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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 仇峥）重庆日报
记者4月28日从中国汽车工程研究院
股份有限公司（下文简称中国汽研）获
悉，该公司在渝建设的西南地区首个
汽车风洞试验室，将于今年下半年投
入使用。该汽车风洞投用后，将进一
步完善西南地区汽车产业的资源配套
能力，增强重庆乃至中国汽车产业的
研发水平。

据介绍，该公司在建的汽车风洞包
括两座试验室，其中，汽车环境风洞试
验室本月成功试机“吹风”，另一座气
动-声学风洞试验室正在紧锣密鼓安
装调试。

汽车的能耗经济性、操纵稳定性、
驾乘舒适性等性能优劣与汽车开发过
程中的空气动力学、热力学设计和优化
密切相关。面对这些技术问题，当前较
为普遍的方法是通过计算机仿真模拟
技术进行研究，另一种更为有效、精确
的研究方法则是通过风洞试验模拟出
汽车实际道路行驶。

但汽车风洞试验室被认为是汽车
界技术含量最高、投资规模最大的试验
设施之一。长期以来由于国内汽车风
洞试验资源紧缺，国内汽车空气动力学
性能开发受到局限。

重庆日报记者在现场看到，所谓汽
车风洞，顾名思义首先要解决“起风”的
问题。以中国汽研在建的气动-声学
风洞为例，该风洞的“心脏”是一个直径
超过9米的风机，这是目前国内汽车风
洞试验室中尺寸最大的风机机组。在
电能驱动下，该风机“吹”出的风最高风
速可达250公里/小时。该试验室可用
于汽车空气阻力、侧风稳定性、风噪等
一系列性能的控制与开发。

另一座汽车环境风洞试验室，除了

可提供最高200公里/小时的风速，还
可以实现-40℃～60℃的高低温环境
以及每平方米500瓦到1200瓦的光照
强度。此外，该环境风洞还能模拟降雨
降雪，满足汽车热管理和水管理性能的
测试与开发。

据介绍，中国汽研的汽车风洞是
“回流式风洞”——风从风洞喷口喷出，
迎面吹向汽车车头方向，又在汽车尾部

后方的风洞收集口被吸收回流，形成资
源的循环利用。

中国汽研介绍说，该风洞试验室从
2016年6月启动建设，目前已耗时近3
年，项目总投资达5.5亿元人民币。建
成后的风洞试验室各项技术指标将达
到国内领先、国际一流水平。

作为汽车设计、研发环节重要的基
础设施，汽车风洞掌握着新车从设计到

量产的“关键钥匙”。该汽车风洞顺利
投用后，将进一步完善西南地区汽车产
业的资源配套能力，增强重庆乃至中国
汽车产业的研发水平。

据悉，中国汽研目前已联合国内
10家车企成立了汽车风洞联盟。其中
重庆长安汽车股份有限公司、重庆力帆
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等均为该风
洞联盟成员单位。

西南地区首个汽车风洞下半年投用
将进一步完善汽车产业的资源配套能力

本报讯 （记者 罗芸）“现在24
小时监控，我们运输垃圾时也特别小
心，不会再出现不小心抛、洒、滴、漏的
情况了。”4月23日清晨，在沙坪坝大
学城片区运输建筑垃圾的周万说。据
了解，从去年起，沙坪坝区利用区城市
管理局自主研发的智能化建筑渣土综
合监管平台，实现“大城智管”，虽然监
管的执法队员少了一半左右，但被查处
的运渣车“抛、洒、滴、漏”案件却较同期
减少60%以上。

当日清晨7时许，周万开着橘红色
运渣车由大学城南二路向曾家镇曾家
岗亭方向行驶，运送早高峰前最后一车
建筑垃圾。为确保无扬尘或渗漏，卡车
货厢除了加装的挡板，还用墨绿色的蓬
布将挡板间隙遮得严严实实。

在沙坪坝区城市管理综合行政执
法支队指挥中心，负责监控运渣车辆的

刘厚余说，区内的运渣车都安装了车辆
信息卡，只要运渣车行驶到监控点附近
百米范围内，就能自动识别车辆的信
息，并将车辆装运情况拍照传回中心。
中心将根据这些照片和车主信息，对出
现“抛、洒、滴、漏”的车辆进行处罚。

据了解，运渣车辆装载不规范导致
的扬尘，是城市粉尘颗粒物的重要来
源。以前，该区监管运渣车辆主要是对
出渣工地和消纳场所进行“两点”固定，
在运输过程中则只能靠相关部门执法
队员进行监管。有部分运渣车常常想
办法“钻空子”，除了装载不规范，有的
还偷偷乱倾倒，甚至在运输途中超速、
超载，成为城市安全隐患。

为了堵住监管中的漏洞，从2016
年起，沙坪坝区城市管理局着手利用已
有的监控设备研发监控系统，并于去年
投入使用。

“根据这套系统，我们可以实行‘五
定’，基本做到‘无缝监管’。”沙坪坝区
城市管理局有关负责人说。除了在原
来的工地、消纳场地“定点”外，每辆车
还必须做到“定车”，即车证合一、一车
一证；明确了运渣车的运输时间和线
路，通过“定时”“定线”降低其对城市环
境的影响。“对运渣车的监管需要多个
部门通力合作，因此除了城管部门，交
通、公安等部门也联手‘定责’，共管共
治。”该负责人说。

而对于不办理相关证件或被发现
有违规行为的车辆，若不按期整改，将
被纳入系统“黑名单”，无法再在沙坪坝
区域内运营。

“对于运渣车来说，时间就是金
钱。”为运渣车办理相关证件的某承运
单位工作人员杨阳说，一开始车主和驾
驶员都不大乐意，觉得要绕路、费时

间。但后来发现照章执行后，车辆被投
诉的情况少了，办证、续证时间也缩短
至半天，现在接受的人也多了。系统
运行后，全区运渣车的违规案件减少了
60%以上。

据统计，通过使用该系统，全区监
管运渣车辆的执法人员减少了1/2左
右。“以前我们有一支队伍专门监管运
渣车。”沙坪坝区城市管理综合行政执
法支队应急大队队长韩刚说，但现在这
些队员大多已被充实到综合执法队伍
中，对城市绿化、管网、餐厨垃圾等进行
监管，从而有更多精力投入到提升城市
综合品质上。

目前，“智能化建筑渣土综合监管
平台”入选“2018中国最具幸福感城
市·管理创新范例”，并受到国家住建部
的高度肯定，市内已有部分区县准备引
入并使用这套系统。

监管执法人员减少一半 运渣车扬尘案件却降六成

“大城智管”助沙坪坝破解建渣监管难题

公元前1亿 9000多万年的侏罗
纪，地球还处在童年，一种后来叫做

“芥”的种子出现了。它孑遗下来，像尘
埃一样随风飘散，生根发芽。

《诗经》最早记载了它，称它为
“葑”。《千字文》中说“菜重芥姜”，意思
是“蔬菜中最重要的是芥菜和生姜”。

芥菜像精灵一般不断变幻，在涪陵
的紫色土壤中，成为了“茎瘤芥”。这是
大叶芥菜的一个变种，长出了世界三大
名腌菜之一的涪陵榨菜的原材料——青
菜头。

涪陵是古巴国故都。这里“山水因
缘，神仙福慧”，巴国先王陵寝就在涪陵
白涛镇乌江边上。

巴人擅长制陶，他们溯江而上所乘
之舟即为土陶做成。他们捕鱼狩猎、种
稷植黍，不经意间，将剩余的肉食放入
装盐的陶罐，贮藏一些时间后，发现不
但没有腐烂，而且食之鲜美。于是，古
代巴人逐步学会了用盐腌肉腌菜，涪陵
也便成为盐腌肉菜的发祥地。

千百年来，涪陵人承袭了腌制咸菜
的传统。在乡间，几乎每户人家都有

“咸菜屋”，主人待客，最后一道菜便是
咸菜。涪陵民间至今延续着以一碟咸

菜察居家操持、看主妇勤劳贤淑的习
俗，还有“好看不过素打扮，好吃不过咸
菜饭”的谚语。

清光绪二十四年（1898 年），在宜
昌开“荣生昌”酱园铺的涪陵人邱寿安，
雇请四川资中人邓炳成为掌脉师，负责
干腌菜采办、加工和运输。因加工需要
用木箱榨去初腌盐水，故邱寿安将新研
制的干腌菜取名为榨菜，开始了涪陵榨
菜的商业化之路。

榨菜之路越走越宽广，越走越亮
堂，因为“中国人的胃，就需要这个
味”。侑茶、醒酒、零食的冷食法，烧、
蒸、焖、烩、汤的热食法，其无不显示出独
特的风味，故榨菜有“天然味精”之说。

不管是五香、鱼香，还是鲜味、怪
味，不管是全形、片形、丁状，还是颗粒、
酱态，从北京人喜欢的榨菜鱼、上海人
喜欢的榨菜肉松，到日本人的醒酒菜，
涪陵之味向全国、全世界扩散。2008
年，涪陵榨菜传统制作技艺被列入国家
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经过120年的发展，涪陵无论是青
菜头种植面积，还是榨菜产销量，在县
域行政区划中都位居全国第一，其中涪
陵青菜头品牌价值达24.38亿元，涪陵
榨菜品牌价值达147.32亿元；有37家
榨菜生产企业、200多个榨菜品牌，产
业总产值达102亿元。涪陵榨菜集团
作为全国首家上市酱腌菜企业，成为全
国酱腌菜行业的领头羊。

一碟榨菜，涪陵人做成了享誉世界
的中国味道。 （涪陵区融媒体中心）

涪陵 腌出中国胃喜爱的味道

本报讯 （记者 李星婷）5月 5
日，重庆日报记者从重庆大学获悉，该
校生物工程学院王贵学教授研究团队
用于动脉粥样硬化治疗的研究成果在
国际权威学术期刊《Advanced Sci-
ence》（《尖端科学》）在线发表。该成
果通过“纳米+仿生”的设计思路，找到
用于动脉粥样硬化治疗的一种新方式。

动脉粥样硬化是一种典型的慢性
炎症性血管病变，是脑血管病、冠心病
和外周动脉疾病等缺血性心脑血管病
的共同病理学基础。如何攻克它是生
物医学工程研究的热点。

重庆大学生物工程学院王贵学教
授介绍，传统的口服药物治疗存在利用
率低、见效慢、毒副作用严重等问题。
纳米药物递送系统是一种新型的药物
载体平台，能够起到增溶药物、改善药
物体内分布、降低毒副作用等功效。

但是，纳米药物递送系统难以被正
常的人体生物机体认可，常被作为“非
己”异物被机体清除，难以靶向输送药
物到病变部位。基于以上问题，王贵学
教授团队创新地通过仿生设计策略，将
红细胞膜包被于纳米药物上，从而构建
起药物缓释、长效血液循环及高效靶向
动脉粥样硬化药物递送功能的仿生纳
米药物，并首次用于动脉粥样硬化的治
疗。

该研究成果论文的第一作者王溢
博士说，团队选择将红细胞膜包被于纳
米药物上，“伪装”纳米药物，使其能够
在血液中长效循环。在小鼠模型试验
中证明，该仿生纳米药物能够实现动脉
粥样硬化的高效、安全治疗，因此具有
重要的科研意义及临床应用价值。

日前，该成果在线发表于国际权威
学术期刊《Advanced Science》上。

重庆大学研究出
用于动脉粥样硬化治疗的新成果

本报讯 （记者 黄琪奥）从两
球领先到被对手连进三球，再到最后
时刻惊险扳平。在5月5日结束的中
超联赛第8轮比赛中，客场作战的重
庆斯威和天津天海联袂带来了一场
精彩的进球大战，最终双方以3∶3握
手言和。

开场第32分钟，斯威球员费尔南
多送出妙传，帮助尹聪耀破门。5分钟
后，又是费尔南多送出妙传，冯劲突入

禁区后劲射破门。
下半时，场上形势发生了戏剧性变

化，天津天海分别在第52分钟、第72
分钟和第90分钟由王永珀、阿兰、孙可
各攻入一球。伤停补时阶段，重庆斯威
的阿德里安送出妙传，元敏诚铲射破
门，帮助重庆斯威惊险扳平比分，从客
场带回1分。

5月11日，重庆斯威将坐镇主场迎
战北京人和。

3∶3 重庆斯威客场战平天津天海

4月28日，技术人员正在中国汽研汽车环境风洞进行调试工作。 记者 罗斌 摄

从加入中国共产党的那一天起，党员便有
了自己的“政治生命”和“政治生日”，这是人生
的一次升华。对于共产党员而言，从“政治生
日”那天起，时刻都要思考从哪里来、为何出
发，以及到哪里去、如何抵达。伫立在新时代
滚滚洪流中，如何践行对信仰的承诺，担负国
有政策性银行服务国家战略的政治使命担当，
健步踏上服务人民的新征程，是中国进出口银
行党员干部一直在探寻的答案。

进出口银行重庆分行党委深刻地认识到，
落实全面从严治党要求，就是要把党的领导融
入银行治理各环节，培育“忠诚奉献、诚信严
谨、开放包容、开拓创新”的企业核心价值观，
加强基层党组织建设和党员队伍建设，以千钧
之力激发党员干部的崇高信仰和干事创业的

内生动力。

精心策划
开创党性教育新方式

4月24日，进出口银行重庆分行8名党员
着装整齐，怀着激动的心情早早来到了集体“政
治生日”活动现场。活动仪式上，进出口银行重
庆分行党委书记向过“政治生日”的党员现场赠
送党委委员签写的印着入党誓词、党组织温情
寄语的“政治生日”贺卡和生日礼物——书籍
《梁家河》。分行全体党员和过“政治生日”的党
员一起，面向党旗重温入党誓词，句句铮铮誓言
唤醒着每位同志入党的初心，激发着大家奋勇
继续前进的动力。

过“政治生日”的党员代表分享了自己的入
党经历和感言，讲述了自己过党员“政治生日”
的意义和收获。大家纷纷表示，这是首次过“政
治生日”，很有仪式感，让自己接受了一次深刻
的党性教育。这种形式既增强了自己作为一名
党员的责任意识和担当精神，又让大家亲身感
受了党组织的关怀激励，还拉近了党员与党组
织的距离。

据悉，今年年初，进出口银行重庆分行党委
就明确要求，要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大力推
进党建工作创新，创新党建活动载体，围绕“政
治生日”打造党建品牌活动。重庆分行党委瞄
准党员“政治生日”这个特殊时刻，带领党委班
子成员集思广益，精心策划了党员“政治生日”

“五个一”系列活动——重温一次入党誓词、组

织一次谈心交心、开展一次党性“体检”、赠与一
条组织寄语、赠送一份“生日礼物”，把严肃的宣
传教育转变成情感人文的思想交流，通过送生
日贺卡、谈心谈话等形式，以小见大、融情于物，
突出氛围感、仪式感、使命感，激发崇高信仰和
壮志豪情，触及内心、产生共鸣，激发干事创业
的内生动力。

牢记使命
熔铸创业新动力

进出口银行重庆分行党委相关负责人在集
体“政治生日”活动中指出，每名党员都有一个
自然生日和“政治生日”，自然生日纪念的，是对
生命的珍视和尊重；“政治生日”纪念的，是对党

的热爱与忠诚。每位党员都要牢记自己的“政
治生日”，并不只是简单地记住个日期，而是要
通过记住这个日期，牢牢记住自己在党旗下的
庄严承诺，时刻鞭策、激励自己实践全心全意为
人民服务的宗旨，把它当作思想和行动的最高
准则。时刻想到共产党员的“第一身份”，这既
是荣誉，更是责任；既是称号，更是要求。

过集体“政治生日”只是进出口银行重庆分
行贯彻落实《中国共产党党内关怀帮扶办法》、
积极探索创新党内关怀激励机制的一个缩影。
正是通过这样的仪式，搭建起了党组织与党员
之间相互沟通的桥梁和纽带，让党员同志感受
到党组织的关怀和关爱，让党员仪式中牢记使
命、锐意进取、担当有为。

下一步，该行各党支部将深入推进党内激
励关怀帮扶机制建设，建立党员“政治生日”长
效机制，通过参观红色教育基地、开展党员座谈
会、举办专题讲座、欣赏红色影片等多种活动方
式，进一步传递党的温暖，让党员重新回忆党组
织的培养历程，从内心深处坚定崇高信仰，激发
干事创业的内生动力和澎湃激情。

谭叙

回望峥嵘葆初心 牢记使命奋作为
进出口银行重庆分行党委为党员过集体“政治生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