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讯 （记者 周
雨）10月24日，荣昌区举
行招商引资推介会暨第
四季度重点招商引资项
目集中签约活动，共集中

签约49个产业项目，协议投资总额218.8亿元，涉及食品、医药、陶
瓷、服饰消费品工业集群，以及智能制造、新材料、电子信息、农牧
高新等多个领域。

江西煌上煌集团食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煌上煌）于2012年
A股上市，是国内酱卤肉制品行业的第一家上市公司，2019年销
售收入21亿元。过去，煌上煌的销售市场主要集中在华东、华南、
华北，在荣昌建设生产基地是其进军西南市场的重要战略布局。

煌上煌荣昌生产基地预计明年底建成投产。该项目全面投
产后每年可加工畜禽肉1万吨，年产值不低于4亿元，工厂覆盖范
围为重庆、四川、云南、贵州等4个省市。此外，煌上煌还与阿里公
司合作建成数字中心，研发生产贴近西南地区口味的产品。

值得一提的是，一周前，由国内熟食品行业头部企业上海紫
燕食品有限公司投资建设的紫燕食品西部中心工厂已在荣昌建
成投产。

这两个项目将使荣昌食品产业进一步延伸产业链条，弥补终
端市场“短板”，做强消费品工业体系。

在这次集中签约的项目中，还有不少的追加投资项目。其
中，广东华翱洁净科技有限公司于今年2月签约落户荣昌，投资
10亿元建设洁净维护系统材料生产基地，预计今年12月底前建
成投产。在这次集中签约活动中，该公司表示，决定将公司总部
搬到荣昌，预计每年可为荣昌新增约5000万元税收。

据了解，今年1-9月，荣昌区新签约市外项目128个，正式合
同额366.23亿元，亿元以上重大项目71个，到位资金114亿元，招
商引资综合排名重庆市第3位，其中工业项目正式合同额位列重
庆市第1位。

荣昌集中签约49个产业项目
总投资218.8亿元

本报讯 （记者 周尤）10月 24日，
2020两岸融合发展（重庆）论坛举行，来自
海峡两岸的专家学者通过线上线下方式，
探讨两岸如何深化融合发展，创造更多发
展机遇。

当天的论坛以“深化两岸融合发展·携
手实现民族复兴”为主题，26名专家学者围
绕“当前两岸关系形势与深化两岸融合发
展路径”“发挥重庆‘三个作用’与深化渝台
融合发展”“台胞台商参与成渝地区双城经
济圈建设、新时代西部大开发与‘一带一
路’建设”3个分场主题发表主旨演讲，70

多名相关领域研究者参与讨论。
两岸经济如何融合发展，经贸如何深

化合作，是论坛现场许多专家学者讨论的
热点。

清华大学台湾研究院常务副院长殷存
毅表示，中央提出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
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
局，这个格局中挑战与机遇并存，台商一定
会在新的发展格局中取得新的成就。

台湾中国文化大学兼任教授高长在视
频交流中说，在新冠肺炎疫情冲击下，两岸
上半年双边贸易和台商赴大陆投资仍然呈
现逆势上扬的趋势，充分显示在市场力量
的支配下，两岸经贸关系的基本盘相当稳
固。

南开大学台湾研究所所长曹小衡教授

认为，未来两岸经济合作的重点工作将是
推动两岸经济融合深化，帮助台商台企参
与国家重大发展战略，融入国家发展大局，
提升两岸融合发展质量。

如何增强对台商台企来大陆投资兴业
的吸引力？中国社会科学院台湾研究所副
所长张冠华研究员认为，随着大陆双循环
新发展格局推进，大陆内需市场有着空前
的商机。中国大陆对外开放持续扩大，为
台商台企投资提供了有利条件。

台湾政治大学经济系教授林祖嘉通过
视频连线参会，他表示虽然中美贸易摩擦
对于未来国际产业链重组形成了重大挑
战，但是对于台商而言，大陆未来仍然是台
湾最大的生产基地和重要的市场。

上海社会科学院台湾研究中心执行主

任盛九元研究员表示，大陆坚持不懈进行
市场经济体制改革及对外开放，为台商投
资及两岸经济交流的深化与发展奠定了坚
实的基础，从而在两岸间形成了在市场开
放基础上密切互动、相互依存的经济关系，
呈现出经济融合不断深化的趋势。

本届论坛是第十二届“重庆·台湾周”
的分项目之一，由2020两岸融合发展（重
庆）论坛组委会承办，上海社会科学院台湾
研究中心、厦门大学台湾研究中心协办。

据悉，“重庆·台湾周”活动期间，两岸
学者实地参观考察了大足石刻艺术博物
馆、重庆抗战遗址博物馆、重庆（大渡口）台
湾中小企业产业园，共同增进对祖国的文
化认同和民族认同，坚定两岸同胞同根同
源、同文同种和推进两岸融合发展的认知。

专家学者线上线下互动 共寻两岸融合发展之路

2020两岸融合发展（重庆）论坛举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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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英锋

疫情防控所需要求出示健康码，有老人翻遍手机也找不
出“码”；有些景区、地铁站“仅支持扫码支付”，有老年人拿着
现金无可奈何；不少城市看病、买火车票要手机预约，一些老
年人离开子女“寸步难行”……当老龄化社会遭遇“手机扫码
时代”，两者如何并行不悖，让老年人也安享便利？

实际上，很多老年人都有融入数字生活的渴望，只不过他
们接受新鲜事物较慢，动手能力差，对一些手机程序操作不熟
练，因而匹配不上数字生活的“网速”，难以顺畅地享受相关便
利。也有不少老年人对扫码支付等缺乏信任，怕上当受骗，对
数字生活持观望、犹豫甚至抵触的心理。这些老年人大都属于
数字可塑群体，只要对他们抱有耐心，加以必要的指导、帮助，
完全可以让其中一大部分老年人享受到无障碍的数字生活。

老人子女也应该承担起对老年人“数字反哺”的责任，
多教一教老年人使用智能手机。近日，浙江杭州的一位姑
娘，为了教会外婆使用微信，制作了一份图文并茂、步骤详
细的微信使用说明书，让老人掌握了操作微信的要领，获得
大家的点赞。另外，相关部门和组织可针对老年人的现实
困难和需求，为老年人创造学习交流数字技能的平台。手
机等智能产品的生产企业、App程序设计运营商等也应开发
设计一些功能简单、操作便捷的智能产品或程序，以满足老
年用户的需求。

当然，有一部分老年人因种种原因没有智能手机，或者实
在难以学会一些数字功能，或者实在不愿意“触网”。对于这
样的老年人，公共服务单位应该在数字服务通道之外再为老
年人开通传统服务通道。比如，医院为老年人留出一定数量
的现场挂号资源和电话预约挂号资源，公交系统开放现金支
付和数字支付两套系统，车站、机场等开通无健康码通道，有
关部门帮老年人开具健康出行证明或制作纸质健康码……实
际上，一些地方或单位已经在这些方面进行了有益尝试，也获
得了社会好评，完全可以在更大范围推广。

相关数据显示，到 2050 年前后，我国老年人口将增至
4.87亿，人口老龄化水平将升至34.8%左右，重庆也已步入老
龄化社会。数字时代同样属于老年人，没有理由落下他们。

数字时代不能落下老年人

重报时论

关注第十二届
“重庆·台湾周”

□本报记者 颜若雯

“我们都是90岁以上的老同志了，哪
个不是一身伤病，但在小万的精心照顾下，
我一年多没有感冒，四五年没有住过院了，
很感谢她。”10月19日下午，听说记者要采
访文职护士万芝利，已经90岁高龄的原重
庆警备区副师职顾问陈献章专程来到干休
所的活动室，向记者介绍万芝利的先进事
迹。

“老伴生病了，今天早上小万还陪我去
买菜。”说起万芝利，这位曾参加过豫东、济
南、淮海、渡江等战役战斗的老干部竖起了
大拇指，“每逢万芝利值班，她的值班室晚
上11点还亮着灯，我从家里窗户望见灯
光，就感到很安心”。

重阳节来临之际，记者来到“全军先进
老干部工作者”万芝利所在单位，探访这位
尽职尽责守护功勋人士安度晚年的优秀护
士，了解她与老干部们之间的感人故事。

洗礼
舍生忘死的革命精神让她坚定信念

2001年，万芝利从医学院校毕业后，
任职于原成都军区总医院。

在医院工作的6年时间里，万芝利接
触到不少从部队退休的老干部。“他们为革
命工作奉献了大半辈子，留下一身伤病，病
情往往比较复杂，有的老干部反复来看病，
一些慢性病总也治不好。”每当万芝利看着
蹒跚离去的老干部，心里总不是滋味，她担
心他们回家后护理不到位，导致病情反复。

2007年，万芝利主动报考原重庆警备
区彭家花园干休所（现重庆警备区渝中第
三离职干部休养所），成为门诊部一名文职
护士，负责老干部和老干部遗孀的医疗保
健工作。

干休所建于上世纪60年代，设施比较
陈旧，初到岗时，万芝利有过心理落差。那
时，离休老干部刘安贵察觉到万芝利闷闷
不乐，便主动找她聊天，跟她细说自己难忘
的革命经历。

聊天中，万芝利得知刘老参加过大小
战斗百余次，数次与死神擦肩而过，至今身
上仍留有好几块弹片，每到阴雨天旧伤发
作，异常疼痛，但刘老选择咬牙坚持对抗病
痛，从不后悔当初参加革命的选择。

“随着对老干部们的了解逐渐深入，他
们在革命年代舍生忘死的故事深深震撼了
我。”万芝利说，自己犹如接受了一次次的
精神洗礼，此后，她对老干部服务工作有了
全新的认识——没有老干部们的流血牺牲

和艰苦奋斗，就没有今天的幸福生活。
“他们为革命工作奉献一生，我要用青

春为他们守护余生。”万芝利将此作为自己
的工作准则。

投入
为老人们细心分药送药接诊陪诊

干好护理工作首先要了解护理对象。
万芝利了解到，所里老干部、遗孀平均年龄
超88岁，大多患有5种以上基础疾病，参战
负伤占比超过70%。

万芝利逐渐感到所学医学知识不够
用。为了能够在关键时刻应对，她加班加
点学习，顺利通过了主治医师、主管护师考
试，同时整理出一套行之有效的干休所医
护人员工作流程：分药细心——每周将老
干部们需要的数十种药分日分餐装到一个
个小药盒里，再将药逐个送到老人家中，14
年如一日，从无差错；迎诊用心——建立完
善老干部基础疾病数据库，确保遇到诊疗
情况能够快速应对；值班放心——时刻做
到值班电话不离手，即使是上厕所、洗澡都
不忘带在身边，期间遇到紧急情况数百次，
但从未怠岗。

在外人看来干休所工作比较轻松，但
万芝利却时常忙得顾不上家。工作十多年
来，她平均每天在岗12小时以上，每周巡
诊80余户、步行50多公里，每月接诊陪诊
200余人次。

因为万芝利的热情、细心和专业，不少
老干部专门等她值班时去看病，或点名让
万芝利陪着到医院看病，这让万芝利更忙
了。“有时候，刚陪一个老干部走进医生诊

室，另一个老干部的看病需求又来了，我只
能安顿好前一位，又赶紧下楼接另一位。”
由于医院办理就诊、检查、入院等手续对老
人来说比较复杂，万芝利往往在医院一呆
就是大半天，经常不能按时吃饭，但她从无
怨言。

长期陪老干部“跑医院”，也让万芝利
对看病流程极为熟悉，这份熟悉，挽救过
一位老干部的生命。一次，老干部郝怀亮
在干休所内散步时突感胸闷气紧、呼吸困
难，当时正值工作日早高峰，医院病人特
别多，万芝利积极协调，安排郝老优先就
诊，以最快速度完成检查、办理入院。最
后，郝老被确诊“心肌梗塞”并得到及时的
治疗，转危为安，如果多耽误几分钟，后果
不堪设想。

挑战
遍寻良医让患癌老干部重获健康

随着时间流逝，干休所老干部从最初
的180余人，到今年还有20余人。陪伴老
人们安详幸福地度过晚年，成为万芝利的
一项新任务。

有一次，老干部常汉卿出现便秘，用药
后未得到缓解且大汗淋漓、呼吸不畅。情
急之下，万芝利戴上橡胶手套人工帮老人
排便，缓解了常老的症状。

去年3月，老干部马跃溪被确诊患皮
肤鳞癌，溃烂面深入颅骨，万芝利陪着马老
看遍5大军医院，得到的诊断结果几乎一
致：马老年龄大、血压高，还有脑动脉瘤和
心脏病，手术风险高，创面愈合的可能性几
乎为零。

为此，万芝利仔细研究病历，在网上翻
阅大量文献资料，发现国外有类似的案
例。跑科室、找医生，万芝利邀请皮肤、肿
瘤、脑外等相关科室专家为马老进行多学
科联合会诊，尝试“摸着石头过河”，最终定
下一个治疗方案。经过8周的连续治疗，
马老的创面终于痊愈。

出院后，马老逢人就夸：“小万虽不是
我的亲女儿，但就和亲生的一样。”

今年7月，马老离世，他的儿子马勇为
万芝利送来了一封父亲生前口述的感谢
信。

在万芝利的家里，记者看到，这样的感
谢信有厚厚一沓，被万芝利整整齐齐摆放
在书架上。在万芝利看来，“一封感谢信就
是一枚军功章，我要加倍努力回报老干部
们的信任。”

亲人
每送走一位老人她就要哭一场

今年 1月 12日，老干部宫利清肺部
感染，医生建议留置胃管，却被宫老拒绝
了——由于呼吸困难、时常呛咳，宫老心情
烦躁抑郁，甚至产生了轻生的念头。

为了安抚宫老，在外休假的万芝利每
天打电话与宫老及老伴聊天，前前后后一
共打了49通电话。在万芝利的劝说下，宫
老接受了治疗，精神明显好转。

后来，疫情爆发，休假回来的万芝利按
照要求隔离，不能与老干部们见面。万芝
利就每天通过电话了解有基础疾病的老人
们疫情期间的病情变化，并耐心细致进行
工作指导。

在日复一日的相处与照料中，万芝利
与老干部们建立了深厚感情，她就像他们
共同的女儿，如他们的亲人一般贴心。老
干部岳鹏飞在病危弥留之际，一直在老伴
耳边交代着什么，但老伴始终没听明白。

“您是在惦记眼角膜捐赠的事吗？”想
到岳老平时特别关心失明的孩子，多年前
就签下眼角膜捐赠志愿书，万芝利主动询
问。

岳老点了点头，万芝利哽咽了：“您放
心，我一定安排妥当！”

上周，老干部姚文选离世了，弥留之
际，91岁的姚老坚持要见万芝利一面。“我
可能出不了院了，这么多年，谢谢你，小
万。”在病房，两个相差50岁，毫无血缘关
系的人，双手紧紧握在一起。姚老的一声

“谢谢”，让万芝利哭出了声。
“老干部是革命的宝贵财富，他们当年

浴血奋战，为革命事业奋斗一生，今天，我
们就要承担起照料他们晚年生活的责任，
把温暖送进他们心中。”万芝利说，14年来，
每送走一位老干部，她就要哭一场。

14年来，万芝利参与抢救老干部上百
次，无一人因为抢救不及时而死亡，无一人
因处置不当留下后遗症，无一人因诊断失
误造成严重后果。

今年1月，万芝利荣立二等功。

14年如一日，平均每天在岗12小时，每周巡诊80余户老干部，
重庆警备区渝中第三离休所门诊部护士万芝利——

“我要用青春为他们守护余生”
万
芝
利
在
为
老
干
部
量
血
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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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24日，重庆大学城市科技学院土木工程学院志愿者来到永川区夕阳之家老年公
寓，开展“九九重阳 留忆夕阳”主题活动。

活动现场，志愿者为百余名老人送上一份特别的礼物——之前为老人们拍摄的个人照
或合照，表达对老人的关爱。现场，志愿者们还倾听85岁的抗美援朝老兵张先应爷爷讲述
战争岁月的故事。 通讯员 陈仕川 摄/视觉重庆

志愿者敬老院送关爱
10月22日，在沙坪坝区新桥街道高滩岩社区何世荣老人家中，志愿者为老人庆祝百岁

生日。
在重阳节到来之际，恰逢何世荣老人满百岁，新桥街道办事处的工作人员和社区志愿

者带着蛋糕、鲜花等物品来到老人家中进行看望慰问，并为她送去重阳节和生日的双重祝
福。 通讯员 孙凯芳 摄/视觉重庆

百岁老人喜迎重阳

本报讯 （记者 崔曜 龙帆）10月24日，“2020发现重庆之
美”活动组委会邀请了50名“最美环卫工”吃火锅、坐索道、赏夜
景。另一方面，从10月20日到26日晚上7点到10点，江北嘴、大
剧院、长江索道等建筑的夜景灯饰将同时亮起，致敬全市近6万名
环卫工人。

24日下午6点，50名身着橙色工作服的“最美环卫工”一起来
到位于渝北区财富中心的周师兄火锅店。服务员们在店门口排成
两队齐声欢迎，并带领环卫工人们就坐。店内一条红色的横幅引
人注目，“城市因您而美，环卫工人辛苦了”，一行大字温暖了环卫
工人的心。“正是环卫工人们任劳任怨、勤勤恳恳的工作，才美化、
绿化、净化了城市环境。为了向他们表达致敬之情，火锅店决定免
费招待大家。”周师兄火锅店工作人员说。

忙碌了一天的环卫工人们，边吃边聊了起来。大家谈到通过
自己的双手，重庆越来越美，城市越来越干净。说说笑笑中，桌上
大刀腰片、纯鲜屠场毛肚、精品鲜鸭肠、现切黄牛肉等招牌菜很快
见了底。吃完火锅后，50名“最美环卫工”乘坐两江公交公司定制
公交前往长江索道景区。

“快看！是我们，是我们！”在索道轿厢里，环卫工人郑开友看
到江面上闪烁的灯光，兴奋不已。原来，长江索道景区为环卫工人
准备了一场特别的灯光表演，“发现重庆之美”“致敬最美环卫工”
等字样在江面上不停闪烁。“看到这么美的重庆，再辛苦也值得！”
环卫工人姚兵称。

据了解，该活动由市委宣传部、市文明办、市城市管理局、市总
工会、重庆日报报业集团共同指导，市精神文明建设协会、市环卫
协会、重报都市传媒集团联合主办。颁奖活动将于10月25日在
重庆日报报业集团3楼多功能厅举行，届时重庆最美环卫工、重庆
最美城市管理志愿者、重庆最美公园等奖项将逐一揭晓。

50名“最美环卫工”
吃火锅 坐索道 赏夜景

多个地标同时亮灯致敬全市环卫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