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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 陈维灯）12月12
日至14日期间，重庆市老科学技术工作
者协会应武隆区委组织部邀请，组织十
多位院士专家赴武隆区平桥、鸭江等乡

镇调研，开展“乡村振兴，人才先行”活
动，为推进武隆区乡村振兴战略问诊把
脉、出谋划策。

武隆区委负责人介绍，武隆区此次
邀请专家到基层一线，主要针对武隆山
地特色高效农业、乡村旅游、人才培育、
产业升级等方面把脉问诊。

几天来，院士专家一行先后深入

平桥镇高屋村桑葚基地和桑葚酒厂、
鸭江镇涂鸦村、和顺镇供销社、白马镇
沙台村云哥采摘园等地实地考察，与
种植户共同探讨农业发展以及产业规
划等问题。

国务院特殊津贴获得者、重庆市老
科技工作者协会会长欧可平表示，乡村
地区引进人才不能盲目，应根据本地的

实际，引进具有乡土情怀、能沉得下去、
留得住、适合乡村发展的人才；同时，应
该积极培育本土人才，让本土的“土专
家”“田秀才”有机会得到更加专业和系
统的培训，为本地乡村振兴培养一支人
才队伍。

中国工程院院士向仲怀认为，一个
区县在发展旅游时，应该充分挖掘当地
的人文历史，将人文历史与当地的自然
资源禀赋有机结合，这样才能实现旅游
产业的提档升级。

院士专家进村 与“田秀才”面对面

本报讯 （首席记者 陈钧 实习生 唐璨）12月14
日开园的中瑞（重庆两江）产业园，已吸引超过30家企业落
户，还与200余家欧洲科创企业建立互动关系，这是重庆日
报记者从两江新区获得的消息。

早在今年7月，两江新区就通过重庆——瑞士经贸合作
论坛暨中瑞（重庆两江）产业园招商推介及集中签约活动，吸
引包括中瑞（重庆两江）产业园杯瑞士创新创业大赛合作项
目、瑞士中国中心与重庆分享投资合作项目等12个项目落
户。目前，该产业园不仅吸引了30多家企业落户，与包括瑞
士在内的200余家欧洲科创企业建立互动关系，还与国内、
瑞士、法国的顶尖科研院所和高等院校合作，启动设立中瑞
（重庆两江）产业园先进技术研究院。

在招商引资的同时，中瑞（重庆两江）产业园投资孵化了
13个项目，其中，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CAE（计算机辅助工
程）项目，已完成软件开发，填补了国内CAE软件的空白，将
大大加强中国制造业的基础能力。据悉，该软件能对复杂物
理问题进行仿真分析，节约设计和试验成本，缩短新产品研
发周期，以优化制造过程。

30多家企业落户
中瑞（重庆两江）产业园

12月15日，两路口南北分流道一
期工程正在进行附属设施收尾施工，预
计明年春节前完工。分流道一期工程
北起渝澳大桥，沿轨道交通3号线东侧
上跨牛角沱立交，下穿体育路后，接入
长江一路。工程建成通车后，可直接
连通渝澳大桥与长江一路，上清寺转
盘和两路口环道交通压力将得到有效
缓解。

记者 罗斌 摄

两路口南北分流道
一期工程春节前完工

家庭和睦则社会安定，家庭幸福则社会
祥和，家庭文明则社会文明。一直以来，南川
把家庭文明建设作为一项长期任务，结合全
国文明城区创建，开展“议家风、立家训、传家
礼、评家庭”等主题实践活动和系列志愿服
务，以千千万万家庭的良好家风筑牢社会风
气的基础。

如今南川每个家庭“小细胞”正在释放出文
明“大能量”，让南川更温暖、更美丽、更幸福。

好家风
让更多家庭向善向美

在南川，“全国最美家庭”陈明益一家的
故事广为传颂。

陈明益一家四代同堂，拥有31口人，他
和老伴已年过八旬。为了让子孙后代成长为
对社会有贡献的人，老人定下了“忠、诚、贤、
德”的四字家训，为子女树立了统一的真善美
假丑恶的标准。

每季度举行一次家庭联会是陈明益一家
的约定。家庭联会上，各位家庭成员分享成
长、生活、学习中的心得。每年还有一次总结
表彰会，评出“学用结合好学生”“护国爱家好
标兵”“教育子女好父母”“吃苦耐劳好模范”

“奉献家庭好媳妇”“勇于担当好榜样”，由老
两口颁发锦旗。

陈家的故事让许多群众深有感触，有的

家庭还效仿陈家的治家理念，争相营造和谐
温馨、孝顺友爱的氛围。

陈明益一家只是南川家风故事会的主角
之一。近两年，南川大力开展家风分享故事
会，通过办讲座、进农家等群众喜闻乐见的形
式，推动文明向群众日常生活渗透，带动更多

家庭见贤思齐、向善向美。
此外，该区还开展了“倡导文明婚俗，倡

导孝老家风”主题宣传活动，向辖区居民宣传
家风家训、家庭美德、文明婚俗等信息，倡导
辖区居民喜事新办、抵制婚嫁恶俗，倡导孝老
敬老爱老助老的优良传统，让千万家庭的美

德细胞汇聚出社会文明的磅礴力量。

好家训
让更多家庭传承美德

“勤劳一日，一夜安眠，勤劳一世，一生幸
福。”“固守稳健，谨慎行事”……诸如此类的

“家训”在南川并不鲜见，它们已经浸入了当
地群众的骨髓里、血液里。

49岁的程在群是东城街道渚堰塘社区
居民，15年前，她把年过七旬的伯母接到自
己家，同时承担起照顾婆婆和伯母的责任，被
评为当地的孝老敬亲典型。

有一次老人摔伤不能走动，程在群便24
小时留在家里照顾，隔一天就要把老人从7
楼背下来送到医院换药，还每天坚持为老人
捶背、按摩，经过一个月的精心护理，老人的
脚才痊愈。多年来，类似的事情发在程在群
家发生多次，老人从来没有听到一句怨言。

“作为子女、作为晚辈，这是我应尽的责任，我
也教育我的子女要严守‘孝老爱亲’这一家
训。”程在群说。

近两年，南川区大力引导居民立家训家
规，由“新乡贤”和德高望重的老人参照各家意
愿共同制定“家训”贴到每家每户的墙上，如春
风化雨般滋养千家万户。结合“我们的榜样”
评选，南川还设置善行义举榜，让普通家庭学
习榜样，把家训精神传承下去、“渲染”开来。

好家规
让家庭成员树好人生标尺

“阅读不仅仅是兴趣，更是我们一家人的
一种生活习惯。”获评重庆市“最美书香家庭”
的皮祖奎说，每月购买书籍已成为一笔固定
的家庭开支，每天阅读1小时已成为全体成
员认可的家规。如今他家藏书已经超过
1000册，闲暇时候，一家老小共同相约家里
的“书吧”，无比温馨。

家规泽后代。以此为引领，南川面向机
关单位，通过“领导干部立家规”活动，引导领
导干部把立家规、行家规情况作为对照检查
的重要内容，认真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以好
家规带动好风气。

值得一提的是，南川还结合寻找“最美家
庭”活动开展“共产党员正家风”主题活动，评
选“最美廉洁家庭”，引导党员干部制定有时
代特点、积极向上的家规，做传承良好家风、
促进家庭文明建设的“带头人”。推动党员家
庭在家风家教方面走在前列，引领社会风尚，
以良好家风浸润社会。

王静 黎明

家美人美南川美

家庭小细胞 释放文明大能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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皮祖奎的朋友经常前来借书 摄/陈姗

12月 9日，酉阳气温降到了零下。
然而，板溪镇三角村贫困户许华侨心头
却暖暖的。当天，老许接到了一个电话，
对方不但询问其近况，还帮他联系年猪
销路。

商会会长与老乡结对子

电话是许华侨的老乡、板溪商会会
长冉茂林打来的。今年42岁的许华侨
因妻子去世、3个小孩读书，日子过得紧
巴巴。2015年，冉茂林了解到他家的情
况后，与其结成了帮扶对子，帮助他扩大
了猪、羊养殖，现在许华侨每年收入近5
万元。

像许华侨一样，在板溪商会会员们
的帮助支持下，板溪镇有180余户贫困
户陆续摘掉贫困的“帽子”，通过养殖、务
工和电商的形式，走上致富的道路。

冉茂林是板溪镇扎营村人，以前在
外做建材生意，积累了一定的资金。
2014年，他回家乡发展。年底，在镇里
的支持下，冉茂林与镇上30余家工商户
一道发起成立了板溪商会，并投身扶贫

事业。“商会本身是一个整合资源的平
台，投身扶贫需要发挥自身的优势。怎
样引导民企帮扶老乡，我们做了不少尝
试。”冉茂林说。

以产业为依托引导贫困户脱贫

2015年，板溪商会发动全体会员，
积极响应国家相关部门实施的“万企帮
万村”精准扶贫号召，与当地的三角村签
约结对，并同时兼顾帮扶红溪、摇铃、扎
营、杉树湾和山羊等贫困村。“起初，想通
过捐钱捐物来解决，但后来发现作用不
明显。”冉茂林说。

怎样把零散的企业扶贫力量投放到
最需要的地方？

板溪镇有种植烤烟和养殖生猪、山
羊的传统，商会决定以产业为依托引导
贫困户脱贫。发展烤烟需要大量的煤
炭，而商会中正好有会员经营煤炭生意，
2015、2016两年，商会动员当地群众发
展烤烟种植1.6万亩，其中54户贫困户
种植了1400多亩。商会零利润为贫困
户供煤4600多吨，间接支持资金130多

万元，实现户均增收10万元。
红溪村建卡贫困户许正杭就是受益

人之一。老许家有四口人，两个孩子在
读大学，2016年种植烤烟20亩，当时煤
炭市场价 800 元/吨，板溪商会用 400
元/吨的价格为其供煤，并且每吨还补贴
50元，靠种植烤烟许正杭年收入达10万
元，一举摘掉了贫困帽子。

贫困村民学会开网店

民企是安置就业的重要渠道。实施
精准扶贫以来，板溪商会投入50余万元
建设了多媒体培训教室，还聘请专业老
师面向农村学员进行相关技能培训，先
后培训农村学员2500多人。此外，商会
还成立劳务公司等6家实体企业，为相
关贫困家庭提供就业岗位。三年多来，
板溪商会的实体企业及40多家会员企
业，累计安置贫困户家庭成员就业150
余人。

不仅如此，板溪商会还顺应趋势，大
力开展电商扶贫，通过电商平台将当地
土特产卖出大山。近年来，板溪商会先

后投资修建电商服务中心和体验基地，
并举办电商培训班18期。今年32岁的
杨昌国学成后开起了网店，将竹笋、野
生鱼干、霉豆腐、脐橙等农产品卖出了
好价钱，每年收入4万多元。据统计，三
年多来，板溪镇贫困群众开办网店100
多个，实现上行农副产品交易金额近
500万元。

此外，板溪商会还进行了结对帮
扶。17名成员每人帮扶5户贫困户，通
过为贫困户提供智力支持、启动资金等
方式，助他们陆续发展起山羊养殖、土蜂
养殖等产业。冉茂林等商会成员还通过
专项资金募集等，帮助重病群众、孤寡老
人等群体，资助贫困学生10多名。

如今，酉阳板溪商会在不断发展壮
大的同时，先后帮助当地180余户贫困
群众脱贫。以商会整体之力抱团发展，
并整合力量、倾斜资源投身扶贫，引民
企之力助老乡脱贫，让板溪商会获得了
广泛认可。去年，该商会荣获全国“万
企帮万村”精准扶贫行动先进民营企业
称号。

镇商会与贫困村结帮扶对子

引民企之力 助老乡脱贫
本报记者 王亚同

本报讯 （记者 杨艺）12月15日，中冶赛迪集团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中冶赛迪）在其60周年纪念大会上，发布了
面向钢铁行业的智能制造整体解决方案以及产品体系。

在新一轮科技革命浪潮下，针对钢铁行业痛点，中冶赛
迪以解放生产力、降低成本、提高效率为目标，提出钢铁智能
制造的实施路径：一是通过系统优化、流程再造，为钢厂赋予

“简单、高效、流畅”的基因；二是按照工艺和技术逻辑实现
人、组织与生产的高度匹配，从而使钢厂保持健康的“肌体”；
三是建立完整的钢铁智能制造体系，利用“数字工厂”、3D岗
位高度机械化自动化机器人化、钢厂设备健康管理系统、新
一代信息化系统和控制系统、数字供应链系统等五大技术和
方法，逐步建成面向未来的智慧工厂。

基于此，中冶赛迪打造了一套名为“CISDigital”的产品
体系，从数字化、应用化和智能化三个层面推出了15款基
础产品，包括面向工业尤其是钢铁行业的私有云、混合云，
工业物联网平台，工业级智能设备与感知，智能工作平台，
工业大数据分析与挖掘平台等，用以支撑智能制造解决方
案的实现。

据介绍，目前该体系产品已帮助全国多家钢铁企业实现
智能制造升级。如公司开发的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世界首
套智能原料场系统，在宝钢湛江钢铁投用两年后，帮助其全
面实现了数字化、少人化和高度智能化；公司承担的新疆八
钢热轧钢卷库智能化改造项目，运用起重机无人驾驶、机器
视觉、智能夹具、智能仓储管理系统、设备自诊断系统、大数
据分析、仿真系统、移动互联等八大核心技术，实现库区作业
人员大幅减少，作业效率显著提高，同时进一步提高了设备
保障能力；此外，公司总包建设的某钢厂智慧集控中心项目，
正打造行业首创的钢铁智慧中心，项目成功实施后，预计每
年为其增效近4000万元。

“智能制造是钢铁企业实现转型升级并占据未来市场高
地的必经之路，钢铁企业要用智能制造的理念和方法进行改
造升级，从而有效应对未来挑战，实现高质量发展。”中冶赛
迪相关负责人介绍，中冶赛迪在行业内率先开展智能化大数
据研究，已经形成了一支千人队伍，构建了包含信息化、自动
化、大数据、云平台、数字交付和人工智能在内的智能化业务
能力体系，正着力打造冶金工业大数据平台和生产运营优化
平台，以此为载体连接钢铁制造企业、科研院所、工程技术企
业，建立钢铁智能制造联盟，营造开放创新的生态体系，共同
推进智能制造在行业落地与发展。

中冶赛迪发布
钢铁智能制造整体解决方案

智汇八方 博采众长
以大数据智能化为引领推动创新驱动发展

推 动 民 营 经 济 高 质 量 新 发 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