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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黄琪奥

1927年3月31日，重庆通远门打
枪坝广场，重庆各界反对英美炮击南京
市民大会正在举行。“砰砰砰……”伴随
着几声枪声，混在人群中的大批军警、
团阀和便衣特务冲进会场，现场乱做一
团，无数群众倒在血泊之中。

“根据后来的统计，‘三·三一’惨案
当天300多人牺牲，重伤者七八百人，
轻伤者不计其数。”2月3日，市委党史
研究室南方局研究室副主任黎余告诉
重庆日报记者，之后几天，反动军阀对
中共重庆地委成员继续展开搜捕，中共
重庆地委遭到重创。

“在这些牺牲的同志中，有一位就
是时任负责中共重庆地委组织工作的
冉钧。”黎余说，冉钧为了掩护同志脱
险，付出了宝贵的生命。

据史料记载，冉钧于1899年出生
在重庆江津。受五四运动的影响，冉钧
于1919年夏考入重庆留法勤工俭学预
备学校。1920年8月，冉钧与邓小平、
周贡植等80余名学子，从重庆出发前
往法国，进入果伦中学学习法语。

冉钧积极参加革命活动，在李立
三、聂荣臻等人的帮助下，加入了旅欧
中国少年共产党，后转为中国共产党党
员。1924年夏，受党组织选派，冉钧等
人赴苏联进入莫斯科劳动大学学习。

1925年夏，遵照党的指示，冉钧回
到重庆。当时，恰逢上海“五卅”惨案发
生，他立即投入到重庆各界反对英日帝
国主义的斗争中，参与了英日惨杀华人
案重庆对外后援会的领导工作。8月，
吴玉章奉命回川整顿国民党组织，冉钧
参与负责秘书处的工作。

1926年2月，以杨闇公为书记的
中共重庆地方执行委员会（简称“中共
重庆地委”）成立，直属中共中央领导，
冉钧作为三名执行委员之一，负责组织
工作。黎余介绍，党组织还派他筹组了

重庆总工会，在1926年11月，国民党
（左派）四川第一次代表大会上，冉钧当
选为组织审查委员会委员。

1927年初，国内政治形势发生急
剧变化，蒋介石策动军阀破坏国共合
作，镇压革命群众。

3月24日，英国军舰炮轰南京城，
重庆各界人民义愤填膺。中共重庆地
委决定于3月31日在打枪坝举行群众
抗议集会。31日清晨，中共重庆地委
和国民党左派临时省党部负责人提
前进入会场，进行会议的相关准备工
作。

大会刚刚开始，会场就突然响起
“砰砰”几声枪响。军阀手下的士兵和
打手们掏出手枪、木棒和钢刀等，见人
便乱打乱杀。在工人纠察队和革命群
众的极力掩护下，冉钧跳城墙脱险，前
往江北暂避。

31日深夜，为了通知幸存的同志
转移，销毁党的秘密文件，冉钧毅然冒
着生命危险，渡过嘉陵江回到莲花池住
所。

第二天，他与任白戈一道去重庆团
地委书记刘成辉家，准备约刘去找杨闇
公研究“三·三一”惨案的善后工作，当
行至七星岗天主教堂附近时，被刘湘的
便衣认出，当即遭到枪杀，年仅28岁。

在牺牲前写给弟弟的信中，冉钧曾
表明了为人民大众谋利益的志向：“母
老家贫，余不能顾及，有负期许。但一
念及大众同胞痛苦，不得不尔……”

“冉钧同志为大众同胞的利益出生
入死、不怕牺牲的精神，无疑是值得当
代党员认真学习的。”黎余说。

冉钧：为大众不苟活

本报讯 （记者 曾立）重庆日报
记者2月4日从市发展改革委获悉，
为贯彻落实市委市政府关于打好疫情
防控阻击战的决策部署，市发展改革
委发布了《重庆市投资项目审核备在
线办理指南》（简称《办理指南》），以信
息化技术手段为支撑，推行“不见面”
服务，强化全市企业投资项目核准备
案网上办、马上办。

《办理指南》图文并茂介绍了网上
办理投资项目审批、核准、备案的流
程，简便易操作。

企业（个人）只需要进入重庆市政
务服务网上办事大厅“渝快办”（地址：
http://zwfw.cq.gov.cn/icity/public/in-
dex），点击“投资项目服务”，选择对应
的用户类型（法人用户或个人用户）登
录，就可以进行投资项目申报了。

除了网上申报，重庆市网上办事
大厅（渝快办）还可以为企业群众提供
投资项目审核备进度网上查询。若网
上显示投资项目在待审区，说明项目
已提交成功，待相关部门依规确认办
理。若显示项目在已审区，说明项目
已审核完毕。

项目未审核前，若企业（个人）发
现项目申报信息填写有误或对应审核

部门与实际不符，可勾选项目、点击撤
回按钮，在填报区重新填报项目信息。

市发展改革委相关负责人称，全市
企业投资项目推行“不见面”服务，一方
面是我市改善营商环境的长久举措，另
一方面也是严格落实当前疫情防控要
求的实际需要。通过“制度+技术”双轮
驱动，短期和长期相结合，进一步增强
企业群众办事的便利度和获得感。

《重庆市投资项目审核备在线办理指南》发布

企业投资项目推行“不见面”服务

本报讯 （记者 戴娟）2月4日，
在铜梁区白羊镇水碾村的大头菜种植
基地内，一群红马甲戴着口罩正在田间
不停劳作，形成了当地的一道亮丽风
景。原来，这是水碾村的巾帼志愿者们
正在帮助当地当地村民抢收地里种植
的大头菜。

白羊镇水碾村是铜梁区咸菜微型
企业特色村，每年都有数十吨咸菜从
这里销售到全国各地，而及时采摘大
头菜是保证咸菜制作的重要环节。去
年下半年，水碾村一共种植了400余
亩大头菜，目前已经进入采摘期，但是
受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影
响，导致地里的大头菜无人采收，时间
一久就没法制作成咸菜，将直接影响
村民的收成。

面对这种情况，水碾村妇联及时行
动起来，统一发动巾帼志愿者，把口罩
发到每一个人手中，并作好统筹安排。
有的负责疫情防控，到村口设点检测，
有的负责挨家挨户排查、宣传，还有的
负责地里大头菜的采摘。疫情期间积
极面对，防控不忘抓生产、促增收，得到
了当地村民的一致赞扬。“水碾村共有
咸菜加工户100多户，其中成立微企的
有34户，是名副其实的‘微型企业特色
村’。”水碾村村主任周艳平告诉记者，

接下来，村里还将利用合作社实现统一
收购、统一生产、统一销售的现代化生
产销售模式，全面保障咸菜产品质量，
提升咸菜经济效应，让村民获得更多收
入。

据了解，为推动当地咸菜产业走新
型农村集体经济发展道路，该村还成立
了重庆市铜梁区食佳蔬菜专业合作社，
44户群众入股合作社，其中还包括5
户建卡贫困户，大家一起走上发展致富

道路。当地村民每年不但有土地租金
收入，农忙时还能在合作社内打工，生
活越过越好。今年，水碾村预计收获各
类咸菜80余吨，每户村民至少都将增
加2000多元的收入。

巾帼志愿者走进田间抢收大头菜

本报讯 （记者 夏元）重庆日报
记者2月 4日从市大数据发展局获
悉，日前该局会同中国电信、中国移
动、中国联通、阿里、腾讯等企业，梳理
出涉及远程会议、协同办公、网上教育
等领域的37个网上办公工具软件，供
各部门单位在疫情防控期间免费使用。

市大数据发展局介绍，这37个网
上办公软件工具，包括天翼云会议、云

视讯、联通云视频、钉钉视频会议等可
提供即时消息、邮件、视频会议、代办审
批等功能的远程会议软件，以及钉钉协
同办公、企业微信综合办公、腾讯文档
等协同办公软件，还有腾讯课堂、钉钉
智慧教育、空中课堂等网上教育软件。

目前，市大数据发展局正通过发
函、钉钉群、微信群等方式，向各市级
机关、区县政府、区县大数据系统等推
送上述办公软件，各企事业单位亦可
通过扫码、网页下载或人工对接等方
式安装使用，相关工具软件安装使用

手册可登录邮箱下载（邮箱cqsdsjfzjt-
gc@163.com，密码Cqs135790）。同时
市大数据发展局将安排专人协调指导
推广办公软件，阿里巴巴、腾讯等技术
提供方亦将安排专人对办公工具软件
安装使用及技术问题进行指导。

助力网上办公 37个软件限期免费用

本报讯 （记者 白麟）2月3日，
猪八戒网宣布投入超过1亿元的服务
资源，开展“战疫情-共同保护企业生
命线”行动，在线集结万名专业人才，
通过猪八戒网平台为10万家企业提
供“免见面”服务，帮助这些企业开展
线上复工运营，并特别为湖北企业提
供针对性的帮扶政策。

受疫情影响，许多无法正常复工
的企业线下没有客源，又不具备线上
获客能力，面临营收和成本两方面的
巨大压力。为此，猪八戒网紧急推出
企业“免见面”外包服务系统。该系统

内建采购申请、审批管理、供应商管
理、项目进度管理、员工管理等功能，
可在企业和供应商不见面的前提下，
实现服务采购全流程线上进行。同时
通过整体解决方案，让企业采购效率

提升一倍以上。
目前，猪八戒网正通过平台各种渠

道，发布动员服务商在线办公的信息。
此外，猪八戒网还向重庆市慈善

总会捐款100万元。

猪八戒网帮扶十万企业“免见面”线上复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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劳动筑梦·榜样同行
重庆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⑦ 刘伟：砌筑农民工圆了安居乐业梦

城市的发展离不开一线建筑工人
的奋斗与汗水。31岁的刘伟，是重庆
建工第三建设有限责任公司的农民
工。在建筑行业打拼9年以来，他任劳
任怨、勇挑重担，专注于砌筑技术领域，
取得不俗成绩，2019年成为重庆五一
劳动奖章获得者。

刘伟在探索实践中实施技术改良、
提升施工效率和成型质量，成为重庆建
筑砌筑领域响当当的“技术大拿”。他
为自己的职业生涯涂上浓墨重彩的一
笔，他的典型事迹反映了新时期农民工
的精彩人生。

不甘平庸
做有追求的农民工

出生于普通农民家庭的刘伟，当年
因为家境贫寒，初中读完以后就被迫辍
学，陪着父亲到昆明外出务工。然而不
甘平庸的刘伟，在跟着父亲颠沛流离2
年多之后，下定决心要学一门手艺改变
自己的命运，于是返回重庆成为“建筑
大军”的一分子。

要成为一名成功的砌筑工，需要忍
耐力、集中精力、有计划和合理安排时
间，具有使用不同手工的技能，具有较
强的砌筑技能，注重细节和整洁等要
素。天生好学的刘伟，对具有技术壁垒
的砌筑工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于是，除
了日常勤杂工作，他总是不厌其烦地向
农民工师傅拜师学艺，不分昼夜地利用
碎片时间学习砌筑知识，关于砌筑的手
法、工序、要领都默默先记在心里，再不
断地模拟演练，一刻也闲不下来。工友
们都不解地问他：“你这么拼命干嘛?”
他憨厚一笑：“要干就要干出个样来，别
看我是农民工，咱农民工也有农民工的
追求，我的追求就是做一名农民工工程
师”。

勤学苦练
做技术型的砌筑工

一番磨砺，让刘伟基本掌握了砌筑
工艺，但这远远不能满足他对技术进步
的追求和渴望。

在务工于重庆建工第三建设有限

责任公司龙湖礼嘉四期项目期间，偶然
得知该司在组织建筑工人技能竞赛，刘
伟踊跃报名参赛。竞赛独有的竞争氛
围，一边激励着他更加勤奋好学，一边

跟着参赛选手学习先进砌筑工艺。一
场竞赛下来，他已然能够适应空斗墙、
空心砖墙和空心砌块墙等各种砌筑条
件，“三·一”砌筑法、“二三八一”操作法

等各类砌筑工艺对于他来说信手拈来。
2018年6月27日，“巴渝工匠”杯

2018年重庆职业技能大赛建设行业
职业竞赛砌筑工决赛在渝北区隆鑫鸿
府项目现场举行，全市共有21支队伍
24名选手参与角逐，选手们要在3个
小时内用近 200 块黑砖砌好一面高
1.37米、长1.73米的砖墙，并在墙体上
形成类似浮雕般的“CQ2018”字样，最
终，刘伟获得第一名；2018年9月代表
重庆建工第三建设有限责任公司参加
建筑行业重庆职业技能大赛“渝中工
匠”技能大赛，不论是理论知识环节还
是技能操环节，一路过关斩将，取得砌
筑第一名的好成绩；2018年10月，通
过测试实践操作能力和基本理论知识
竞赛，刘伟又摘得建筑行业重庆职业
技能大赛重庆市“巴渝工匠”杯总决赛
砌筑头魁。

砌筑精彩
做新时代的追梦人

技术是站稳市场的法宝，对于企业

如此，对于产业工人亦是如此。伴随着
重庆建工第三建设有限责任公司劳务
管理日益规范和产业工人队伍建设有
力推进，如今的刘伟不仅仅掌握了一门
手艺，被评为砌筑工二级技师，成为名
副其实的“农民工工程师”。

刘伟一直坚守自己所热爱的建筑
事业，在平凡岗位上用精湛的工匠技术
和执着的敬业精神，组建起了自己的砌
筑工人班组。如今，这支团队在业内小
有名气，在重庆建筑市场站稳了脚跟，
成为重庆龙湖、金科等知名开发商点名
想要的小班组。

为者常成，行者常至。刘伟用自己
的实际行动改变自己的命运，以劳动书
写人生，用奋斗镌刻辉煌，靠技术成就
梦想。在有梦、追梦、圆梦的进程中，刘
伟不仅仅实现了自己在城市的“安居乐
业梦”，也带着一帮农民工兄弟在脱贫
致富的路上勇往直前，在千帆竞发、百
舸争流的新时代洪流中展现出了产业
工人靓丽新风采。

潘锋 图片由重庆建工三建公司提供

工作中的刘伟

重
庆
市
总
工
会

新华社北京 2 月 4 日电 （记者
申铖）记者4日从财政部了解到，为提
高执法效率，方便群众办事，自2020年
5月1日起，非现场交通违法罚款可在
全国范围内实施跨省异地缴纳工作。

非现场交通违法罚款是指交通技
术监控设备记录的道路交通安全违法
行为形成的交通违法罚款。根据财政
部、公安部、中国人民银行日前联合发
布的关于实施跨省异地缴纳非现场交
通违法罚款工作的通知，机动车驾驶人
可在全国任意地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
门处理非现场交通违法行为。

通知称，违法行为发生地与处理地
在同一省范围内的，机动车驾驶人或者
其委托的代理人应当在收到行政处罚
决定书后，在处理地所在省缴纳罚款，
罚款收入按处理地省级财政部门规定
及时缴入国库。缴款人在违法行为发
生地以外的省接受处理的，可在处理地

所在省缴纳罚款，也可跨省异地缴纳罚
款，罚款收入按处理地省级财政部门规
定及时缴入国库。

通知明确，在违法行为发生地以外
的省接受处理后，缴款人可持行政处罚
决定书或者出具行政处罚决定书编号，
到处理地所在省选择的代理银行在全
国任意地的营业网点缴纳罚款。缴款
人使用代理银行的网上银行、手机银
行、自助服务终端等方式缴款的，由缴
款人自行使用计算机、手机、银行自助
服务终端等登录缴款界面，录入行政处
罚决定书编号，确认无误后缴款。

通知强调，财政部门、公安机关交通
管理部门、人民银行、代理银行，对实施
交通违法罚款跨省异地缴纳工作中涉及
的机动车驾驶人个人信息均负有保密责
任，严禁将获得的机动车驾驶人姓名、驾
驶证号、机动车牌号等信息泄露、出售或
非法提供给他人，以及用于商业目的。

非现场交通违法罚款
5月起可在全国跨省异地缴纳

➡美国研究人员发现一种常见呼吸道病毒逃避人类免疫系统的机制，未来有
望应用于开发应对常见呼吸道病毒感染的疫苗。 （据新华社）

美研究发现呼吸道病毒逃避免疫系统攻击的一种机制

据新华社北京2月4日电 （记者
吴雨 张千千）继开市首日投入1.2万
亿元流动性后，4日中国人民银行开展
了5000亿元逆回购操作，两日投放流
动性累计达1.7万亿元。专家表示，这
充分显示央行稳定市场预期、提振市场
信心的决心，我国有着充足的政策空间
应对疫情和经济下行压力。

建设银行首席经济学家黄志凌介
绍，这体现了央行充足供应流动性的决

心和操作上的灵活性，为金融机构支持
疫情防控、服务实体经济和保持金融市
场稳定送出了“定心丸”。

中国民生银行首席研究员温彬表
示，在央行资金净投放的呵护下，货币

市场和债券市场利率总体稳定，十年期
国债收益率大幅下行。

招商银行首席经济学家丁安华认
为，我国第三产业和居民消费或将受到
疫情冲击，经济增长下行压力增大，货

币政策需加大逆周期调节力度，保持流
动性合理充裕和社会融资规模合理增
长，以引导实体经济融资成本进一步下
降，为部分企业经营纾困。

央行相关人士表示，超预期流动性
投放推动货币市场和债券市场利率下
行，并将进一步推动贷款市场利率下
行，有利于降低资金成本，缓解企业特
别是小微企业的财务压力，扩大融资规
模，支持实体经济。

两日投放流动性1.7万亿元

央行出手稳定市场预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