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黎泽勇：自学成才的“电气大师”劳动筑梦劳动筑梦··榜样同榜样同行行7979
网上劳动和技能竞赛——劳动之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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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年，人能实现怎样的价值？
从上世纪走到新时代，黎泽勇始

终以实际行动践行着“勤修专业，苦
练实作”的简单道理，用一双妙手撑
起了重庆嘉陵特种装备有限公司维
修电工的大旗。

兴趣打开“电气大门”

如果要问电工黎泽勇师承何人，
答案是“兴趣”。

上世纪80年代，新春佳节还流
行游园会。某次游园时，10多岁的
黎泽勇被五彩斑斓的追逐彩灯俘获
了注意力。看着彩灯一个接一个地
自动亮起，他感觉特别奇妙。“当时家
里条件不好，买不起这些装饰品，硬
是自己倒腾出一串追逐彩灯，虽然就
3颗灯泡，但特别有成就感！”他说，
即使至今回想起，自己也很难克制激
动之情。这，就是黎泽勇“电气之路”
的始发站。

结束少年时代，黎泽勇对电气的
兴趣只增不减，甚至可以说是“着了

迷”。选择电气专业，成为一名电工，
对黎泽勇来说似乎是“命中注定”的
事儿。

“刚进企业的时候，设备还很简
单，生产量也低，没什么应付不来
的。”黎泽勇回忆，即便如此，他依旧
控制不住自己，终日如饥似渴地汲取
新知识。工作之余时间不多，他就买
网课学习，“当时工资不高，看到一整
套课程还舍不得买，便一节课一节课
地买，结果看了一节还想看，等回过
神来，一整套都看完了！”黎泽勇说，
当时他每个字都看得懂，每个句子也
都看得懂，可看完后，就是不知道连
在一起讲了什么，全靠自己硬啃。

在黎泽勇的努力下，可编程控制
器、变频器以及数字机床控制系统这
些自动化理论统统被他掌握。

学无止境应对设备更新

时光辗转而逝，社会日新月异。
近3年来，黎泽勇所在企业引入自动
化设备的节奏明显加快。对他来说，

这成了早有准备的挑战。
“设备不断更新换代，修设备的

人也不能过时啊。许多新设备都是
非标设备，没有资料，只能靠摸索。
首先观察其运作流程，中途会经过哪
些传感器，各个传感器又各自控制哪
一块。”他说，此时此刻，只需将设备
的运作流程与电气接轨，他的脑海中
便会形成一张“电流地图”，哪里出了
问题，一目了然。

虽然黎泽勇三言两语就概括完
毕，但形成这张“电流地图”可远非听
上去那么简单。唯有历经数百个日
夜的苦练实作，达到对设备了如指掌
的程度，才能锤炼出来。

如今，已是维修组长的黎泽勇每
天上午查漏补缺，带领小组成员巡检
设备，统筹安排相关工作，解决他人处
理不了的疑难问题。他表示，活到老
学到老，因企业设备更新换代越来越
快，修设备仅仅是“啃经验”肯定不够，
作为深受大家信赖的维修电工“老师
傅”，他更应带头打造学习型小组。

脚踏实地屡获殊荣

对于被推选评为2020年重庆市
“当好主人翁，建功新时代”网上劳动
和技能竞赛7月“月度劳动之星”一
事，黎泽勇很谦虚，无论工作内外，他
始终坚守着“脚踏实地”4个字。

在工作上，谈及被公认为企业
资历最老练、技术最精湛的维修电
工作何想法时，黎泽勇说：“其实这
种位置也给了我不小压力。设备出
了什么事，如果连我都不会，周围就
更没人能处理了。所以我万万不能
停下脚步，必须不断钻研。”也正是
这样的压力，给了黎泽勇沉心锤炼
自我、不断探索电气新模式的前进
动力，让黎泽勇多次在电工技能大
赛中斩获奖项。

据了解，黎泽勇曾荣获重庆市、
西南兵工“技术能手”称号，并破格被
集团公司评为技术能手、2019年重
庆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更是以遥遥
领先的分数一举拿下重庆市总工会

和邮电工会两个电工技能大赛第一
名。

在家庭中，黎泽勇也自有一套
教育孩子的独门秘籍。“在孩子叛逆
期时我就明确地告诉她，我给她自
由，但她得知道，自由是建立在自律
上的，学习得靠自己。”黎泽勇说，每
次获奖回家后，他还会向孩子“炫耀
一番”，以这种竞争的方式激起小孩
的好胜心，“我怕在她身后扬鞭催马
无异于拔苗助长，反而会适得其反，
不如一点一点来，先以身作则，跟她
成为朋友，再实打实地给予鼓励。”
他说，孩子并没有让他失望，从小到
大成绩都不错，没让父母操太多的
心。

黎泽勇的人生很平凡，却不平
庸。成为维修电工的21年里，他一步
一个脚印地前行，活出了自己的精
彩，而这条电气之路还如此遥远，远
方的景色还那么开阔。

潘锋 喻楠洁
图片由重庆嘉陵特种装备有限公司提供

黎泽勇排除电气设备疑难杂症黎泽勇排除电气设备疑难杂症

本报讯 （记者 杨铌紫 实习
生 李丰耘）10月28日，以“筑梦成渝·
创赢未来”为主题的2020年成渝地区双
城经济圈青年企业家峰会在荣昌开幕。
中国青年企业家协会、北京市青年企业
家协会代表，以及川渝两地青年企业家
共200余人参加峰会。

峰会举行了主旨分享暨中国青年企
业家学习大讲堂走进重庆活动。主旨分

享中，国家发改委国土开发与地区经济研
究所原所长肖金成以《成渝地区双城经济
圈建设与次区域合作》为题，深入解读了
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和国内国际双
循环新发展格局中的战略机遇；科技部原
副部长刘燕华，从发挥人才在推动成渝地
区双城经济圈建设中的支撑引领作用方
面，阐述了“创新型人才的十项基本功”。

分享嘉宾们一致认为，推动成渝地
区双城经济圈建设，是川渝两地发展的

重大机遇，更是川渝两地必须担当的重
大责任。广大青年企业家，特别是川渝
两地青年企业家，应以善谋善为的青春智
慧和朝气蓬勃的青春力量，跑出创新“加
速度”、闯出事业“新未来”，为助力成渝地
区双城经济圈建设汇聚磅礴青春力量。

据介绍，此次峰会为期3天，主办方
还将组织青年企业家代表调研参访荣昌
区、两江新区知名企业及工业园区，举行
圆桌会议等重点活动。

记者了解到，今年以来，川渝共青团
已先后召开第一次联席会议和青春建功
行动工作推进会，共同签订《成渝地区双
城经济圈建设青春建功行动合作框架协
议》，联合发布“汇聚青年好声音唱好成
渝双城记”“双城青才计划”等8项重点
合作项目，携手推动荣昌与泸州、潼南与
遂宁、大足与资阳、永川与泸州等18对
市、区（县）共青团签订合作协议，助力成
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

跑出创新“加速度”闯出事业“新未来”

川渝青年企业家共话“双城记”
本报讯 （记者 张莎）记者日

前从市民政局获悉，为提升长期失能
人员生活质量、减轻家庭负担，我市
已在大渡口、巴南、垫江、石柱等4个
区县启动失能人员长期护理保险试
点，目前已有参保人数57.95万人。

市民政局相关负责人介绍，长期
护理保险被称为社保“第六险”，主要
是为被保险人在丧失日常生活能力、
年老患病或身故时，侧重于提供护理
保障和经济补偿的制度安排，可在一
定程度上缓解“一人失能，全家失衡”
困境。

67岁的大渡口区跃进村街道大
堰社区居民童春和生活不能自理已
近4年，如今在医院住院护理，住院
及护理费每月5000元左右，这让月
收入不到3000元的童春和倍感压
力。

随着大渡口区被纳入长期护
理保险试点，童春和因长期足额缴
纳城镇职工医疗保险费，成功申请
长期护理保险。现在，他每天可以
获得50元的长期护理险补贴，费用
直接由社保机构转到医院，一年下
来，可节省近2万元开支。

缓解“一人失能，全家失衡”困境

重庆57.95万人参保长期护理保险

本报讯 （记者 廖雪梅）10
月 28日，市财政局发布消息称，重
庆区块链财政电子票据试点正稳步
推进，截至目前已覆盖市级300多
家单位，累计开具财政电子票据
600多万份。

“财政票据是单位财务收支的法
定凭证和会计核算的原始凭证，也是
银行代理政府非税收入业务的重要
凭证，是财政、审计、监察等部门进行
监督检查的重要依据。”市财政局负
责人介绍，以往纸质财政票据普遍存
在印制量大、档案存储占空间、使用
和管理成本高等问题。“纸质”票据变

“电子”后，将监管部门、用票单位、缴
款人、缴款渠道等要素集中在一个平
台上，既提高效率，又汇集数据，实现
了一举三得：用票单位实现了数据多
跑腿、群众少跑路；票据监管部门可
以对财政票据进行全流程监督，变事
后监督为事中预警；缴款人既减少了
排队等候时间，也减少了票据丢失的

风险。
2018年，重庆入选全国首批财

政电子票据管理试点。截至目前，
该项改革取得明显成效。截至今年
10月中旬，全市土地出让金、诉讼
费、公共租赁住房租金收入、不动产
登记费等业务办理全部使用了电子
票据，累计收费金额达到700多亿
元。不仅如此，秀山、巫溪等7个区
县实现财政电子票据全覆盖，大渡
口、城口等5个区县财政电子票据
使用率超过40%，涪陵、黔江等6个
区县即将全面启动行政事业单位电
子票据改革。

据介绍，下一步，全市财政系统
将分层深化财政电子票据改革。市
级将不断扩大财政电子票据应用范
围，为用票单位和社会公众提供更加
智能、便捷、安全的票据服务。区县
将不搞一刀切，在总结试点经验基础
上，成熟一个推广一个，优先解决排
队多、缴费难等问题。

重庆推进区块链财政电子票据试点
已覆盖300多家市级单位

本报讯 （记者 黄光红）日
前，人民银行重庆营业管理部发布
2020年3季度金融运行数据。数据
显示，重庆金融支持“稳企业保就
业”取得明显成效。今年第3季度，
重庆贷款增速呈现逐月回升趋势，
共计新增 1148.4 亿元，同比多增
275.7 亿元，季度增量为2014年以
来同期最高。

据介绍，今年3季度以来，重庆
强化对“稳企业保就业”的金融支持，
建立了重点企业政银企对接机制，开
展了中小微企业和个体工商户融资
保障行动、制造业中长期融资提升行
动等四个专项行动。前3季度，全市
信贷总体呈现“总量增、结构优、成本
降”的趋势，有力支持了重庆经济企
稳回升、高质量发展。

据统计，截至今年9月末，全市

本外币各项贷款余额达41179.6亿
元，同比增长13.7%，较6月末回升
0.5个百分点。

其中，全市企业贷款余额达
25156.7亿元，较年初新增2293.7亿
元。从类型看，企业经营贷款大幅多
增。截至9月末，全市企业经营贷款
较年初增加880.1亿元，是上年同期
的2.8倍，其中中长期经营贷款增量
占近9成；企业贸易融资较快增长，
有力支撑全市商贸、外贸复苏。截至
9月末，全市贸易融资余额同比增长
32%，高于各项贷款增速18.3个百
分点，较年初新增500.8亿元，是上
年同期新增量的2.4倍。

同时，制造业贷款也出现增长。
截至9月末，全市制造业贷款余额达
3489.5 亿元，较年初新增 465.6 亿
元，同比多增259.8亿元。

贷款增长的同时，企业融资成本
却明显下降。数据显示，9月，重庆
市企业贷款加权平均利率为4.61%，
较上月下降0.11个百分点，较上年
同期下降0.67个百分点。

金融支持“稳企业保就业”见成效，企业融资成本明显下降

第三季度重庆新增贷款逾1148亿元

合长高速重点控制性工程明月山隧道贯通

重庆三环高速明年全面建成形成闭环

明月山隧道贯通现场。
（受访者供图）

传统竹编助增收
10月28日，黔江区鹅池镇南溪村，

村民胡安金在编织蔑货。
今年74岁的胡安金11岁因患病致

脚残疾，14岁时跟爷爷学编织竹产品，
成为了当地远近闻名的篾匠。近年来，
胡安金将传统的土家族背篓、簸箕、米
筛等竹产品进行改造，编织出花背篓、
水果盘、花瓶等既实用又有收藏价值的
工艺品，成为土家族特色旅游产品，他
也因此实现了增收。

特约摄影 杨敏/视觉重庆

重庆三环高速
示意图

本报讯 （记者 杨永芹）10月
28日上午，重庆三环高速合川至长
寿段（简称合长高速）明月山隧道顺
利贯通，为明年全线建成通车提供了
重要保障。

合长高速是重庆三环高速最后
一段尚未建成通车的路段，全长76
公里、总投资约112亿元，起于重庆
三环高速合川沙溪枢纽互通，止于渝
长高速公路箭沱湾立交，采用双向四
车道标准建设，设计时速80公里。
目 前 ，全 线 完 成 形 象 进 度 超 过
80%。明年建成通车后，重庆三环高

速将全面建成，形成闭环。
明月山隧道是全线重点控制性

工程之一，为分离式隧道，左洞长
3220米，右洞长3270米。施工最大
难点是隧道下穿渝万铁路和渝利铁
路。隧道距离铁路垂直距离仅22
米，埋深浅。“为避免施工对山体、轨
行区和列车运行产生影响，隧道施工
采用非爆破机械开挖施工，并调来先
进设备凿岩机助推开挖。”重庆长合
高速公路有限公司常务副总经理马
波介绍，项目还利用传感器等信息化
手段，全程监控震动波等信息，并进
行数据分析，推动隧道一米一米向前
延伸。

该段高速公路建成通车后，合川
到长寿的车程将由目前的两小时缩短
至1小时左右，将有效缓解绕城高速、
渝武高速等通行压力，对推动重庆主
城都市区互联互通具有重要意义。

本报讯 （记者 左黎韵）日前，重
庆日报记者从市农业农村委获悉，目前
我市正发挥地理区位、畜牧品种资源、养
殖基础等优势，与四川成都、内江、资中
等地紧密合作，联合打造川渝畜牧经济
圈。

据了解，目前，重庆市畜牧科学院围
绕生猪、肉牛、蛋鸡等产业，已搭建起川
渝畜牧产业合作框架，包括建立重庆市
畜牧科学院内江分院、重庆市畜牧科学
院内江猪研究所、重庆市畜牧科学院资

中研究所，实施200万头智慧生态生猪
产业化项目，与华派生物工程集团开展
SPF荣昌猪产业合作等。

作为川渝畜牧业合作重要载体的重
庆市畜牧科学院内江分院，将推动川渝
两地在内江黑猪种质资源保护与开发、

川南黑山羊综合利用、家禽品种的选育、
疫病防治、畜产品深加工、科技成果转化
和技术推广、养殖废弃物资源再利用以
及第三方公共检测平台的综合利用等方
面进行广泛合作，进一步提升畜牧业生
产在经济建设中的科技贡献率。而作为

合作框架中另一重头戏的“200万头智
慧生态生猪产业化”项目，将打造辐射成
渝经济圈的千亿级农业产业集群，助力
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

“接下来，我市将充分发挥在畜牧产
业领域的人才、科研、技术、平台等优势，
与四川携手共同打造畜牧科技人才高
地、产业高地和创新高地，为成渝双城经
济圈农业农村高质量发展、促进西南山
地绿色农业发展提供有力支撑。”市农业
农村委相关负责人告诉记者。

川渝联手打造畜牧经济圈
实施200万头智慧生态生猪产业化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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