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习近平总书记在民营企业
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充分肯定
了我国民营经济的重要地位和作
用。这让我们感到激动和振奋，
心里暖洋洋的。”11月13日，重
庆长安跨越车辆有限公司总经理
韩鸣表示，长安跨越将深入学习
贯彻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精
神，用饱满的激情推动企业实现
高质量新发展。

全市民营企业座谈会暨走访
服务民营企业动员会提出，要有效
破解民营企业“融资难”“降本增效
难”，切实减轻企业税费负担，帮助
企业降低生产经营、物流、用气用
电等成本。在韩鸣看来，若相关政
策举措能够落实，对民营企业无疑
是重大利好。他说，当前民企贷款
利率比较高，大概在5%—5.5%
的水平，如果利率能够适当下降
一些，相信能够有效缓解许多处
境艰难的民企的资金压力。

长安跨越是渝东北片区的龙
头制造企业，在万州的生产基地
目前平均每天生产700—800辆
汽车，直接或间接解决了上万人
就业。同时，该生产基地还带动
多家零部件企业形成产业集群，
对三峡库区产业经济起到了重要
的支撑和带头作用。

但同时，企业发展中的压力
也较大。韩鸣举例说，长安跨越
受地理位置所限，相较于重庆主
城，单车物流成本增幅达到1000
元/车。为利于企业扎根库区，希
望政府能想些办法，解决企业面
临的难题。

另外，还有金融机构支持的

问题。一年前，长安跨越和政府
有关部门计划联合发起5亿元的
汽车产业基金，推动各零部件配
套企业提档升级，但该计划目前
尚未落实。关键是部分银行对汽
车行业持过于谨慎的态度，不愿
意参与。

韩鸣说，近5年来，长安跨越
年均复合增长率近30%，去年增
幅达到58%，今年1—9月同比增
幅更是达到62%，高于行业近50
个百分点，增速名列全国轻型车
行业第一，进入全国轻型车行“第
一军团”。长安跨越企业发展不
错、前景不错，所以希望金融机构
对汽车行业特别是优质民营企业
给予更大支持。

韩鸣认为，随着我市集中走
访精准服务民营企业活动的开
展，有关部门和社会各界能够更
清楚地了解民企的真实情况，从
而出台更有针对性的政策举措。
同时，民企自身也要争气，要努力
推动技术创新、降本增效和管理
优化。

据悉，近年来，长安跨越通过
开拓轻卡和微卡间的细分市场，
使长安新豹等拳头产品实现差异
化发展，占据了全国同类产品
50%—60%市场。

11月 14日，从长安跨越传
来消息，该企业以3.5亿元全资
收购北奔重型汽车重庆有限公
司，并规划将在重庆主城建设第
二生产基地，使得年产能从20万
辆左右提升到43万辆左右，为打
造中国第一阵营的智能物流生产
基地奠定坚实基础。

长安跨越总经理韩鸣

希望金融机构给优质民企更大支持
本报记者 白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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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 杨骏 实习
生 唐璨）11月16日，市商务委召开
新闻发布会，通报了重庆自贸试验区
的建设情况。整体来看，重庆自贸试
验区建设成效明显，151项改革试点
任务已落地实施122项，29项正积极
推进。截至2018年10月底，重庆自
贸试验区引进项目1605个，签订合
同（协议）总额4848.14亿元人民币。

市商务委相关负责人介绍，重庆
自贸试验区启动建设以来，坚持高位
推进，明确目标定位，实施“双轮驱
动”，完善运行机制，凝聚发展合力，

取得明显成效。在制度创新方面，目
前，重庆自贸试验区出台配套文件34
个、支持措施500余条。培育形成13
个创新典型案例、34项制度创新成
果，其中全国首创案例6个、首创制度
创新成果11个，海关特殊监管区域

“四自一简”“国际物流大通道建设”
“实施铁路运输信用证结算”等被国
家采纳和推广，“重点企业进口付汇
新模式”等21项案例和成果从自贸试
验区推广到全市。

在提升便利化水平方面，重庆自
贸试验区已全面实施外商投资负面
清单管理，外资项目备案实现立等可
取，覆盖率达到100%。同时，加快海
关通关一体化改革，大通关建设持续
发力，企业业务协调时间节省50%以
上。值得一提的是，国际贸易“单一
窗口”上线运行，口岸通关时间压缩
了1/3。

此外，重庆继续坚持优化自贸试

验区的营商环境。目前，33项市级经
济管理权限下放片区，商事主体注册
登记“四办”（网上办、马上办、辅导
办、帮你办）、基层“注册官”制度广受
企业好评。积极推进“多证合一”和

“证照分离”改革试点，探索推行“四
十一证合一”，通过取消审批、审批改
备案、告知承诺、提高透明度、加强市
场准入监管等措施，解决了“准入不
准营”的问题。

金融开放创新，也是重庆自贸试
验区取得实效的重要领域。重庆自
贸试验区在全国率先启动物流金融
创新试点，推出国际陆路贸易供应链
融资新产品。优化跨境收支管理，提
高跨境结算效率，节省企业人力和资
金成本超过70%。跨境投融资领域
更广，企业外债流入维持历史较高水
平，平均融资成本下降0.5个百分点。

通过一系列举措，重庆自贸试验
区也初步显现了产业集聚效应——

在智能产业领域，商汤科技人工
智能、金泰克内存生产基地等标志性
项目落地；

医疗领域实现突破，新加坡莱佛
士集团独资医院落户；

航空产业逐步壮大，美国AAR、
新加坡新科宇航、广州飞机维修公司
维修企业落户共建；

金融、教育领域逐步扩大，筹建
首家中外合资证券公司及合资医疗
保险机构，引进美国石溪中学等境外
教育机构。

截至2018年10月底，重庆自贸
试验区新增企业注册20630户，占全
市比重9%，注册资本总额1725.39亿
元人民币，占全市比重13.8%。其中，
新增外资企业注册347户，占全市比
重21%，注册资本24.05亿美元，占全
市比重12%。重庆自贸试验区引进
项目1605个，签订合同（协议）总额
4848.14亿元人民币。

重庆自贸试验区引进项目超1600个
合同（协议）总额4848亿元，落地实施改革试点任务122项

本报讯 （首席记者 陈
钧 实习生 唐璨）11月 18日
15时55分，中欧班列（重庆）“德
国曼海姆港—重庆果园港”班列
抵达两江新区果园港，全程途经
约1.1万公里。

这趟班列运输的货物以汽车
零配件为主，经过波兰、白俄罗
斯、俄罗斯、哈萨克斯坦，从霍尔
果斯进入中国，抵达重庆的果园
港后，将在果园港进行分拨。

曼海姆港是中欧班列（重庆）
在欧洲开辟的第二个节点，将打
造成为中欧班列（重庆）在德国的
重要常态始发点。该班列的成功
开行，不仅拉开了果园港与曼海
姆港联动发展的序幕，更深化了
我国长江上游地区与欧洲莱茵河
上游地区的经贸合作，有利于促
进两江新区更好承接与德国在物
流、贸易、智能制造等方面的合作
项目。

深化长江上游地区与莱茵河上游地区的经贸合作

“德国曼海姆港—重庆果园港”班列抵渝

陈虹宇 15215066369

帮扶留守儿童与随迁子女

关爱热线

共建共享“幸福南岸”

一直以来，助力深化脱贫攻坚，关
爱帮扶在南岸务工的留守儿童、进城
务工人员随迁子女，都是南岸全区上
下共同关注的重点工作。

特别是市委、市政府明确要求把南
岸区建设成为“三生三宜”品质城市、实
现“南岸起风景”以来，如何回馈进城务
工人员、让全民共享城市建设成果，成
为共青团南岸区委开始思考的问题。

“仅仅简单资助等过于形式的方法，
并不能解决留守儿童和务工家庭的问
题。”共青团南岸区委相关负责人认为。

单独物质的给予并不能真正触动
心灵。创新搭建沟通平台、倡导关爱
互助精神，是共青团南岸区委积极探
索的方向。

经多方研究，共青团南岸区委决定
组成“青苔”计划关爱领导小组，启动系
列关怀活动，彰显南岸人文关怀、人文
情韵，让务工家庭共享“幸福南岸”。

通过联动各方力量，初步建立起
了组合式关爱帮扶体系。目前，已与
南岸区教委、共青团丰都县委建立联
常态化工作联席会制度，牵头南岸两
所小学分别与丰都都督乡中心校、栗
子乡中心校成功结对。

“青苔”计划累计筹措爱心款及物
资共215347.45元，设立成长基金12
万元，成立基金管委会，做到隔手管
理，确保专款专用。

关心留守儿童和随迁子女

走进抗战遗址博物馆，缅怀革命
先烈；前往南山植物园，见识各种稀奇
种子、石头；登上施光南剧院的大舞
台，参与“以青春的名义”五四纪念大
会演出；去青少年活动中心，上一堂特
别的兴趣课……

这些主城孩子日常的活动，对于
来自丰都县都督乡、栗子乡中心校的
孩子们来说，却是新奇的体验。

今年5月1日，由共青团南岸区
委、南岸区教委、共青团丰都县委、南
岸区青少年活动中心举办的“‘青苔’
计划 助力深化脱贫攻坚——南岸·

丰都留守儿童‘手拉手心连心’关爱活
动”开启，集结了来自丰都的30名留
守儿童及南岸区20名随迁子女。

在为期4天的活动中，孩子们走遍
了南岸大街小巷，感受了父母辛勤建

设和工作的地方。孩子们的父母也在
工作之余与大部队汇合，尤为难得。

截至目前，“青苔”计划先后实施
关爱帮扶项目8个、完成7个，专项拨
付资金10万，整合部门帮扶资金1.5万

元，夏令营活动2期、4200余人参与，
社会企业、爱心人士及明天基金赞助
物资及活动200347.45万元、关爱帮扶
留守儿童及随迁子女13400余人次。

欢迎有爱人士共同参与

在今年的“青苔”计划五四活动
中，重庆南部公交、区消防支队等部门
的大力支持，为孩子们接受爱国教育、
学习消防知识提供了极大便利。南岸
区周幺妹青年志愿者服务队的全程帮
助，更让孩子们倍感温馨。

自“青苔”计划启动以来，共青团
南岸区委主动与区内各部门、街镇社
区、企业、高校加强沟通对接，力求把
各种资源统筹落实到具体活动当中。

目前，南岸已发动社会爱心人士资
助留守儿童7人；联合重庆大帝教育集
团为区内84中、和平小学捐赠3572本

图书，共计100347.45元；与酷虫巴士、
重庆交运集团及南山植物园达成协议，
定期为留守儿童及随迁子女开展科普
知识宣传，定期开展科普知识宣传2次；
联合12355青少年服务台、煜昆青少年
发展服务中心开展中高考心理减压专
题讲座16次、9600余人参与。

“多亏了社会各单位、爱心人士的全
公益性支持，为进一步拓宽孩子们的视
野、充分挖掘和培养他们的兴趣特长提
供了基础条件。”共青团南岸区委相关负
责人表示。“‘青苔’计划正在不断扩展，
我们号召更多的爱心人士加入进来，走
进孩子的日常生活、内心世界，教育和引
导他们以阳光的心态过好生活。”

下一步，共青团南岸区委将努力
把“青苔”计划塑造为关爱留守儿童公
益示范品牌活动，使“青志南岸”志愿
服务成为加快“三生三宜”品质城市建
设中的一道亮丽风景线。

詹米路 王彩燕 赵东旭
图片由南岸区青少年活动中心提供

关爱失落的心灵 守护孩子快乐童年
共青团南岸区委实施“青苔”计划助力脱贫攻坚

白日不到处，青春恰自来。苔花如米小，也学牡丹开。
在偏远农村，各方面条件虽然艰苦，但似乎并不影响在这里生活生长的孩子们，他们天真无邪、朴素无华，就像诗里面的“苔”一样，悄然开放，执著生长。
为深入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大精神，健全农村留守儿童和随迁子女关爱服务体系，共青团南岸区委启动“青苔”计划——关爱留守儿童及随迁子女活动，全力实

现幼有所育、弱有所扶。

栗子乡、都督乡留守儿童到南滨路游玩

推 动 民 营 经 济 高 质 量 新 发 展

中欧班列（重庆）“德国曼海姆港—重庆果园港”班列抵达果园港。
通讯员 付斯颖 摄

在实施脱贫攻坚行动中，重庆
4347个驻村工作队、3608名第一书
记和1.7万名驻村工作队员奔赴扶贫
第一线，他们走田坎、进院坝、访真
贫、察实情，把乡村当作自己的家，苦
干实干加巧干。忠县金鸡镇傅坝村
第一书记、驻村工作队队长杨骅就是
其中的优秀代表，今年8月21日，他
累倒在岗位上。11月16日，市优秀
扶贫干部杨骅同志先进事迹报告会
首场报告在杨骅的家乡忠县举行。

报告会上，杨骅的父亲杨志刚、
杨骅生前同事及帮扶对象等6位报告
人，分别从杨骅服从组织安排投身扶
贫事业、用心用情用力兑现承诺、以
家国情怀传承忠诚大爱、影响后来者
投身未竟事业等方面，从亲人、同事、
帮扶对象和记者的角度，追忆其生前
一个个感人的故事、一个个鲜活生动
的细节，让现场400多名听众及当地
29个分会场近4000名干部群众深受
感动，引发强烈反响。

“抠门”又“拼命”的扶贫干部

现场，与杨骅共事一年多的忠县
金鸡镇蜂水村党支部书记彭涛，讲述
了杨骅在蜂水村驻村扶贫的故事。
杨骅把贫困户的事装在心头，将帮扶
对象当作亲人，他不在乎环境艰苦，
不摆架子、不谈条件，经常与贫困户
拉家常、谈发展，在生活上对自己十
分“抠门”，却舍得花钱帮贫困户买猪
仔、饲料，并张罗销售。这一切，让彭
涛打心眼里佩服和敬重他。

今年5月，组织把杨骅调到了傅
坝村当第一书记。在村民大会上，他
说：“我愿意和大家一起努力，让傅坝
村真正富裕起来。”为了这个承诺，杨
骅在傅坝工作期间没清闲过一天。

忠县安监局职工、傅坝村驻村工
作队队员黄建国回忆说，杨骅十分

“拼命”，带着大家走村串户调研产业
发展、规划脱贫项目、推动危房改造，
仅一个月就系统梳理了全村情况。

正要开展下一步谋划时，杨骅却累

倒了。“前一天晚上，他还为贫困户家的
危房改造而操心。”黄建国哽咽着说。

三代家风传承家国大爱

杨骅是党的好干部，更是父亲杨
志刚眼中的好儿子。

对待工作任劳任怨、对群众真心
实意、对农村充满感情，杨骅的这些
品质与杨家“忠孝、友善、勤劳、朴实”
的优良家风分不开。杨骅的爷爷杨
天奇早年参军入伍，复员后回到忠
县，下矿井、背矿石、修水库……最后
累得倒在工地上，年仅44岁。在追悼
会上，1000多名群众自发前来为他送
行。“我父亲一生踏踏实实地做事、清
清白白地为人，这是他留给我们最宝
贵的财富。”杨志刚说。

杨志刚做过乡村教师，在人民公
社当过党委书记，后来担任了副县长
职务。他一直叮嘱杨骅兄妹，一切都
要靠自己的努力和奋斗。

在这样的家庭中成长，杨骅从不
对父亲提什么要求，在儿子刚出生、
妻子又下岗了的困难时期，都没有向
父亲张口。

今年9月，杨志刚在女儿杨玲的
陪伴下到杨骅生前扶贫的村子走了
一遍。“提起杨骅，村民们都说他的
好，都说我养育了一个好儿子！”戴着
助听器的杨志刚流着泪说，杨骅没有
留下一句话、一个字，让家人痛心不
已，“但他和他爷爷一样，是为了群众
倒下的，是光荣的！”

“您是我们永远的杨爸爸”

对于大学生张荣梅一家来说，杨
骅就像自己亲人一般，是她和妹妹的

“杨爸爸”。张荣梅是傅坝村贫困户
张启斌的大女儿，今年刚考上重庆工
程学院，正当全家人为学费发愁时，
村支书陈廷虎带来位“第一书记”，对
口帮扶他们家，书记名叫杨骅。

起初，张荣梅并没抱太大的希
望，可谁知，杨骅先是帮她申请国家
教育补助，后来又为她争取到爱心企

业的3000元资助。“他把我们的事当
成自己的事！”张荣梅介绍，她在填报
补助申请资料时，因为贫困户系统和
身份证上的名字不一致遇上了麻烦，
这时又是“杨爸爸”冒着酷暑，一趟又
一趟地奔走帮忙补办手续，最终，妥
善解决了问题。

因为家庭贫困，张荣梅和妹妹都
有些自卑。杨骅自从对口帮扶她们
家后，就经常鼓励姐妹俩坚持梦想。

“我原以为家境贫困的自己没机会上
大学了，但杨叔叔却帮我实现了梦
想！”张荣梅说，“杨爸爸”给了她们追
求美好生活的希望和信心。

张荣梅告诉记者，她想要对“杨
爸爸”说这样几句话：“您告诉我，在
学校要大胆一点广交朋友，现在，我
已有了很多朋友；您说贫穷不可怕，
怕的是没志气，我会好好读书，不管
未来有多艰难，我都会带着梦想走下
去。但是，这一切您却看不到了，您
是我们永远的‘杨爸爸’！”

用心用情用力立下丰碑

杨骅的事迹经重庆日报微信公
众号报道后，在全国引起关注，万千
网友为之惋惜、心痛。近段时间来，
不少媒体纷纷前往忠县，到其生前生
活、工作的地方深入采访、了解杨骅
的事迹，重庆电视台记者廖洋益就是
其中之一。

“多么好的一个人呀！”廖洋益见
到的每一位采访对象都反反复复说
着这句话。

翻阅杨骅四十八载的人生履历可
以发现，从1989年走上工作岗位到
2018年牺牲在扶贫一线，杨骅在粮食、
路政、安监等多个单位工作，都是在最
基层的岗位。“在众多讲述中，我看到了
一个普通党员干部如何用爱和责任赢
得了怀念；看到了忠厚仁义的家风怎样
影响人的成长；看到了一个真心实意
为群众服务的共产党员是如何在老
百姓心中树起一座丰碑！”廖洋益说。

杨骅虽然走了，但傅坝村的故事

还在继续……杨骅生前在安监局的
同事、朋友董世军，主动接过了“第一
书记”的担子，就着杨骅的办公桌、睡
铺，在傅坝村开始一段新的工作历
程。现在，傅坝村的果园扩建项目已
经通过审批，预计年前就可以开工；
村里的公路已经完成硬化4.3公里，
另外两条公路的拓宽改造也在有序
推进；微信公众号建了起来，电商平
台也已经进入试运营……

像杨骅一样“用脚丈量大地”

杨骅的故事感动了现场观众，金
鸡镇蜂水村的贫困户李明权就几度
落泪，“杨骅把我们贫困户的事当成
了自己的事，经常到我家聊天。”

前几年，李明权因生意失败，搞养
殖亏损，生活越过越难。杨骅听说后，
主动给他家送去了2头猪仔，还买了
饲料，教他科学养殖。“杨书记答应我，
等过年就来我家买猪肉，吃杀猪菜；现
在，他却离我们去了。”李明权感叹。

三汇镇寨坪村驻村工作队第一
书记、队长万山红听了杨骅的事迹，
感触颇深。“报告会中，几次落泪。特
别是扶贫工作一些细节，不仅仅让人
感动，还是一次驻村工作再培训。”万
山红表示，扶贫工作最重要的是与贫
困户“心连心”，要像杨骅一样用心、
用情做事。

金鸡镇党委书记张小平曾与杨
骅一起工作，他说，杨骅是真正做到
了“用脚步丈量大地”。“他真正做到
了吃在村、住在村、干在村。”张小平
说，希望以这个报告会为契机，在全
镇掀起向杨骅同志学习的热潮，以更
加扎实的作风、务实的工作，打赢脱
贫攻坚这场硬仗。

忠县农委（扶贫办）主任徐正龙
介绍了自己与杨骅的三次接触经
历。杨骅踏实认真的作风、真心实意
为群众办事的态度，让他印象深刻。

徐正龙表示，杨骅的先进事迹体
现了共产党人的忠诚与担当，是我们
永远学习的典范，该县农业和扶贫系
统将迅速掀起向杨骅同志学习的热
潮，要像杨骅一样“用脚丈量大地”，
自觉行动、对标先进、见贤思齐，扑下
身子、干出样子，巩固脱贫成果、提高
脱贫质量，坚决打赢脱贫攻坚战，不
让一个贫困户在决胜全面建成小康
社会中掉队。

民 心 深 处 立 丰 碑
——重庆市优秀扶贫干部杨骅同志先进事迹首场报告会侧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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