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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不到30岁的廖浩，是2022年重
庆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重庆德凯实
业股份有限公司研发技术部经理。在
进入公司的5年时间里，他从品质部助
工、工程部助工、工程师、工程部主管，
到如今的研发技术部经理，一步一个
脚印不仅仅是他职务的转变，更是他
经验的积累和责任担当的体现。多少
个周末无休，多少次加班到凌晨，在同
事口中，他就是一个“工作狂人”。

兢兢业业 踏实肯干
当好那一颗螺丝钉

2017年1月，对于廖浩来说，这是
一个值得铭记的时间：他进入重庆德
凯实业股份有限公司工作。在这里，
他看到了一群和他一样有着梦想和干
劲的年轻人，他也将成为其中的一员，
燃烧自我，奉献自己。

作为一名党员，廖浩始终不忘初
心，牢记使命，在自己的工作岗位上将

崇尚劳动、热爱劳动、辛勤劳动、诚实
劳动的劳动精神和执着专注、精益求
精、一丝不苟、追求卓越的工匠精神落
实到每一天的工作日程里，每一周的
周会报告上，每个月的月会报告中。

“一”虽小，可始终如“一”，方可彰显
“一”的魅力。他就是在这样日复一
日，年复一年的坚持中，找到只有辛勤
劳动才是实现自我价值的途径。

深入钻研 不断思考
努力找到创新的法门

只有站在巨人的肩膀上才能看得
更远，廖浩深知这样的道理，来到德
凯，作为一个年轻人，要学习的还有很
多。

因此，他抓住每一次培训的机会，
从每一次的培训中不断领悟学习业界
精英的知识经验，每一次都将自己的
心得体会记录下来，这是买不到的精
神财富。5年下来，他写满了几个笔记

本。
同时，他谦虚好学，遇到问题，也

会去请教公司里的前辈，问一问他们

的解决之道，再结合自己已有的知识
经验加以实践、证明。

作为企业科协的副主席，廖浩积

极组织协调研发、工程等技术部门进
行刻苦攻关，反复进行实验千余项，
经过不断的验证，最终成功开发了应
用于5G通信领域的高速覆铜板，并
成功申请“一种生产高速覆铜板的胶
水的制备方法及其产品”的发明专
利。他组织带领公司技术部门与重
庆科技学院联合开展的“5G通讯基
站用高频覆铜板与高速多层电路板
精密制造技术及应用”项目，获得了

“2020中国有色金属工业科技技术奖
一等奖”。先后主导申请发明专利
《高频高速覆铜板及其制备》《一种生
产高速覆铜板及其方法》，并在《第21
届中国覆铜板技术研讨会》上发表专
业论文2篇。

用心服务 甘于奉献
做新时代的追梦人

年轻就应该拼搏，年轻更要奉
献。廖浩说：“我的力量小之又小，我

能做的就是尽自己最大的能力帮助他
们。”他是这样说的，更是这样做的。

在2020年初新冠肺炎疫情暴发之
际，所有人团结一心共同抵御疫情时，
他踊跃倡导企业员工对灾区进行捐
款。从写倡导书到清点捐款数额到打
款，每一步都亲力亲为。针对公司疫
情防控工作，他和同事一起购买口罩、
消毒用品，对公司进行大消毒，每天的
晨检少不了他的身影，早早起来，站在
公司门口等待着员工。

正是这些看似不起眼的小事情、
小细节，才是决定事业成败的根本，在
工作中廖浩更是如此。当新人初来公
司、对公司不了解、找不到归属感时，
廖浩下班后主动向新员工介绍公司，
让他们感受到公司的人情味；作为公
司工会主席的廖浩，每个月都会组织
员工参加生日会，让员工体会“德凯之
家”的温暖。

潘锋 罗雪
图片由重庆德凯实业股份有限公司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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廖浩（右）和同事讨论终端认证测试样品的线路布局

本报讯 （记者 申晓佳）9月19日，
重庆日报记者从百度获悉，百度地图联合
清华大学数据科学研究院交通大数据研究
中心日前发布了《2022年第2季度中国城
市交通报告》（以下简称《报告》）。《报告》显
示，重庆通勤高峰耗时为38.23分钟，同比
下降6.6%，环比下降3.74%。

根据《报告》，2022年第二季度，百城
交通拥堵状况大幅改善，超七成城市通勤
高峰拥堵指数同比下降；通勤时耗方面，超
九成城市通勤时耗同比全下降。周末出行
方面，百城中过半城市周末出行需求呈增

长态势，杭州、重庆、西安等旅游城市始终
保持周末出行的高热度。

《报告》也透露，第二季度，拥堵优化的
75个城市中有28个与百度智能交通深度
合作的城市，其中，北京、重庆、广州等交通
情况复杂、智能交通建设深入的城市优化
成效明显。

据悉，百度地图致力于充分挖掘数据
在交通领域的价值，通过季度城市交通报
告的发布，为把握交通发展状况、治理城市
交通问题、建设交通强国提供全面可靠的
数据支持。

第二季度重庆通勤高峰耗时38.23分钟
同比下降6.6%，环比下降3.74%

□本报记者 黄乔

“今年辖区水位出现汛期反枯现象，必
须加密巡航探测，了解航道变化情况，及时
调整优化航标，保证航道畅通安全！”9月
19日早上6点不到，葛列军便驾船开始了
一天的江上巡逻工作。

葛列军是长江重庆航道局望龙门航道
基地船长、渝北区“长江重庆航道局水上安
全救助志愿服务队”队员。53岁的他，半
辈子都坚守在航道保畅的第一线，每每发
生险情，总是冲锋在前；每每江上有人呼
救，总是不计安危，搏浪搭救。据不完全统
计，葛列军参加工作以来，已和同事一起救
了100多人……

落水遇险者的“守护神”

2011年 4月的一个晚上，葛列军率
船员刚完成夜航巡查工作，突然接到救
助报警电话——“猪儿碛水域有个渔船
翻了，船上3个渔民全部落水！”没有半
秒迟疑，葛列军立即招呼班组兄弟，赶赴
事发地。

夜色漆黑，他们一边用喇叭大声呼喊，
一边用灯光探照，仔细搜寻江面。终于，在
东水门大桥南桥头施工趸船处，葛列军发
现一艘翻扣着的渔船，船背上趴着3位奄
奄一息的渔民。

见此，葛列军迅速叫班组船员拿出救
生圈，熟练地向落水者抛去。但风大浪急，
救生圈和救生衣都被浪头冲走。葛列军毫
无怯意，快速穿上救生衣，系上救生绳，一
头扎进冰冷的江中。

葛列军奋力向落水渔民游去，并用爪
钩挂住落水渔民。“拉！往回拉！”随后，他
大喊着，示意船上的同事往回拉，自己也用
力地往回游。

不到10分钟，3名落水渔民全部获
救。转头望向江面，渔船很快就被江水卷
进了江底。

守护长江航道30余年，葛列军救过多
少人，他自己也记不太清了。从他曾经所
在班组同事的值班记录簿上看到：2012年
3月16日，成功救起两名落水青年；2014
年9月6日，只身从江中成功救起1名溺水
少年；2021年4月30日，在东水门大桥水
域成功救起1名落水群众……

“我在船上工作，看见落水的人肯定要
救啊！”在葛列军看来，自己见义勇为的行
为，只是一份责任和一种本能。

为行轮保驾护航的“应急先锋”

葛列军所在的望龙门航道班组，担负
着重庆朝天门港口码头、猪儿碛等一类浅
滩和朝天门大桥、东水门大桥、千厮门大桥
等6座大桥的航道维护和管理任务。

每年汛期，葛列军都会坚守在岗位上，
遇到险情也总是挺身而出。2011年5月
的一天，满载2500吨钢材的“启航03号”
货轮因操作失误，上水行至重庆主城区猪
儿碛水域时发生搁浅，严重影响航道畅通
安全。

“当时，施救船舶因救助措施不当，导
致整个施救船队快速倒向北岸，即将撞向

老葛所在的趸船。”同事回忆说，发现险情
的葛列军立即呼叫班组职工上岸避险，确
定船舶暂无沉没危险后，又及时组织人员
回船转移物资。最后，虽有部分船舶碰
撞，但避免了重大人员伤亡事故和财产损
失。

如何将受损的船舶安全移出事故区
域？葛列军主动站了出来。他驾驶着受损
右倾的“渝道1105”艇，在宽度有限的通道
口不停地进船、倒船、转向，最终从狭窄的
通道中开了出来。

31年来，葛列军有太多次这样的急中
生智，这样的挺身而出。他说，只有技术过
硬，才能为行轮保驾护航，也才对得起自己
的这份职业。

改革创新工作的“发明家”

航标被称为行轮的“眼睛”，航标位置
是否准确，与船舶行驶安全密切相关。如
何在调整航标后，第一时间将最新的航标
信息对外发布，是葛列军一直思考的问
题。

“以前每次调整了航标，都需要人工层
层上报，再对外发布，一个流程走下来至少
半个多小时。”葛列军说，航道和航标是根
据水位随时变化的，有时候新通告刚发布，
实则已经过时了。

为解决航道通告发布不及时这一问
题，今年7月，葛列军劳模工作室创新推出
一款“云上办公助力航道通告发布”小程
序。“现在，我们航标进行‘设、撤、移、改’优
化后，直接打开小程序，只需手指点几下，
通告就发布出来了，及时而准确。”葛列军
说。

其实，这些年来，为改变过去落后的工
作方法，葛列军坚持改革创新。他一边自
学，一边带领“葛列军劳模工作室”成员，立
足岗位开展小创新小发明，成功研制出了
航标灯透镜清洗机、浮具标体棘轮收紧装
置、直立式鸟粪清洗机等一批紧贴航道管
理实际的实用性技术创新成果。

“活到老，学到老嘛！”还有两年就要退
休的葛列军说，他将继续坚守岗位，力保辖
区航道安全无事故，同时为市民提供水上
安全保障。

“重庆好人”葛列军：

他和同事一起从江中救起100多人

重庆这十年 好人在身边

葛列军驾船巡逻。 （受访者供图）

本报讯 （记者 王天翊）9月
19日，重庆日报记者从重庆高速集团
获悉，巫溪至开州高速公路（以下简
称“巫云开高速”）已进入全面快速建
设阶段，计划2025年建成通车，届时
从开州经云阳至巫溪，车程将由现在
的2.5小时缩短至1小时左右。

巫云开高速是重庆市高速公路
网规划（2019-2035）“三环十八射多
联线”中的第三十三联线，全长
118.62公里，概算投资222.5亿元，设
桥梁 86 座、隧道 21 座，桥隧比达
60%，于2021年 11月正式开工，目
前多个桥隧工程进展顺利。

位于云阳县沙市镇的双河口特
大桥是全线重点控制性工程之一，主
跨200米，是全线单跨跨径最大的桥
梁，162.1米的右幅主墩也为全线最
高。目前，该主墩已施工至114米，
预计今年11月封顶，进入上部结构
施工阶段。

位于巫溪县凤凰镇境内的凤凰
特大桥横跨熊家河，山势陡峭。目
前，凤凰特大桥左右线3号主墩各施
工77米，预计将于10月封顶。

在巫云开高速部分路段，分布着
像豆腐一样的巴东组地质，它松散、
遇水易崩解，结构复杂，增加了工程
难度。位于巫溪县菱角镇望乐村内
的望乐隧道左右洞总长2.9公里，处

于100%危岩地质地段。面临类似状
况的，还有位于巫溪县境内的朝阳隧
道、丁家隧道。重庆交建巫云开高速
B1标项目副经理朱维龙介绍，在采
取一系列超前支护措施后，3座隧道
正按进度推进。

巫云开高速在设计和建设中，
将促进乡村振兴作为重要的考量因
素。巫溪县文峰镇金盆村附近的红

池坝服务区，将建设成为三峡库区
首个开放式服务区。它采用两侧连
通的一体化设计方案，整体上跨公
路主线，主线以隧道的形式下穿服
务区，占地面积达到200亩，可以建
设面积更大的商业体，布局更多功
能。目前，该服务区土石方开挖已
完成56万立方米，土建工程预计明
年完工。整体建成后，红池坝服务

区将成为离红池坝景区最近的服务
区，方便游客前往红池坝，其设计中
的“打卡”属性也吸引红池坝游客来
此消费。

据悉，截至今年9月，巫云开高
速项目已累计完成投资40.31亿元，
约占总投资的18.1%；总体建设形象
进度 14.8%，土建工程形象进度
23.92%，将于2025年建成通车。

巫云开高速进入全面快速建设阶段
2025年开州到巫溪1小时车程可达

本报讯 （记者 何春阳 实习
生 唐靖岚）9月15日，市政协“同心
聚力巴渝行”主题采访团走进奉节，
看当地政协如何开展“百名委员巡百
河”行动，助力守好长江上游生态屏
障最后一道关口。

重庆是长江上游生态屏障的最
后一道关口，奉节作为三峡库区重点
区域之一，担起“上游责任”是必然使
命。今年以来，奉节县政协围绕生态
环境问题，探索提出“百名委员巡百
河”行动，动员广大政协委员就近就
地关注水环境水资源保护利用情况，
以集中巡河与个人巡河相结合的方

式，帮主管部门及时发现问题，建言
献策。

“我们创新开展了无人机巡河，
大大提升了巡河效率。”县政协委员
向少奎是“百名委员巡百河”中的一
员。他告诉重庆日报记者，他巡河的
河段是长江南岸一级支流大溪河的
入江口处至南向几公里范围内的水
域。由于两岸水低岸高，沿河没有可
通行的道路，向少奎便用无人机代替
双眼，每个月沿河段飞上一两次。

事实证明，这种方式十分有效。

“有天傍晚，我发现入江口有很大一
片漂浮物，立马反馈给县政协，一周
内就解决了这个问题。”向少奎说，近
几个月，他将无人机巡河收集到的图
片信息，以社情民意方式提交县政
协，再转交相关职能部门，均在短时
间内推动解决了实际问题。

“参加巡河的政协委员的主要任
务就是聚焦水资源保护、水污染防
治、水环境治理、水生态修复等方面，
到各自联系的河段开展实地巡查；围
绕污水‘三排’及河道‘四乱’等突出

问题，组织开展专题视察、协商、调研
等集体履职活动。”奉节县政协人环
委主任、办公室主任刘雅洵介绍，活
动开展以来，6个界别活动组坚持集
中巡河和个人履职相结合，均已完成
集中巡河视察，邀请县河长办等有关
人员召开了座谈会并现场转交问题
清单；同时，还提出了做好执法保障、
加大宣传力度等6条建议。

据统计，奉节“百名委员巡百河”
开展以来，在集中巡河、个人巡河中
共发现并移交问题近50个。

奉节开展“百名委员巡百河”行动
助力守好长江上游生态屏障

政协之窗
同心聚力巴渝行

□本报记者 赵伟平 实习生 吴金锴

9月17日，璧山区七塘镇莲花穴
自然村花香四溢，田园风光正好。走
进村子，小型艺术博物馆、美术馆、小
剧场、咖啡馆等休闲文化场所不时映
入眼帘。此情此景，很难让人将它与
往昔那个遍地都是皮鞋小作坊的场
景联系起来。

砸掉“金饭碗” 为生态让路

七塘镇距离璧山城区近 30公
里，上世纪八九十年代，这里的皮鞋
生产、加工与销售闻名遐迩。全镇有
小作坊200多家，上万村民中有一半
从事跟皮鞋相关的工作，皮鞋产业被
视为当地村民增收的“金饭碗”。

将军村九组村民廖勇16岁就跟
着长辈学做皮鞋。后来有了积蓄，他
也开起了皮鞋作坊，一年收入好几
万，日子过得滋润。

七塘镇皮鞋产业做得风生水起，
吸引了周边八塘、九塘、大路镇以及北
碚、铜梁等地的村民前来拜师学艺。

然而，皮鞋产业却引起了环境问
题。七塘镇政府相关负责人说，由于
皮鞋加工会产生一定的工业废水以
及有害气体，长此以往，污染了10万
人饮用的璧北河。是继续生产还是

关停？七塘引以为傲的皮鞋产业，让
当地政府进退两难。

“关停皮鞋加工厂，势必会影响
全镇的经济发展和村民的收入；继续
生产，环境破坏严重，长远来讲，不利
于孙后代的发展。”七塘镇的镇村干
部展开了大讨论。

“关！必须关！”当时担任镇农服
中心主任的袁长国坦言：“等不得了，
必须换个活法，为生态让路。”

皮鞋老板转型当新农人

经过一番讨论，老袁的想法成为
了大多数人都共识，但也有些村民不
理解：“我们做了大半辈子皮鞋，除了
这手艺还能做啥，全家老小可怎么
办？”“厂子说关就关，我们没了工作，
怎么养家？”……

见大家不理解，老袁一方面为村
民摆道理，算明细账：“七塘虽离璧山
城区较远，但渝遂高速从境内穿过，
区位优势突出。土壤、气候都适宜水
果和蔬菜种植，亩产值能达到2000

元以上。”另一方面，他和镇村干部挨
家挨户动员企业转型，为其无偿办理
土地流转手续、提供种植技术指导。

很快，当地最大的鞋企老板陈登
文被说服了，答应在2012年底关掉
皮鞋厂和皮革厂，转型种蔬果当新农
人。鞋厂工人也大部分跟着转型到
基地务工，虽然干的活不一样，但每
月有2500元保底工资。

见陈登文关停了皮鞋厂，廖勇也在
将军村流转100亩土地，种起了蔬菜。

打造知名乡村旅游目的地

57岁的韩世民是七塘镇四合村
人，也曾在鞋厂打工、开办小作坊。
2015年，韩世民在村里流转了500多
亩土地搞种植业。

韩世民告诉记者，基地一共有
580亩，除30多亩蔬菜外，其余500
多亩种的是柑橘、李子、桃子及樱桃
等水果，有10多种。“通过举办休闲
采摘游，我们的绿色水果和蔬菜不仅
不愁销路，价钱也卖得更高。”韩世民

说，依靠这些绿色产业，如今的年产
值有400多万元。

发展绿色产业，受益的不仅是种
植大户，当地的村民也跟着沾光。在
附近蔬菜基地务工的村民陈斌说，过
去做皮鞋一个月工资1000多元，现
在一个月能挣3500元。

为发展蔬菜产业，七塘还依托重
庆市农科院的技术支持，发展循环农
业、智慧农业、直播农业，建设百万只
蚯蚓工厂、百万只天敌工厂，杜绝使用
化肥农药，打造一批绿色无公害的蔬
菜品牌。同时，依托品种、技术的更
新，建成一座四季可采摘的生态果园。

按照农旅文商融合的发展思路，
七塘镇将充分利用“开心农场”、蔬菜
基地、血橙基地、热带水果基地以及
昆虫主题公园、特色文化院落等资源
优势，联合建成集休闲观光、采摘体
验于一体的农业公园，并与四川美术
学院合作，对古院落、古遗址进行艺术
再造，将七塘打造成重庆知名的乡村
旅游目的地。

从皮鞋大镇到生态果园
璧山区七塘镇走上转型发展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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