故事。

为了完成好这份作品，驿都实验学
校邀请了多位川剧艺术名家指导，从剧
情、服饰、台词等方面进行了严格的挑
选。为找到最适合的“小萝卜头”扮演
者，创作团队在一至六年级的1900余
名学生中进行了海选，最终，三年级学
生薛喻露脱颖而出，成为舞台上的“小
萝卜头”。

讲红色故事，讲革命精神，川剧是方
式之一。今年，重庆招募了大批红色故
事讲解员，走进全市乡村学校少年宫，以
视频播放、红色革命歌曲传唱、提问式讲
解的方式让孩子们走进红色经典、传承
红岩精神。

据了解，川剧《小萝卜头》将做最后
修改后，于本月27日正式演出。这部作
品还将在录制后，在各乡村学校少年宫
播放。

儿童川剧《小萝卜头》试演
11月27日正式演出

本报讯 （记者 李星婷）11 月 25
日，由市委宣传部、重庆红岩联线文化发展
管理中心、重庆理工大学等单位共同主办
的“实施红色基因传承工程——‘让烈士回
家’系列主题活动暨红岩精神走进重庆理
工大学”在该校举行。重庆红岩联线文化
发展管理中心与重庆理工大学签署了“红
色基因传承工程”共建合作协议等。

据了解，余祖胜是著名红色小说《红
岩》中主要人物余新江的原型。他于1944

年秋考入21兵工厂附属第十一技工学校
（今重庆理工大学）半工半读，是“11·27”
大屠杀中牺牲在渣滓洞的数百名红岩英烈
之一。

“重庆理工大学与红岩渊源深厚。”重
庆红岩联线文化发展管理中心相关负责
人表示，该校首任校长李承干是时任中共
中央南方局书记周恩来发展的秘密党员，
不仅领导兵工厂为抗战做出了卓越贡献，
还在解放战争时期保护了大批地下共产

党人。
活动现场，重庆理工大学学生深情朗

诵了余祖胜的诗歌，向革命先烈致敬。“从
2012年起，我们在早年余祖胜就读机械专
业的车辆工程学院，成立了余祖胜团支部，
以革命先烈的精神引导大学生成长。”重庆
理工大学校团委相关负责人介绍，学校还
会排演关于余祖胜的系列话剧等。

当天，重庆理工大学“红岩精神展览室
暨余祖胜烈士事迹陈列室”开馆，该馆也是

该校与重庆红岩联线文化发展管理中心合
作共建的红色教育基地。展览室采取多媒
体方式，讲述了王朴、刘国鋕等多位红岩英
烈的故事以及余祖胜的事迹。

重庆红岩联线文化发展管理中心与重
庆理工大学签署了“红色基因传承工程”共
建合作协议，双方将从协同开展科学研究、
共建红色文化教育创新师资队伍、组建重
庆理工大学红岩党校和红岩团校等方面进
行合作，共同用实际行动传承红色基因。

“让烈士回家”系列主题活动暨红岩精神走进重庆理工大学

向革命先烈校友致敬

本报讯 （记者 黄乔 实习生 饶桐语）11月25日，全
市职业技能提升行动服务周启动仪式举行，10家技能型人才培
养企业获补贴资金900余万元。

据了解，即日起至12月1日，全市将以“深入实施职业技能
提升行动、稳就业惠民生帮企业促发展”为主题，在各区县同步
开展职业技能提升行动服务周活动。通过宣传提升行动政策、
展示技能成才成果、开展技能现场展示服务等活动，帮助广大企
业、劳动者深入了解职业技能提升行动政策措施，便捷办理各类
申请手续，进一步推动提升行动向纵深发展。

仪式上，有关部门向中石油重庆销售公司员工代表发放了
全市首批职业技能等级证书，为开展企业新型学徒制培训的10
家企业发放培训补贴964.1万元，10名企业新型学徒制校企代
表进行了签约。

市人力社保局职业能力建设处副调研员龙海涛介绍，我市
计划于2019年至2021年底培训10万名企业新型学徒，对开展
学徒制培训的企业按规定给予4000元/人/年的职业培训补贴。

重庆职业技能
提升行动服务周启动
10家企业获培训补贴900余万元

母亲行动不便，肖国栋抱她进出。
通讯员 刘辉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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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祖胜烈士。
记者 龙帆 翻拍

先烈故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