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 报 讯 （记 者 黄 光
红）近日，人民银行重庆营业
管理部发布“2017 年 10 月重
庆市金融运行简况”。数据显
示，得益于金融机构加大支持
实体经济的力度，重庆各项贷
款继续以较快的速度在增
长。截至10月末，全市本外币
各项贷款余额达到2.8万亿元
左右，同比增长11.2%，增速与
9月持平。

分币种来看，人民币各项
贷款余额约为2.75万亿元，同

比增长12.59%。其中，仅10月
当月就新增加81.04亿元；外币
贷款余额为77.94亿美元，同比
下降31.62%。其中，10月当月
新增加0.51亿美元。

从期限来看，虽然短期贷
款比9月末有所减少，但中长
期贷款却保持了快速增长。
截至 10 月末，全市本外币中
长期贷款余额达 2.06 万亿元
左右，同比增长 20.88%。其
中 ，仅 10 月 当 月 就 新 增 加
151.31亿元。

人民银行重庆营管部发布最新数据

全市贷款余额达2.8万亿元

13版重庆新闻
2017 年 12 月 8 日 星期五
责编 高树川
美编 何洪

CHONGQING
DAILY

杨
春
敏

柳庆君

陈
英
（
左
）
、陈
立
（
右
）
、陈
容
（
中
）

杨勇

冉
春
兰

倪纯兵

黄
敏

苏培全

冉义智

黎
宗
先

（本栏图片均由市委宣传部提供）

社区群众的贴心人——杨春敏
杨春敏，女，54岁，沙坪坝区石井坡街道团

结坝社区党委书记。
为做好社区工作，杨春敏探索完善社区网格责任

制，确保群众随时可以联系上工作人员。一心一意为
居民着想，她是社区的主心骨、群众的贴心人。社区
居民蒋朝芬患肾衰竭，丈夫残疾，女儿在读，杨春敏便
上下奔走为她办理大病医疗救助，还帮她女儿申请助
学金。小娇的母亲在服刑，父亲不知所终，杨春敏常
常给她买新衣服、学习用品，把她当亲生女，还发动社
区干部、志愿者与小娇情况类似的孩子结对，做他们
的“代理爸爸”、“代理妈妈”。

（记者 杨铌紫 整理）

10

发挥余热致力公益事业的退休干部——杨勇
杨勇，男，73岁，酉阳县发展改革委退休干

部。
2005年退休后，杨勇发挥余热，坚持公益慈善事

业10余年。他多次组织志愿者开展扶贫志愿服务，帮
助天馆乡太白村建立爱心医疗服务站、爱心图书室，
捐赠3万余元的医疗设备、药品以及3000余册科普书
籍。他还为花田乡中心小学募集奖学金14000元，捐
赠价值24000元的衣服，为花田乡中心村3个组人畜
饮水工程争取专项扶贫资金13万元，解决了120余户
村民饮水难问题，为贫困户募集了20余万元的资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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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强不息养牛脱贫的当家人——冉春兰
冉春兰，女，54岁，石柱土家族自治县王场镇

蛟鱼村村民。
因为丈夫和公公患有慢性疾病、儿子在上学，冉

春兰一家成了贫困户。2014年，镇政府和驻村扶贫工
作队为她筹集了3万元发展资金，帮她建起了近百平
方米的牛圈。2016年，冉春兰养殖的5头小牛卖了
1.5万元，加上种植中药材和辣椒的1万多元收入，她
顺利摘掉贫困帽。今年春节以来，冉春兰养殖的母牛
先后产出6头牛崽，还有4头待产，一家人对生活充满
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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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期“最美巴渝·感动重庆”月度人物事迹简介
待患者如亲人的仁者医师——柳庆君

柳庆君，男，36岁，璧山区人民医院医生。
从医 14 年，柳庆君牢记职业赋予的使

命，始终把病人放在首位。他待患者如亲人，对
每名患者体贴入微，深受患者信任。他积极组织

“国际爱耳日”义诊活动，带领科室率先建立标准
化听力中心；坚持每周五增设残疾鉴定门诊，方
便群众就诊。近年来，他先后为车祸伤患者、无
医保的市外癌症患者、残疾患者等困难群体累计
捐款40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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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勇无畏忠诚奉献的人民警察——冉义智
冉义智，男，41岁，渝北区公安分局刑侦支

队支队长。
入警16年，冉义智一直战斗在刑侦一线，在打

击严重暴力犯罪中身先士卒，英勇无畏。他曾先后
侦破公安部部督、市局督办案件27件。近3年来，
他带队累计抓获犯罪嫌疑人904人，打掉犯罪团伙
98个。他致力于科技强警，构建覆盖辖区的“智慧
天网”，打造出大数据智能化的应用平台。他精心打
造刑侦人才队伍，支队近3年荣立7次集体三等功，
他本人获“全国百佳刑警”称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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带着乡亲奔小康的“咸菜大户”——苏培全
苏培全，男，63岁，铜梁区白羊镇水碾村村

民。
苏培全是铜梁区白羊镇水碾村知名的咸菜大

户。为了帮助乡亲们摆脱贫困，他不求回报给农户
传经验、授技巧，挨家挨户指导他们制作咸菜。在
他耐心指导下，17户建卡贫困户顺利脱贫，农户们
还办起了小微企业。在苏培全的带动下，100多户
村民参与咸菜加工，逐渐将该产业打造成村里的一
项主导产业，年产值高达720多万元，村民每年人
均增收274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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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殊家庭的“守护者”——黄敏
黄敏，男，42岁，黔江区正阳街道桐坪社区

居民。
这是一个特殊的家庭，全家五口人，均有不同

程度的残疾。黄云光患有帕金森综合症，他的妻子
李华秀、儿子黄启才、孙子黄金森有智力障碍，儿媳
陶江梅患病且双目失明。黄敏是黄云光的堂弟，自
2007年以来，他十年如一日，从日常生活起居到家
中大事，全程照顾堂哥一家人。黄云光、陶江梅分
别于2015年、2016年去世，黄敏四处奔走，为他们
料理好后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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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富不忘身边人的“藕大哥”——倪纯兵
倪纯兵，男，45岁，潼南区柏梓镇哑河村居

民。
2012年之前，倪纯兵一家人挤在一座低矮潮湿、

不足60平方米的破房里，是哑河村出了名的贫困户。
2012年春节，前去慰问的镇村干部把他纳入了重点帮
扶对象，并安排他参加区里举办的莲藕种植培训班。
培训回来，他将3亩稻田拿来试验，当年就收入24000
元。2015年，他种了14亩莲藕赚了14万元，建起了
小洋楼，还带领8户困难群众靠种藕脱贫致富。

6

坚守村小无私奉献的三兄妹教师——陈英、
陈立、陈容

陈英，男，59岁；陈立，女，53岁；陈容，女，50
岁，涪陵区义和镇大柏小学教师。

大柏小学是距离涪陵城区30余公里的乡村小学，
陈英、陈立、陈容三兄妹就在该校任教。老大陈英在
小学坚守了42年，在当地，几乎每家都有孩子是陈英
的学生。陈立同样甘心在教育岗位上默默奉献。
2015年，陈立的公公因病去世，为了不耽误学生的学
业，陈立在葬礼间隙，租用摩托车赶到学校上课，没有
落下一节课。陈容患病14年，先后进行40多次治疗，
但她都是利用节假日治疗，没有请过一天事假病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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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葛古道上的“茶水婆婆”——黎宗先
黎宗先，女，71岁，南岸区海棠溪街道敦厚

街社区居民。
1999 年退休后，黎宗先住在黄葛古道边

上。黎婆婆发现时常有游客爬山口渴四处寻
水，便在家门口摆起了免费的茶摊，为路人送上
一杯免费清茶。茶摊一摆就是 12年，直到因修
路征地，黎婆婆搬家了，茶摊也就“收摊”了。
黎婆婆仍时常到山上的步道去看看，发现哪儿
脏了，就拿着扫把去清扫。今年，黄葛古道的上
山口修起了平整的水泥台阶，黎婆婆的免费茶
摊又重新摆了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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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月7日，午饭后，古渡春色小区居民
唐应培正准备出门散步，邻居古超英带着
一个小巧精致的奶油蛋糕敲开了家门。“老
唐，今天你过生日，吃个蛋糕，祝你年年有
今日岁岁有今朝！”唐应培笑着连声道谢：

“我的生日，古大姐记得比我家子女还清
楚，祝福送得最快。”

58岁的古超英是大渡口区春晖路街
道古渡社区古渡春色小区7栋的楼栋长，
与邻居们相处5年多，大家不管年龄长幼，
都爱喊她“古大姐”。几年来，7栋480多
位邻居过生日，热心肠的古大姐都要送上
祝福。

古超英告诉记者，送生日祝福的由来，
得从2014年1月说起。那天，她到邻居王
学远家登记资料。王因患病被企业辞退，
家里气氛沉闷凝重。

王学远不情不愿递过身份证登记，古
大姐瞥见上面的出生年月日，突然意识到：

“今天就是他的生日呀！”她不动声色，出门
后迅速到小区门口的蛋糕店选了一个生日
蛋糕，又转进小超市买了50个鸡蛋。

半个小时后，王学远再打开门，正准备
发脾气，看见古大姐的笑脸和手上的蛋糕、
鸡蛋，脸上的线条柔和起来。那天中午，古
超英陪王学远吹蜡烛、吃蛋糕，鼓励他养好

身体再就业。
这次送生日祝福以后，古超英一发不

可收拾。在她的随身挎包里，有一个揉得
软软的笔记本，上面密密麻麻记载着7栋
260户、480多位邻居的姓名、出生日期、联
系电话。古超英告诉记者，她当楼栋长的
宗旨就是“生人变熟人、熟人变友人、友人
变亲人”，“我要在邻居们生日当天，早早地
送去我的慰问和祝福，告诉他们：我心里有
你们。”

近 4年来，这 480 多位邻居生日，古
超英都会首选当面祝福，家里没人或不
方便，则打电话、微信送祝福。邻居里还
有26位孤寡、空巢、高龄老人，以及残疾
人、贫困户，每逢他们过生日，古大姐就
会自掏腰包，买蛋糕、鲜花等各种礼物送
上门。

古超英说，礼轻情意重，她这个“好习
惯”带来的收获和满足是巨大的——

7楼的两家邻居因雨棚产生矛盾，几乎
闹到了社区居委会。古超英一出面，两家
冷静下来，商商量量解决了问题。

93岁的空巢老人刘忠玉告诉记者，上
了年纪以后，腿脚不好，平日里很少出门，

与邻里接触也不多，她以为日子久了，大家
都把她遗忘了。没想到，古超英每年都上
门提醒她过生日。考虑到老人年龄大了，

古大姐特地没买蛋糕，而是送上了鸡蛋、牛
奶。刘奶奶欣喜地说：“我自己都忘了日
子，她倒还记得，没把我这老太婆忘了。”

这位阿姨好有心

整栋楼邻居过生日 她都要送上祝福
本报首席记者 张莎

本报讯 （记者 杨铌紫）12月7日，
第九期“最美巴渝·感动重庆月度人物”发
布会暨“榜样面对面”党的十九大精神宣
讲团璧山区分团示范活动，在璧山区文化
艺术中心举行。待患者如亲人的仁者医

师柳庆君、社区群众的贴心人杨春敏、英
勇无畏忠诚奉献的人民警察冉义智等10
人荣获感动重庆月度人物称号。

当天，感动人物发布会、“榜样面对面”
党的十九大精神宣讲、“小城故事会”感动
分享等主题活动依次开展。党的十九大代
表、沙坪坝区石井坡街道团结坝社区党委
书记杨春敏分享了她学习十九大精神的心
得体会。她说，党的基层组织是确保党的
路线方针政策和决策部署贯彻落实的基
础，作为社区党员干部，一方面要学习领会

各项民生政策，特别是对困难群众的惠民
政策，另一方面要挨家挨户了解每位群众
的所思所盼，把工作做到他们心坎上。

“社区党组织与群众联系最直接最密
切，一定要情系群众，勇于担当，为民解
忧，为党分忧。”杨春敏表示，她将继续为
百姓奔走解忧，做社区群众的贴心人。

璧山区人民医院学科带头人柳庆君，
时刻把病人放在首位，多年来，他积极组
织义诊，带领科室同事建立标准化的听力
中心，先后为困难患者捐款40万元。柳

庆君在现场说到，他会以更饱满的热情投
入到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的“健康中国战
略”中去，为提高人民健康水平贡献自己
的全部力量。

在“榜样面对面”党的十九大精神宣
讲环节，重庆好人秦兴模、“百姓名嘴”佘
林川作了主题为“咱们农民朋友的幸福”
的宣讲。璧山区“小城故事”宣讲先进集
体正兴镇“柚子树”宣讲队也以小故事的
形式，向现场观众生动地讲述了他们对党
的十九大精神的理解。

第九期“最美巴渝·感动重庆月度人物”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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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 陈钧）目
前国内最大的电子竞技饰品交
易平台是一家渝企打造的。12
月7日，记者从渝中区了解到，
由重庆软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打造的IGXE电竞饰品交易平
台已发展成为国内行业第一，交
易市场占有率达90%以上，为
全球玩家提供了一个相对透明、
安全、可靠的交易平台。

在电竞饰品交易中，IGXE
扮演了一个饰品展示平台和第
三方服务的角色，一方面买卖双
方可以自行协商、交易，IGXE进

行免费的物品递送服务；另一方
面，卖家也可将饰品给到IGXE，
买家通过IGXE选购，一旦支付
成功，这笔钱将通过IGXE返还
卖家。

据悉，在饰品交易领域获
得成功后，软岛科技正将目光
放在更长远的电竞服务产业
链当中。软岛科技相关负责
人也表示，将通过对资讯平
台、玩家俱乐部、电竞媒介等
资源的整合，打造“社交+内
容+渠道+交易”的电竞电商互
娱垂直生态圈。

渝企打造国内最大
电竞饰品交易平台

本报讯 （记者 黄光红）
12月 6日，毕马威中国发布了
2017中国领先金融科技50企
业榜单。重庆日报记者梳理榜
单发现，这些企业中，来自重庆
的消费金融公司——马上消费
金融股份有限公司是唯一一家
上榜的持牌消费金融公司，且已
连续两年上榜。

作为全球四大会计师事务
所之一的毕马威，2016年首次
推出了中国金融科技50强榜
单，在业界引起强烈反响。今
年，毕马威联合20多位专家委
员，结合自主研发的企业洞察
力模型（SIP），从领先信息技术
应用与突破、科技驱动数据归
集挖掘使用及痛点解决与金融
效率等6个维度，对企业进行
了分析评估。在此基础上，从
大数据、支付服务、网络信贷、
智能投顾、保险科技及综合金

融科技等多个领域，评选出了
50家企业。

重庆日报记者注意到，入
选榜单的金融科技企业均有独
特建树，且在不同程度上运用
了大数据和数据分析技术。其
中，超过半数的公司将大数据
及其应用作为核心技术之一。
同时，不少金融科技企业还在
人工智能方面下足了功夫。譬
如：马上消费金融在人工智能
领域的建树就颇为亮眼——推
出了Luma风控系统、XMA智
能客服系统、G！COLO 智能
催收系统、Face X活体人脸
识别技术2.0和 ICC呼叫系统
自主研发项目。依托这些自主
研发成果，马上消费金融可对
全国用户的贷款申请进行7×
24 小时不间断在线自动审
批。最快只需不到1分钟，就
能完成审批。

毕马威发布2017中国领先金融科技50企业榜单

重庆本土消费金融公司入选

本报讯 （记者 夏元）重
庆日报记者12月7日从市经信
委获悉，即日起重庆将开展
2017年度重大新产品评定，以
此鼓励企业加大研发投入，推
动新产品研发及产业化。企业
的申报产品在评定通过后，可
申请研发补助金。

市经信委称，此次申请评
定的企业范围，须是在重庆市
区域内注册登记并具备独立
法人资格。申请评定的产品
应满足产品已列入《重庆市技
术创新指导性项目推荐目
录》，符合重大新产品的定义
要求、符合国家产业政策，产

品经市场认可并取得较好的
经济效益等。

即日起，企业可登录“重
庆市产业技术创新资金申报
系统”官方网站，进行注册申
报，或将申报纸质件连同其他
评定材料，报所在区县经信委
审核同意后，再报送市经信
委。其中，网上申报截止时间
为 2018 年 1 月 31 日，纸质件
报送截止时间为2018年2月9
日。

届时，市经信委将委托第
三方机构对企业的申报材料进
行评审，并联合市财政局、市科
委等发布最终名单。

渝企快申报本年度重大新产品评定

评定通过后可申请研发补助

巫山县江东库岸综合整治一期工程近日通车。据了解，该工
程是巫山县申报的三峡后续重大项目之一，其中一期工程沿线设
有大桥4座，总里程5.96公里。二期工程也在加紧建设中。整治工
程完成后，将大幅度提升巫山城市形象，也为市民行车提供便利。
图为一期工程现场。 记者 谢智强 摄

巫山县江东库岸
综合整治一期工程通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