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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度“重庆市十大杰出青年企业家”名单
（以姓氏笔画为序）

王 了（女） 重庆金山科技（集团）
有限公司副总裁兼技术总监

叶文华（女） 重庆华悦生态环境工
程研究所有限公司董事长

孙 磊 马上消费金融股份有限公
司董事、副总经理、党委委员兼董事会
秘书

李 志 中冶赛迪重庆信息技术有

限公司董事长、党委书记
李嘉诚 重庆万达薄板有限公司总

经理
张 璐（女） 重庆茶叶（集团）有限

公司、重庆市二圣茶叶有限公司总经理
张鸿飞 重庆海吉亚肿瘤医院、海吉

亚医疗（重庆）管理有限公司执行董事、总
经理、院长、法人代表

赵章傲 普尔思德文化旅游集团有
限公司董事长

袁鳗凡（女） 重庆丰海坤翔实业（集
团）有限公司、重庆丰海敖晟科技有限公
司总经理兼财务总监

蒋凌峰 重庆智飞生物制品股份有
限公司副董事长、副总裁，北京智飞绿竹
生物制药有限公司执行总裁

近日，2021年度“重庆市十

大杰出青年企业家”表彰名单揭

晓。此次获奖的10名青年企业

家包括男性6名、女性4名，平

均年龄37.8岁，最小28岁，覆盖

了一二三产多个行业，包括新一

代信息技术、智能制造、生物医

药、节能环保等战略性新兴产

业。这是全市青年企业家以实

际行动助力推动高质量发展、创

造高品质生活的生动展现。

“重庆市十大杰出青年企

业家”评选活动是经市委、市政

府批准设立的全市性社会组织

评比达标表彰常设项目，旨在

大力弘扬新时代企业家精神，

发挥优秀青年企业家在助力经

济社会高质量发展中的模范带

头作用。

青春孕育无限希望，青年创

造美好明天。下一步，重庆市青

年商会将持续举办宣传、展示、

交流活动，着力强化杰出青年企

业家示范作用，不断激发广大青

年企业家、创业青年的创新活力

和奋斗热情，共同在重庆现代化

建设新征程中放飞青春梦想、贡

献青春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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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快建成川渝合作示范区
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

8月4日清晨，在广安市省级重点
项目——前锋区建平产业园施工现
场，400余名工人分布在各个施工点
位，抢在当天气温升高之前，完成早班
施工任务。“我们采取早晚两班倒方
式，避高温的同时保证工程进度。”建
平集团副总经理贾光辉表示。

建平产业园是广安今年“挂图作
战”的100个省市重点项目之一。上半
年，这 100 个重点项目投资完成率
67.8%，超时序进度17.8%。接下来几
个月，在四川省拼经济搞建设大舞台
上，广安如何唱好项目重头戏，做实做
细做好项目投资工作，在拼经济搞建
设中抢得先机、拼出胜利？

催进度
“挂图作战”层层传压力担责任

“我们今天的主要工作量就是完
成这个桥涵架设，大家一定要注意防
暑，早点施工早点收工。”在川渝高竹
新区南北大道三期项目，邻水县交通
运输局副局长周加林几乎每天早上都
要现场细化当天工作量。

南北大道三期项目起于广安市邻水
县高滩镇，止于重庆市渝北区茨竹镇，是
广安“挂图作战”的省市重点项目，也是
川渝高竹新区实现与重庆中心城区同城
化发展的交通攻坚项目，建成后可将新
区到重庆中心城区车程缩短至30分钟。

重点项目重点推。今年以来，按
照广安市委“挂图作战”要求，南北大
道三期项目采取“每周一清单、每周一
调度、每周一收官”的工作方法，把任
务细化到每一段路基、每一个桥涵，在
最巅峰时组织500多名工人、100多台
各种机械设备每天工作到晚上8点以
后，局部工序甚至通宵施工。

何为“挂图作战”？即广安对于
100个省市重点项目和40个加快前期
工作的重大项目，以“清单制+责任制+
时限制”方式，将每个项目落实到具体
市县领导、责任单位和责任人。市级
层面，33名项目市级指挥长带头冲锋、
12个项目推进组齐力攻坚、3个督查组

逗硬督查、调度指挥中心统筹协调。
“挂图作战”层层传导压力担起责

任，效果十分明显。在华蓥山经开区
电子信息产业园（四期）二标段项目建
设现场，工人加快进行室内外装饰装
修及绿化工程，争取将交付时间提前
到8月底；国道350线广安枣山至武胜
段公路改建工程，采取“黑白颠倒”的

方式，避高温的同时抢抓晴好天气加
紧施工。

除了“挂图作战”白纸黑字明确的
压力，还有以会促赛你追我赶的比拼压
力。今年以来，广安以每季度项目投资
工作流动现场会为依托，实施同城融圈
交通三年大会战、农业农村工作“大比
武”、工业经济“产业赛马”等活动，推动

重点项目赛进度、找差距、补短板。

优服务
“妈妈式”服务解决项目急难盼

7月 29日一大早，岳池经开区管
委会“企业秘书”屈超就来到他所联系
的在建项目——依维欣药业。该项目
于今年2月开工，5个多月后，厂房主
体已完成进度70%。“建设进度之快，
离不开企业秘书‘妈妈式’服务。”该项
目负责人刘建和表示。

屈超介绍，“企业秘书”是配备给
各企业、项目的大管家，负责协调相关
单位确保企业的施工、用水、用电等要
素保障，帮助企业申请相应的政策补
助，保证项目在遇难点、堵点时，不用

“多头跑、跑多趟”。
当前，广安正持续优化干事创业、投

资兴业“两个环境”，营商环境综合评价稳
居四川第一方阵。其中就包括把“保姆
式”服务升级为“妈妈式”服务，提倡党员

干部服务企业、服务项目要无条件、全身
心付出、全过程奉献、全方位关怀，做到无
私奉献、无微不至的主动式、亲情式服务。

把服务做到做优。武胜县成立投
资项目审批服务中心，出台中介服务

“多招合一”、区域评估“一评多用”、审
批事项联审等10项政策措施，单个社
会投资项目从立项到开工，审批时间
大大压减；前锋区则推出一月一次的

“企业咖啡时”座谈会，了解企业的经
营情况，面对面解决问题。

营商环境好不好，客商最具发言
权。“我们落户广安后，有关部门积极
主动上门服务，协调解决项目融资和
建设中遇到的各种难题，投资广安放
心、安心、顺心。”近日，广安在重庆举
行的一场投资推介会上，与广安市结
缘多年的重庆毛哥食品有限公司总
经理张翔、中国二十二冶集团有限公
司负责人刘钊等纷纷当起了广安的
推荐人。 王林 李晓川

四川广安：唱好项目重头戏 全力以赴拼经济

广安市前锋区建平产业园施工现场广安市前锋区建平产业园施工现场 摄摄//游觅游觅

□本报记者 崔曜

8月4日，市气象台将此前的“高温橙色预
警信号”升级为“高温红色预警信号”。截至4
日 15时，我市22个区县及中心城区、万盛经
开区最高气温超过37℃，合川区、长寿区、奉
节县等3个区县及中心城区的部分地区最高
气温超过40℃，北碚区、奉节县国家站最高达
41.8℃。

预计未来三天我市仍将持续晴热高温天气，
不过中心城区会有分散阵雨。市气象台首席预
报员罗娟解释称，短暂的降水是副高气压内部的
弱切变线造成。未来几天，我市西部地区包括中
心城区夜间仍然可能出现分散阵雨，但降水时间
短，强度弱，不影响白天的高温天气。

“连续几天的晴热高温天气，是因为受到强
盛的副热带高压控制，盛行下沉气流，天气晴
好，天空云量较少，造成气温高。”罗娟介绍说。

下轮降雨何时来？据市气候中心预测，8月
16日至19日，重庆可能将会迎来降水过程，届
时将缓解高温天气。

▲ 8月3日，小朋友在南桥寺地铁站纳凉区玩耍。
实习生 刘旖旎 摄/视觉重庆

““高温红色预警信号高温红色预警信号””来了来了 未来未来1010天继续热天继续热

本报讯 （记者 申晓佳 实习生 桑瑶佳）
连晴高温为全市重大项目建设带来严峻考验。记
者从市发展改革委获悉，为做好夏季防暑降温和
高温安全生产工作，各市级相关部门、各区县积极
联动，督促各企业、项目施工单位制订防高温中暑
专项应急预案，配备应急救援设施，在切实保障作
业人员健康安全的前提下，着力推动市级重大项
目形成更多实物量、投资量。

天气热，但工程进度不等人，错峰施工是一项
有效对策。为最大程度减少高温天气对施工的影
响，施工单位纷纷采用优化施工方案、调整施工时
间等方法，在严格控制室外作业时长基础上，力保
项目建设进度。

市城投集团严格执行“抓两头、息中间”的避
高温措施，将混凝土浇筑、桥梁内箱室模板安拆等
温度较高的作业，尽量安排在日间相对较低温度
时段进行。

陶家隧道施工现场，项目施工方将作业时间
调整为上午6点至10点、下午4点至晚上8点。
1—7月，该项目已完成投资6.5亿元，投资进度达
63.6%，目前项目总工程进度已完成15%。

据统计，1—7月，交通、能源、水利等市级重
大基础设施项目，共完成投资1053.1亿元，较去
年同期增加39.1亿元，同比增长3.9%。

同时，重大项目业主单位还开展了系列“送清
凉”慰问活动。重庆交通开投集团在项目建设点
设置了专用休息棚、茶水间，将清凉饮料、绿豆汤、
西瓜等解暑食品送到工人手中，并准备了大量藿
香正气水、清凉油、风油精、人丹等防暑药品，供作
业人员随时取用。

随着施工顺利推进，目前我市轨道交通运营里程
达450公里，在建282公里。1—7月，轨道交通市级重
大项目共完成投资196.2亿元，占年度计划投资的
58.5%，多个项目重要工程节点已顺利达成。

重大项目工地
做好防暑降温保进度

▲8月4日，重庆轨道四号线建设运营有限公司石船车辆段，检修技术人
员正在给轨道列车做细致的“体检”，衣服已被汗水湿透。

记者 罗斌 摄/视觉重庆

▲8月4日，巴南区恵民镇显林村村民们请来专业机收
队抢收粮食，抓紧晴热天气晾晒稻谷。

特约摄影 钟志兵／视觉重庆

▲8月4日，江北区，重庆市急救医疗中心医护人员把患者送上救护车。
记者 齐岚森 摄/视觉重庆

□本报记者 张凌漪

提上急救药箱和氧气袋，市急救医疗中心院
前急救部医生邓小迁麻利地跳上救护车，伴随呼
啸的警报声，她开始了当天的第一次生命抢救。

此时是8月4日上午9点55分，她的任务是
对江北一超市内一名出现头疼、呼吸困难症状的
工作人员进行急救。

“过去有无基础病史”“最近到过中高风险地
区吗”……路上，邓小迁拨通了呼救人员的电话，
了解患者的具体情况。

10点13分，救护车抵达超市附近。邓小迁
跳下车，迎面扑来的是一股热浪，烈日射得人睁
不开眼，此时，气温显示是40℃。

查体、初步诊断、采取送氧措施……邓小迁
一边安抚患者情绪，一边协助担架员将患者扶上
担架，运上急救车，迅速将患者送往医院。

刚抵达医院，与急救部医生交接好患者情况
后，邓小迁的手机响了，她又接到了下一个急救
任务。在她匆匆离开的背影中，记者看到她衣服
后背已湿透了。

据市急救医疗中心有关负责人介绍，进入夏
季，该中心平均每天接听1800余次急诊电话，每
天派出救护车700车次左右，急诊量增长了约三
成，其中，相当部分是中暑患者。为此，医生提
醒，户外工作者应避免在高温天气下长时间工
作，老人、儿童、孕妇、心脑血管病患者等应尽量
避免在高温天气长时间外出。心血管病患者在
高温天容易发生血压波动，要尽量减少户外活
动，高血压患者切不可贪凉，不要洗冷水澡，以免
刺激血管收缩，造成血压波动。

医疗人员
冒着烈日急救患者

防暑 防火 防旱
防溺水 保生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