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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首席记者 李
珩）“多亏了这个女孩，不然伤者
就危险了。”3月12日，一段车祸
视频在朋友圈流传，视频中一女
子见到车祸后，主动停下车来对
伤员进行救治，赢得众多点赞。

这段视频中，一辆面包车停
在路中央，一辆摩托车远远地倒
在路边，一男一女两名伤者躺在
附近。身着蓝色外套的女子正
在帮其中一名女伤者按压头部，
她旁边摆放着两个急救箱。重
庆日报记者辗转联系上了这名
救人者，她叫谢晓梅，是重庆市
中医院道门口院部急诊科副护
士长，当护士已经15年了。

谢晓梅说，3月10日下午2
点左右，她开车回莲花新村老
家，走到璧山黛山大道近莲花水
库入口附近，发现路边出了车
祸，出于职业本能，她赶紧靠边
停车，上前帮忙。

“我看那两个人躺在路边，
其中男性伤者出了不少血。”谢
晓梅说，她赶紧从车后备箱里取
出常备的急救箱，跑过去查看伤
情。经过查看，男性伤者由于重
度开放性颅脑损伤，瞳孔散大，
已无生命体征。女性伤者伤势
较轻，不过情绪很激动。

就在谢晓梅开展急救时，路
边慢慢聚集了不少路人。谢晓
梅一边熟练检查女伤者身体伤
势、安抚情绪，一边在周围人的
帮助下记下伤者信息，并顺利联
系上了家属。

10多分钟后，120急救车
赶来，谢晓梅将伤者移交给医
生，并详细告知了自己的检查判
断。此时，聚集的路人逐渐散
去，但谢晓梅并未离开，她一直
等到警察到来，将自己知道的伤
者情况告知后，才开车离去。

在这段视频后面的留言中，
有人庆幸“私家车后备箱里恰好
有急救箱”。谢晓梅说：“我之前
遇到过一次车祸，因为没有急救
物品，只能眼睁睁看着伤者流
血。从那以后，我就在车里准备
了急救箱，以备不时之需。”据介
绍，谢晓梅的急救箱里有笔式电
筒、碘酒棉签、无菌纱布、伤口敷
料、自粘绷带卷、口哨、急救毯、
可塑骨折固定板等，主要用于创
伤病人止血包扎等。

谢晓梅提醒，再好的急救
方法也无法保障生命安全，出
门在外，一定要谨慎驾驶，遵
守交通规则，才能真正避免惨
剧发生。

回老家途中看到有人出车祸

护士赶紧从后备箱取出急救箱

“在希望的田野上”乡村振兴报告团系列报道⑤

位于印度塔塔钢铁厂的KPO钢厂2
号高炉，设计炉容达5870立方米，建成后
将成为世界最大的新建高炉。设计这座高
炉的，正是位于渝中区大溪沟文化创意区
的中冶赛迪工程技术股份有限公司（简称
中冶赛迪）。

从1958年迁址重庆至今，中冶赛迪走
过了60个春秋。在成长为全球领先的工
程技术企业同时，中冶赛迪见证了大溪沟
文化创意区的形成与发展。

从最初的单枪匹马，到周边文创企业集
聚，如今，在东至一号桥，南至大礼堂、马鞍
山，西至中山四路，北至嘉滨路的大溪沟文
化创意区内，不仅有中冶赛迪、重庆设计院
等设计机构，更有创意大厦、良源大厦等创
意基地，还有渝欧、魔山映画等创意企业，一
个新的文创地标正在形成。

设计和创新奠定基石

2017年5月29日，台塑越南河静钢铁
厂1号高炉点火并顺利出铁，标志着近20
年来海外唯一一座千万吨级钢铁联合企业
正式投入生产运行，成为“一带一路”冶金
标杆工程。中冶赛迪正是该工程的主要设
计和建设者。

作为越南迄今最大的投资项目，河静钢
铁一期投资金额超过100亿美元，建成后年
产量达700万吨。在整个工程中，中冶赛迪
承担了工程总体规划、总体咨询、总体设计，
以及原料场、高炉、煤气柜、加热炉等十几个
主体单元的设计和建设项目，树立了海外钢
铁工程的全流程、全功能服务的标杆。

事实上，在竞标时，中冶赛迪面临着来
自英国、澳大利亚、日本等国家的世界钢铁
顶级供应商的竞争。台塑为何选择了中冶
赛迪？

“我们的价格不是最低，但我们的技术
和经验都是最优的。”中冶赛迪相关负责人
如此解释。

事实是最好的证明。项目一期两座炉
容为4350立方米的高炉，大量采用了中冶
赛迪自主研发或首创的高炉核心技术和装
备，装备国产化率达 90%以上，实现了
4000立方米级特大型高炉核心技术、标准、
装备和项目管理的首次整体出口。经生产
验证，建成后的河静高炉高效、低耗、环保
指标等均为世界先进水平，创下世界纪录。

凭借全球领先的技术能力，全球前50
名钢铁企业中有37位均成为中冶赛迪的
客户。同时，中冶赛迪还在城市建设整体
解决方案、智能化大数据等方面形成了领
先的技术优势，并走在行业前列。2017
年，中冶赛迪对外新签合同额超过190亿
元，创下历史新高。

像中冶赛迪这样的设计“大咖”，在大
溪沟片区并非唯一。位于人和街31号的
重庆设计院，勘察设计完成了遍布国内的
重点项目，其中不乏重庆大都会广场、重庆
市科技馆、重庆江北国际机场等地标性建
筑。

在中冶赛迪、重庆设计院的带动下，越
来越多的设计创意企业在大溪沟落户。如
今，这里聚集着重庆钢铁设计院研究总院、
中科普等建筑设计、工业设计、传媒、景观
设计等400多家创意类企业，并被评为市
级创意产业基地。

“设计创意产业，为大溪沟发展文化创
意产业奠定了良好的基石，吸引了越来越
多的文化创意企业在这里生根发芽。”渝中
区电创园管委会相关负责人介绍。

文创产业加速聚集

沿着重庆嘉陵江大桥滨江路走至大溪
沟路段，是渝中区重点打造的创意滨江走
廊，这也是大溪沟文化创意区的重要组成

部分。
位于这条走廊上的重庆渝欧跨境电子

商务楼宇产业园，聚集着一大批“互联网＋
文创”企业，发展强劲。

以重庆渝欧跨境电子商务股份有限公
司（简称渝欧公司）为例，当前，随着线上流量
增长枯竭，电商纷纷转战线下，而渝欧公司，
却早在几年前，便已向线下布局。

2015年5月1日，跨境电子商务O2O
商城“西港全球购”重庆旗舰店在渝中区解
放碑、沙坪坝区等地相继开业，标志着渝欧
公司率先在全国跨境电商中探索O2O经
营模式。

紧接着，渝欧公司线下店“宝妈时光”
重庆解放碑店、广西南宁店、山东济南店等
陆续开业，通过“宝妈时光”线上商城与线
下体验店相结合模式，打通了电商平台与
消费者的“最后一公里”。如今，渝欧公司
已在全国29个省（市、自治区）、223个地级
市、725个区县，开设“宝妈时光”线下体验
店共1283家，实现在全国市场布局。

为实现与大型电商的差异化经营，渝
欧公司还瞄准品牌代理领域。去年8月，
公司成为全球六大婴幼儿食品集团之一的
瑞士Hero集团旗下Hero Baby品牌婴幼
儿配方奶粉在中国大陆及香港地区的独家
供应链服务商。也就是说，消费者在网易
考拉、京东国际、唯品会等平台购买的
Hero Baby奶粉，均由渝欧公司代理。目
前，公司已取得10余个国际知名品牌在中
国跨境电商渠道的独家代理。

在O2O经营模式以及差异化发展战
略下，渝欧公司已成为全国领先的跨境电
商企业。2017 年，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10.18亿元，其中线上交易额6.4亿元，营
业收入、线上交易额、利润分别同比增长

68%、60%。
在大溪沟生根发展的，还有魔山映画、

繁星网等文创企业，并形成了重庆文创互
联网产业园、靶点“曾家岩19号”影视文化
创意产业园等文创产业集聚区。2017年，
大溪沟文化创意区已初具规模——入驻文
创企业808家，实现营业收入35.48亿元。

打造“西部文化创意之星”

按照渝中区聚力打造八大服务业集聚
区的部署，大溪沟文化创意区提出将以“西
部文化创意之星”为定位，提升文创产业影
响力，建设成为渝中乃至重庆文创新地标。

根据规划，该片区一方面将巩固发展
中冶赛迪、重庆设计院等现有设计创意产
业基础，进一步发展设计创意产业；另一方
面，则将推进以文化创意、数字传媒为主的
靶点“曾家岩19号”影视文化创意产业园
等重点园区建设。其中，靶点“曾家岩19
号”影视文化创意产业园预计本月底正式
开园。

而随着渝中区提出建设全国首批全域
旅游示范区，大溪沟片区还将促进文旅结
合，打造集抗战文化、休闲旅游、文创体验
等于一体的文化旅游产业集聚区。

“我们将依托中山四路周公馆、桂园、
民主党派陈列馆等抗战文化资源，串联靶
点‘曾家岩19号’影视文化产业园、重庆文
创互联网产业园等重要载体，引进新型商
业、文化艺术、都市旅游业态，促进文化旅
游消费升级，培育产业转型新动能。”渝中
区相关负责人介绍。

据悉，2018年，渝中区将引导文化创
意、互联网服务、电子商务等一批新兴产业
企业和项目向大溪沟文化创意区加速聚
集，力争新增企业300家以上。

大溪沟文化创意区紧追“风口”加速聚集文创产业

力争年内新引进300家文创企业
本报记者 郭晓静 杨艺 实习生 古湘渝

本报讯 （首席记者 李
珩）3月 12日，市气象台预计，
14日我市大部地区将重拾阳
光，全市最高气温或将冲上
26℃，主城最高气温将达24℃。

市气象台预计，13日我市
中西部偏南地区和东南部有阵
雨，其余地区由阴天间多云的天
气掌控，全市气温难超 23℃。
明天，各地将放晴升温，全市最
高气温或升至26℃。

具体来看，13日白天，中西
部偏南地区和东南部阴天有阵

雨，其余地区阴天间多云，有分散
阵雨，大部地区气温10～24℃，
城口及东南部5～21℃，主城区
阴天有分散阵雨，14～22℃；
13日夜间到14日白天，偏东地
区分散阵雨转多云，其余地区多
云，大部地区气温10～26℃，城
口及东南部8～22℃，主城区多
云，14～24℃；14 日夜间到
15日白天，各地多云间晴，大部
地区气温9～28℃，城口及东南
部6～25℃，主城区多云间晴，
14～26℃。

明天主城最高气温24℃

本报讯 （记者 周尤）换
了车，可否继续使用原车号牌？
怎么做才能保留原来的号牌？
答案是必须满足4个条件。

市公安局交巡警总队有关
负责人日前介绍，要保留机动车
原车号牌号码必须满足4个条
件：原车已转移、注销或迁出；原
车号牌已使用1年以上；原车主
购买新车或二手车；自原车办理
转移、注销或迁出后1年内提
出。

重庆日报记者了解到，车辆
在申请原车号牌号码时，原车的
道路交通安全违法行为和交通
事故需处理完毕。此外，保留使
用原车号牌号码只能由原车主
（单位或个人）申请，不能把号牌
号码连同车辆一并转让给其他
人。需要提醒的是，旧车转让或
报废后，系统将自动保留原车号
牌号码1年，时间从原车办理转
移、注销或迁出之日起算，逾期
未申请保留的，不可再申请。

市公安局交巡警总队:

保留原车号牌需满足4个条件

聚 焦

渝 中 现 代 服 务 业 ⑤

简义相（左二）在指导村民进行胎菊田间管理。 （受访者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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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市歌剧院艺术厅

春之歌音乐会
演出时间：3月16日19∶30
演出票价：40元
演出单位：重庆市歌剧院

国泰艺术中心

国泰艺术中心剧院
话剧《驯悍记》
演出时间：3月16-17日 19∶30
演出票价：480/380/280/180元
演出单位：上海话剧艺术中心

云瑚音乐厅
肖莉箜篌音乐会
演出时间：3月17日 19∶30
演出票价：580/280/180/80元
演出单位：肖莉、鲁红可、李梦哲
比利时钢琴家尼古拉斯·康德独奏
音乐会
演出时间：3月23日 19∶30
演出票价：380/280/180/80元
演出单位：尼古拉斯·康德
重庆铜管五重奏 爵士乐专场音
乐会《情迷爵士2》
演出时间：3月24日 19∶30

演出票价：280/180/100/80元
演出单位：重庆铜管五重奏

重庆大剧院

大剧场
2018Gary曹格城市唱游格友会
演出时间：3月18日 19∶30
演出票价：100/180/280/480/680/
880元
演出单位：曹格
维也纳Eggner三重奏音乐会
演出时间：3月21日 19∶30
演出地点：重庆大剧院
演出票价：30/50/80/100元

咨询热线：400-809-6039
官方网址：http：//www.cqpw.cn/
手机购票：
关注微信公众号，点击进入微商城
购票

重庆演出信息

2009年，大学毕业两年的简义相在主
城工作，年薪将近20万元。他却决定回到
农村老家打拼，摸索着种银耳、种菊花……
现在，简义相不仅创造了300多万元年产
值，还带动50余户村民增收致富，让曾经
的“空壳村”有了新产业。

前不久，作为“在希望的田野上”乡村
振兴报告团成员之一，黔江区义相食用菌
种植股份合作社理事长、重庆菊康丽农业
综合开发有限责任公司总经理简义相在接
受重庆日报记者采访时表示：“当初的选择
没有错，我就是要做一个扎根大山的新型
职业农民！”

放弃20万年薪回村创业

简义相出生于黔江区邻鄂镇海拔
1100多米的松林村。“小时候，很多同龄人
迫切希望走出去闯一闯。”简义相说。

因此，简义相在学习上十分用心，考上
重庆师范大学的金融学专业。2007年，大
学毕业后，他进入一家知名的通信企业做
销售工作。因为头脑灵活，工作勤奋，简义
相一年后就成为单位的“销售王”，年薪近
20万元。

2009年末，简义相即将转正为正式员
工，与女友开始考虑结婚，小日子过得甜蜜
而有盼头。父亲打来一个电话：12月 8
日，简义相的母亲突发脑溢血。挂上电话，
他拔腿就往朝天门汽车站赶。万幸的是，
母亲只是轻度脑出血，但却需要悉心照顾
才能重新站起来。

“要是可以就近照顾老人就好了。”简
义相说，母亲需要静养，干脆自己辞了工作
回去照顾父母。家人和女友都坚决反对。

“好不容易走出去，为了我回来也不行！”母
亲冲他大吼，谈了5年的女友也不愿回农
村，选择与他分手，执拗的简义相仍然回了
松林村老家。

回到老家可以就近照顾母亲，但是少
了城市生活的便利，一家人也没了稳定的
收入，简义相最初的想法就是等到妈妈好
转了，再回城里去。然而，快速发展的农村

却让简义相发现了机遇，并最终扎根在村
里。

借钱建起7间银耳种植房

2010年的春节刚过，简义相就得知
黔江区刚引进了一家银耳产品加工企
业，正在动员农户种银耳。“松林村海拔
高、林地多、气温低，适合种银耳。”简义
相告诉重庆日报记者，加上企业的收购
价格可观，种银耳很有前景。简义相动
员村民们和他一起种，但当地吃过银耳
的人都很少，更没人知道怎么种，没人愿
意和他一起冒险。

简义相想：只有让大家先看到效益，才
会跟着种。半年时间，他花掉全部积蓄，还
找姐姐借了10多万元，建起7间银耳种植
房。没有技术，就在网上查资料，带着书本
进耳房，一点点地摸索。不久后他的第一

批银耳种植成功，45天就赚了3万元。
简义相邀请乡亲们去看，村里的左邻

右舍都说想和他一起干。不久后，义相银
耳种植合作社就顺利诞生。短短几年，合
作社就与当地的银耳加工企业达成批量供
货协议，带着村里的耳农们一起发了银耳
种植的财。与此同时，简义相还收获了新
的爱情。

从一天锄头都没摸过的大学生，转变
为依靠技术、会动脑筋的“新农民”，简义相
发现发展农业必须紧盯市场找商机。
2014年，简义相发现当地气候适合种菊
花，就马不停蹄地赶往浙江、安徽引回胎
菊、金丝皇菊，最终其种植的菊花比原产地
品质还要好，拿下了一家医药销售企业的
长期订单，还开辟了网络销售渠道。随后，
简义相专门注册了公司发展中药菊花种
植，50多户当地村民以土地入股。去年，
公司年产值达到300余万元。目前，松林

村的中药菊花种植规模扩大到500多亩，
一个曾经的“空壳村”发展为菊花种植“专
业村”。

农旅结合带动村民增收

3月10日，松林村二组村民肖素碧一
大早就起了床，赶往村口领取李子树苗。

“公司今年要发展200亩脆红李，我以坡地
入股。”肖素碧告诉重庆日报记者，现在不
仅有土地租金，每年每亩还有不低于200
元的分红，自己平时在公司胎菊基地务工，
一天收入70元。

让村民们成为股东，让入股村民分类
投入生产，按土地分享利益，松林村50户
农户不仅有了股份分红，每户还有一个成
员被纳入公司，通过务工获得固定工资收
入。现在，除长期固定工外，忙季有多达
100余名村民参与采收菊花。在简义相的
带动下，村里20余户贫困户有了稳定的收
益，大多数脱了贫。

2015年，简义相被村党支部书记胡万
才“盯上了”，希望他担任村主任助理。从
一家企业的负责人到村干部，简义相考虑
的问题更多了。“松林村地势高，位置好的
地方可以俯瞰黔江新城，我们做的规划是
发展农旅融合，把更多的城里人吸引到山
上来。”他说。

在简义相看来，农村吸引人的地方就
是与别处的“不一样”。随着松林村胎菊产
业发展，这几年每年都有数千名观光客和
摄影爱好者上山来游玩，简义相十分感慨
地说：“这说明松林村在旅游上还是有亮点
和卖点的，相信只要我们再做好一点，就能
从中分一杯羹。”

“这几天胎菊正在移栽，预计今年将扩
大到700亩，而李子苗现在已栽种近6000
株。”简义相介绍，村里将依托现有的胎菊
产业，新发展李子和冬桃，并鼓励公路沿线
村民发展农家乐，打造错季赏花、采摘和登
高为主题农业旅游景点。目前，松林村正
筹备建设3公里的健身步道、观景亭和停
车场等配套设施。

黔江区义相食用菌种植股份合作社理事长简义相

回村种银耳 立志做新型职业农民
本报记者 王亚同

“我从来没有想过保险公司理赔可
以这么快！真是太便捷了，完全没有占
用工作时间。”收到理赔款短信的杨先
生由衷赞叹道。

杨先生2017年2月在百年人寿重
庆分公司为孩子购买了“健康壹佰”两
全保险。2017年5月13日，杨先生孩
子因急性支气管炎在重庆市儿童医院
住院治疗。

5月19日，杨先生孩子治愈出院，
百年人寿理赔人员主动联系杨先生，上
门为其办理理赔服务。途中杨先生来
电表示担心理赔耽搁自己太多时间，理
赔人员主动提出调整时间配合，并向他

介绍百年人寿直付速赔的便捷服务。
见面后，从资料上传、客户签字确认到
理赔款到账仅用时2分钟，刷新了重庆
分公司理赔时效纪录。本次客户账单
总费用6798.6元，社保报销1982.95元，
公司住院医疗赔付4815.65元，住院津
贴赔付160元。杨先生对理赔时效和赔
款金额都连声称赞。

据悉，2015年百年人寿正式推出
“直付速赔”服务。打破传统中客户亲
自上门理赔的作业模式，出险报案后由
理赔人员第一时间与客户取得联系，主
动协助客户办理出院手续、收集材料，
避免客户对理赔资料不清造成理赔困

难。“直付速赔”始终贯彻“用减法”原
则，合并简化理赔材料，应用电子单证、
电子签名等一系列的E化新技术，极大
缩短了理赔过程。现场受理过程中，客
户仅需签字，即可在几分钟内收到理赔
款。百年人寿重庆分公司2017年产生
的理赔案件中，直付速赔案件占比达
60%，赢得了客户的高度认可。2018
年，百年人寿“直付速赔”升级为“直付
先赔”，让重疾客户在漫长的治疗过程
中，未出院即可享受公司先行支付的部
分医疗费用，缓解资金压力，真正做到

“以客户为中心”，全面提升客户理赔服
务体验。 杨长英

2分钟刷新理赔时效纪录
百年人寿重庆分公司:

百年人寿重庆分公司收到客户送来的锦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