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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被称为“无人机大神”，他的成长史
就是国网重庆永川供电公司无人机巡检技
术的发展史；他牵头成立的无人机创新工
作小组，不仅攻克了工作中的难题困境，还
利用无人机红外热成像技术协助警方追捕
嫌疑人；他就是2021年全国五一劳动奖章
获得者、国网重庆永川供电公司智能巡检
中心无人机巡检技术员何涛。

何涛坚守“在创新上没有最好，只有更
好，追求完美，努力做到极致”的信念，并先
后获得国家专利7项，省部级管理创新2项；
荣获永川区“十大工匠”、重庆“巴渝工匠”、

“重庆五一劳动奖章”、国家电网“国网工匠”
等荣誉称号。

小试牛刀的无人机

“在当时的道路交通条件下，线路巡
视几乎全靠人工徒步完成。”何涛回忆。
2007年，何涛从四川理工大学毕业来到
甘孜藏族自治州供电公司，担任发展部
综合计划专责一职。

甘孜州地处四川西部、康藏高原东
南，境内地形复杂、山高林密，何涛很快
在线路、变电站规划选址等工作中感受

到地形带来的工作不便。也正是在那段
时间，何涛萌生了想要运用技术手段提
升工作效率的想法。2010年，何涛初次
接触无人机，这让他对运用技术手段提
升工作效率的想法越发强烈，同时带给
了何涛实现心中梦想的希望。

为了进一步了解无人机，何涛每天
在工作之余逛论坛、看视频、加入各种无
人机群参与交流。渐渐地，何涛越来越
痴迷无人机的研发，他自掏腰包先后花
费了近20万元，购买车床、铣床、雕刻
机、3D打印机以及飞行控制器、遥控器、
电池等无人机零部件。那时的何涛，陷
入了反复设计、不断修改、持续坠机的

“魔咒”中，甚至在试验期间，何涛左手腕
主静脉、右手腕肌腱被螺旋桨砍断，但他
依然坚持不改变方向，相信胜利就在前
方。

2012年，何涛从甘孜州供电公司调
动到国网重庆永川供电公司。

2015年7月，永川供电公司购置了
第一台四旋翼无人机。得知这一消息，
何涛主动申请成为一名专职飞手，即使
要长期奔走于山林一线，也希望通过无

人机改变传统的作业方式。

喷出“火龙”的无人机

刚到班组的何涛，没有前辈的经验
可借鉴、没有强大的团队来支撑，有的
只有一架公司配置的无人机、两个“兼
职”飞手和他的满腔热血。

2016年，兼职线路检修的无人机
飞手晏新告诉何涛，一条110千伏的输

电线路被空飘物缠绕，处理难度较大，
并且需要停电处理，让检修人员头疼得
很。“突然看到电视里的战争片里有火
焰喷射器，就想能不能把火焰喷射器装
在无人机上面，对线路异物进行带电清
除？”困扰了何涛好几天的难题，好不容
易抓到一丝想法，便立即着手实干。

要在无人机上安装喷火装置，清除高
空电线上的异物，这在全国行业内并无先

例，没有参考只能靠自己研发，这对何涛来
说既是一个挑战也是一次机遇。

2016年，历经1个多月的反复研究
和试验，何涛和他的两个“兼职”飞手自
主研发的、也是重庆市内第一架喷火清
障无人机问世，被称为“四旋翼喷火清
障无人机”。这款新研制的喷火清障无
人机，对于普通的塑料袋、马蜂窝等附
着物，只要十几秒就能清理完毕。

何涛没有就此止步，经过不断地改
进，很快，第二代六旋翼喷火无人机又
试飞成功，机体载重量较初代实现翻
番，续航时间增加25%。2019年，搭载
矢量喷嘴的第四代六旋翼喷火无人机
投入运用。2020年底，第四代“矢量”
喷火吊舱已经进行了第三次改版，喷嘴
机械控制机构全内置，并为吊舱增加了
辅助瞄准及夜间照明功能。

4年时间，4代产品，何涛始终保持
着精益求精的精神，将自己内心对无人
机的所有想象一步一步做到极致。

搭载“多功能”的无人机

2018年12月，国网重庆永川供电公司

无人机智能巡检中心成立，标志着该公司线
路巡检业务由人工向智能转变。

大多数的输电线路是建在山上和人迹
罕至的地方，相对而言交通、行道不是那么便
利和规范。在无人机的相关技术还没成熟
的情况下，何涛和他的同伴几乎是步行校准
完了1600公里输电线路的杆塔坐标。

在一次次的登山巡线过程中，何涛不断
地总结和研究重庆的地形特点，想把无人机
智能巡检业务推广到重庆各公司，乃至全行
业。

最终，何涛带动研发出了适于重庆山地
特点的自控软件和分析系统。这一新技术
的成功运用，直接推动永川供电公司无人机
巡检从无到有，带动该公司巡检业务效率提
升了5倍。

目前，永川供电公司智能巡检中心无人
机作业班共有16名专业飞手，搭载可见光、
红外热成像、30倍光学变焦等各类巡检设备
的无人机38台，巡检业务实现巡检杆塔数、
发现缺陷数量快速提升，人工登塔和巡视人
员大幅下降的“两升两降”局面。

潘锋 王燕 朱芳
图片由国网重庆市电力公司永川供电分公司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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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市深入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
活动动员大会举行

中共重庆市委宣传部 中共重庆市委党史研究室 重庆日报 联合推荐

2008年10月7日

2008年10月7日 重庆市举行深入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活动动员
大会。按照党中央统一部署，从2008年9月到2010年2月，重庆市以“贯
彻落实‘314’总体部署，推动重庆科学发展”为主题，以党的组织关系隶属
重庆的全体党员为对象、县处级以上领导班子和党员领导干部为重点，自
上而下分三批在全市开展深入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活动。此次活动紧紧
围绕党员干部受教育、科学发展上水平、人民群众得实惠的总要求，结合
实际，精心组织，狠抓落实，基本实现了提高思想认识、解决突出问
题、创新体制机制、促进科学发展、加强基层组织的目标。

本报讯 （记者 赵迎昭）“各位
游客大家好，我是小小志愿者石雨
鑫，我来为您讲述南方局文化工作委
员会办公室的故事……”10月6日，
国庆假期临近尾声，周公馆仍迎来络
绎不绝的游客。走进旧址，4位小小
志愿者正分工为游客免费讲解，获得
游客一致赞誉。

在石雨鑫讲解时，市民旷莉和8
岁的女儿于昕妤听得十分专注。“昨
天我们看了电影《长津湖》，女儿非常
感动。今天带她参观周公馆，希望她
明白我们今天安稳、幸福的生活来之
不易。”旷莉说。

重庆日报记者连日走访重庆中
国三峡博物馆、曾家岩50号周公馆
旧址、王琦美术博物馆等文博场馆
了解到，国庆假期重庆文博场馆人
气颇高，不少市内外游客在文物中
细品重庆文化底蕴，享受美好的假
日生活。

“现在刚达到一个游客参观高
潮，昨天一直都是这么多游客。”6日
下午3时，渝中区下起小雨，看着重
庆中国三峡博物馆门前近百米长的
游客队伍，保安人员说。记者注意
到，馆方增设了安检通道和工作人
员，排队不到 10 分钟便能入馆参
观。

三峡博物馆中，人气最高的莫过
于9月18日启幕的“一白高天下——
齐白石抗战时期绘画作品展”。该展
览汇聚70余件展品，是齐白石抗战
时期精品力作首次集中展出。在见
证齐白石爱国热情的“‘停止见客’门
条”前，游客龚堰和儿子驻足良久，他

说：“老一辈艺术家的爱国情怀值得
传承和弘扬，这种展览应该多多举
办。”

据了解，为了让游客体验丰富的
红色文化，红岩联线管理中心推出了
精彩活动。如，白公馆、渣滓洞等革
命文物旧址通过组织员工表演情景
剧“跨越时空的对话”、演出“红岩革
命故事展演——歌乐忠魂”、演唱爱
国歌曲、朗诵红岩英烈创作的诗歌等
活动。数据显示，国庆假期前六天，
红岩联线管理中心累计接待游客
28.7万人。

品味重庆文化 文博场馆人气高

本报讯 （记者 周尤）“您好，我
们是渝中区纪委监委工作人员，请您提
供一下节日期间值班安排及人员名
单。”10月3日，渝中区纪委监委第一
监督检查组来到南纪门街道，对街道干
部职工在岗值班、公车使用等情况开展
监督检查。

国庆期间，前往解放碑、洪崖洞、李
子坝、十八梯、山城巷等景区景点打卡的
市民游客络绎不绝。渝中区党政领导干
部和相关力量近5000人在各重点区域
值班值守、全时守护，全力保障市民游客
平安过节。

“值班人员众多，大家是否在岗在
位在状态，有无脱岗缺岗等情况，是我
们此次监督的重点。”监督检查组翻看
值班安排发现，南纪门街道每天安排了
120人值班，但留在街道机关的仅 2
人，也未发现公车身影。

“我们的值班人员都分布在辖区各
重点区域，负责巡逻防护、维护景区秩
序、排查安全隐患等。”街道值班人员
说，仅十八梯传统风貌区就有70人值
守，山城巷也有20人值守。

通过公务用车信息化管理平台确

定公车确因公务在外后，监督检查组离
开了街道。“走，我们去十八梯看看。”随
后，监督检查组人员扮作游客，根据街
道提供的值班人员名单，抽查了人员在
岗在位情况。

刚开街不久的十八梯传统风貌区
内人头攒动，市民游客踏上青石板，走
进七街六巷，感受老街韵味，品“老重
庆”味道。而戴着红袖笼的街道工作人
员也分布在十八梯各区域，忙着疏导人
流、维护秩序、服务游客。

“经抽查核对，名单上的人员均在
现场。”监督检查组人员离开十八梯随
机赶往下一个检查点。

洪崖洞景区是重庆最热门的旅游
打卡点之一，当天游人如织，不少市民
游客前来感受山城特色建筑吊脚楼的
风貌和重庆8D魔幻城市的魅力。监
督检查组人员深入景区，检查景区疫情
防控责任落实情况及街道干部值班值
守情况，并前往餐饮场所，查看就餐人
员、票据开具等情况。

国庆期间，渝中区纪委监委派出5
个监督检查组，分别深入辖区景区景
点、重点区域，以及各大商超、酒店、餐
饮场所，重点检查党政干部值班值守及
工作作风情况、安全稳定和疫情防控工
作落实情况，以及公车私用、公款吃喝
等情况。

节日期间值班人员是否在岗在位在状态

渝中区作风监督检查“不停歇”

新华社斯德哥尔摩 10 月 6 日电
（记者 和苗 付一鸣）瑞典皇家科学
院6日宣布，将2021年诺贝尔化学奖

授予德国科学家本亚明·利斯特和美国
科学家戴维·麦克米伦，以表彰他们在
发展不对称有机催化中的贡献。

两名科学家分享2021年诺贝尔化学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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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2日，两江新区一奥天地，孩子们在大型蹦床公园JUMP 360内玩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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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向菊梅

剧本杀、密室逃脱、蹦床公园、轰
趴馆、萌宠乐园……这些新耍事，你玩
过吗？

国庆期间，重庆日报记者采访发
现，这些新业态、新消费十分火爆，尤
其受年轻人欢迎。

乐园剧本杀
扮演角色，有趣

10月1日上午10点，融创渝乐小
镇刚开始营业，位于大门处的乐园剧
本杀登记台就迎来了很多年轻人。

“我抽到的角色是密探。”重庆电
子工程职业学院学生谭鑫兴奋地告诉
记者，他将通过重重闯关，帮城主找到
宝藏。

每一场剧本杀活动，都有一段剧
情作支撑。谭鑫参加的正是《城主的
宝藏》，讲述了城主宝藏被盗走，而多
个角色帮忙找回的故事。

剧本杀活动负责人告诉记者，这
是融创渝乐小镇第一次举办室外乐园
剧本杀，活动开始不到1小时就有30
多人报名参与，国庆节期间预计接待
超1000人次。

密室逃脱
进入戏中，好耍

有一种火爆，叫悄无声息，密室逃
脱游戏就是其中之一。

10月2日中午2点多，记者来到
袁家岗城开中心，发现商场第4-6层
走廊里人员稀少。但是当记者进入到
店里面，发现多个剧本正在上演，观众

扮演角色参与演出，十分热闹，仿佛另
外一种景象。

“3个剧本都满员了。”MAX伯爵
沉浸式超级游戏体验馆工作人员告诉
记者，店里一共有《雨夜无声》《延禧攻
略》等3个剧本，节日期间每天每个剧
本上演4场，基本上提前3天就预定
满了。

“近年来密室逃脱游戏在重庆受
到追捧，我们节日期间每天接待超

2000人次。”城开中心企划营销部负
责人介绍。

蹦床公园
弹跳放松，嗨皮

加速跑、弹向空中、前空翻、后空
翻……

两江新区面积近3000平方米的
大型蹦床公园——JUMP 360，国庆

假期，不少年轻人在这里快乐玩耍。
记者看到，这里蹦床类型很多，有

蜂巢状蹦床、长形蹦床，还有方块形蹦
床，有的蹦床还搭配有篮球装置、海绵
池装置。市民不仅能挑战蹦床，还能
进行灌篮、跳水表演，因为有蹦床、海
绵池垫着，摔下来也不痛。

“平常压力大，假期到蹦床上弹
跳，可以放松放松。”刚工作一年的

“90后”李刚说。
该店店长告诉记者，近年来成人

蹦床主题店越来越多，公司在重庆开
的两家店国庆期间每天接待都超300
人次。

轰趴馆
吃喝玩耍，省事

节假日家庭聚会，你会选择哪里？
不再是酒店、餐厅，也不再是KTV，

更不是茶馆，很多人选择了轰趴馆。
“酒店、餐厅只能吃饭，KTV只能

唱歌，茶馆只能喝茶，但轰趴馆吃喝玩
耍都搞定了，省事。”10月3日晚上，
正和亲戚朋友在勒里轰趴南滨路店聚
餐的丁女士开心地说。

记者看到，这家店有童趣、复古、
浪漫等6个主题包房，每个包房内除
了餐饮设施，KTV、茶具、台球、游戏
机等休闲娱乐设施一应俱全。

轰趴店负责人向记者透露，国庆
节前10多天，包房就已全部订完，整
个国庆节预计接待超2000人次。

娱乐新耍法 国庆玩得嗨

（上接1版）
“研究院主要是瞄准铝镁钛等轻量

化材料及应用领域的前沿技术、关键共
性技术和基础应用技术，通过聚集人
才，整合资源，政企联动，创新机制，突
破产业核心技术瓶颈，实现科技成果的
孵化转化和推广应用。”王彬说，研究院
将以此为基础建设国家级轻合金材料

制造业创新中心，打造立足重庆、辐射
全国、面向世界的一流创新平台，为重
庆市产业结构调整、西部（重庆）科学城
建设赋能。

九龙坡区政协副主席、西彭工业园区
党工委书记陈品明透露，工业园区将通过
延链、强链，形成产业集群，构建铝加工
的产业生态，打造中国的铝加工之都。

（上接1版）
李清胜没想到，“九黎01号”游轮

会如此受欢迎。
“7月1日正式运行，中间因为疫情

停运了1个月，到国庆之前已有3万多
人登船。”九黎旅游运输服务有限公司
总经理吕秋容介绍，“九黎01号”游轮
目前开通了四楞碑码头往返高古镇的
日间航班和夜游乌江、郁江的夜间航
班，均为每天两班，票价分别为228元
和128元。“国庆这几天，天天爆满。”

10月5日夜里9时，李清胜鸣响汽
笛，“九黎01号”游轮缓缓启航，执行当
天最后一趟航程。

江风习习，江水滔滔。年近八旬的
冉老爷子就在船上，他早年举家迁往重
庆主城区，“当时就是从四楞碑坐船出
去的，多少年都想回来看看。”听说四楞
碑码头有了游轮，趁着假期儿孙有空，
冉老爷子一家20余人，包下了游轮二
层的两个包间。“走的时候，彭水县城难
得有几栋高楼，现在不一样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