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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 李星婷）5月27
日，由国家标准化管理委员会主办、
重庆邮电大学承办的物联网及相关
技术国际标准委员会第五次全会在

重庆开幕。重庆日报记者在会议上
了解到，2018年，重庆市物联网核心
产业产值达到 564.9 亿元，同比增长
37%，相关产业产值超过1000亿元，
重庆已成为国家发展物联网产业的
重点区域。

据了解，物联网技术是信息产业
第三次革命的标志性技术，已在智能
工业、智能家居、智能交通、智慧城市
等领域得到广泛应用，推进全球物联
网技术的标准化，是加快促进物联网
大规模应用的关键工程、节点工程。
目前，重庆市正大力实施以大数据智

能化为引领的创新驱动发展战略行动
计划，将物联网作为12个重点发展的
智能产业之一。

记者了解到，目前重庆市物联网
规模以上企业达到287家，涵盖物联
网系统集成、运营服务和硬件制造等
产业链环节。全市已初步形成了以南
岸区国家物联网产业示范基地为核心
发展区，渝北、沙坪坝、大渡口、九龙
坡、北碚等区县为集聚区的“一核心
区、多集聚区”的产业发展格局；形成
以龙头企业为基础、大规模物联网运
营平台为支撑，产业链大中小微企业

协同发展的良好态势。下一步，重庆
将着力完善产业链布局，培育龙头引
领企业、“以点带面”带动中小企业协同
发展，推动物联网在智能制造和智慧城
市深度应用。预计今后几年，重庆市物
联网产业产值将保持年均35%的高增
长率。

据悉，本次会议为期6天，来自中
国、加拿大、韩国、美国、日本、俄罗斯、
印度等36个国家的80余位专家将围
绕包括物联网系统互操作性、实时物联
网框架和边缘计算等20余项国际标准
和技术进行讨论和报告。

2018年重庆物联网相关产业产值超1000亿元
预计今后几年物联网产值将保持年均35%的增长率

本报贵阳电 （记者 黄光红）5月
25日，在2019中国国际大数据产业博
览会（简称数博会）“数字驱动智造未来
论坛”上，众诚智库联合中国自动化学
会发布《2019 先进制造业发展白皮
书——先进制造业之人工智能驱动
力》（下称《白皮书》）。《白皮书》对中
国36个主要城市的人工智能发展预

期进行了分析和评价，其中，重庆凭
借政策支持、人才供给、应用创新等优
势跻身前十。

近年来，随着国家人工智能相关政
策陆续出台，各地对人工智能的关注度
持续提升。《白皮书》选取了中国内地
36个城市（包括直辖市、省会城市等）
作为研究对象，采用指数评估的方式，

通过综合发展预期、产业竞争力、应用
创新力、环境驱动力等层面的评价，力
图帮助各区域城市了解人工智能发展
的程度和在全国所处的位置，为我国人
工智能产业发展与应用提供方向性的
参考。

评价结果显示，在城市的人工智能
发展预期指数方面，北京凭借产业、科

研、政策、人才等领域突出实力稳居榜
首；东部地区在排名前十的城市中占据
7席；西部地区的城市中，重庆和成都
凭借政策支持、人才供给、应用创新等
优势，跻身前十。

重庆正在大力实施以大数据智
能化为引领的创新驱动发展战略行
动计划，人工智能产业发展势头强
劲。众诚智库信息化研究中心总经
理张艺山表示，我们逐渐看到，政府层
面高度重视人工智能的顶层设计，同时
在人才培养和应用示范方面持续发
力。通过这些努力，重庆在人工智能的
应用、产业发展和人才积累方面，探索
出了自己的一条道路。

数博会发布2019先进制造业发展白皮书

重庆人工智能发展预期指数跻身全国前十

第四届全国导游大赛重庆市优秀选手选拔赛举行

➡5月27日，第四届全国导游大赛重庆市优秀选手选拔赛在重庆航天职业技
术学院举行。比赛现场，10名选手通过导游风采展示、景点讲解、知识问答等三个
环节，在业务知识掌握、讲解技巧、语言表达能力等方面进行了比拼。比赛最终将
选出4名优秀选手代表重庆参加第四届全国导游大赛。 （记者 韩毅）

本报讯 （记者 张莎）5月27日上
午，梁平区实验小学的操场上，一阵锣鼓
声响起，伴随着《小呀小儿郎》的曲调声，
斜挎着一个破旧书包的“小萝卜头”蹦蹦
跳跳地登上了舞台。弘扬红岩精神，传
承红色基因，当日，重庆市“小萝卜头”进
校园示范活动在这里举行，正在上演的
节目是梁山灯戏《黎明前的小信使》。

由梁平区文化馆的演员们表演的
《黎明前的小信使》，整场戏仅有三名演
员，三个人用精湛的表演讲述了解放前
夕的白公馆监狱内，“小萝卜头”是如何与

监狱看守斗智斗勇，在男监狱和女监狱
之间传递情报的故事。

原梁平区文化馆馆长彭雪莲告诉
重庆日报记者，这部戏的剧本从半年前
就开始创作，来来回回改了十余次。之
所以不停地修改，是因为“小萝卜头”的
故事是第一次被搬上梁山灯戏的舞台，
创作者想要将它变得更完美。

本次活动由市委宣传部、市文明
办、市教委、市文化旅委、团市委、市妇
联、市关工委、重庆红岩联线文化发展
管理中心主办。

重庆市“小萝卜头”进校园示范活动走进梁平

梁山灯戏讲述“小萝卜头”故事

“六一”反拐宣传进校园 民警现场支招如何防拐

➡5月27日，市妇联、市公安局打拐办联合开展的“关爱儿童 反对拐卖——重
庆市2019年‘六一’反拐宣传进校园”活动，走进南岸区海棠溪小学，民警现场为孩
子们防拐机智支招。 （记者 杨铌紫）

本报讯 （记者 廖雪梅）我市将
在各建筑工地开展施工扬尘污染防治
专项行动。5月27日，市住房城乡建
委称，各区县（自治县）住房城乡建委、
市安管总站等要加强重点地区、重点工
程的执法检查，对防治措施不力的工
地，要启动行政处罚程序，从重从严查
处。

市住房城乡建委发通知要求，全市
房屋建筑和市政基础设施工程严格落
实“全封闭施工、场地坪硬化、车辆冲
洗、预拌混凝土使用、烟尘排放控制、易
扬尘物质处置、高空垃圾处理、渣土密
闭运输、施工湿法作业、视频监控”等扬
尘污染防治十项强制性规定。

与此同时，相关建筑工地还应做好
以下工作——

一是在市政府发布空气污染预警
信息后，各有关单位、在建工程项目要
迅速反应，立即采取应对措施，加强控
尘降尘工作力度。

二是在空气污染预警期间劝告施

工会导致扬尘污染的在建工程主动停
工；对工艺上的连续性或者其他特殊原
因暂不能停工的重点工程，要严格落实
施工扬尘污染防治“十项”强制性措施。

三是施工现场土方集中堆放，裸露
的场地和集中堆放的土方，露天堆放河
沙、石粉、水泥、灰浆、灰膏等易扬撒的
物料必须使用绿色防尘网进行不留死
角的全覆盖。

四是施工场内道路、砂浆搅拌场所
以及土方开挖、爆破、拆除、切割等易产
生扬尘的作业或工序必须采取洒水降
尘措施或设置喷淋设施。

五是建筑工地的建筑垃圾运输车
辆离场前必须按照要求进行冲洗作业，
特别是车身、挡泥板、底盘等部位，不得
带泥驶离工地。

六是新开工项目场内车行道路、高
层建筑水平防护棚设置喷淋装置；砂浆
搅拌场等固定作业场所设置安全美观
的隔尘房；土方开挖和基坑工程必须配
备雾炮降尘设备。

重庆建筑工地开展施工扬尘污染防治专项行动

土方开挖和基坑工程必须配备雾炮降尘设备

（上接1版）
2007年，原七岭、回龙、燕坪3个

村合并成七龙村，却缺少一名文书。
时任村支书张道楷想到了唐梅

玲。
或许是曾任村干部24年的父亲唐

闻久对自己影响太深，或许是对高中
时帮父亲完善土地表册的经历记忆深
刻，没有太多犹豫，唐梅玲辞掉了双桥
电站月收入800元左右的工作，回到七
龙村。当时，村文书的补贴是每月80
元。

“她2006年入党。作为党员，村里
有需要该回来帮忙。”在村里备受尊敬
的唐闻久深知村干部的难处——收入
低、事情多，还经常不被理解，可他并
没有反对女儿走这条路，“我就一句
话：当村干部就要准备吃苦！”

2013年，唐闻久退休。也在这一
年，唐梅玲接任七龙村党支部书记。
当时，巫溪全县只有两名女支书。

“坚持原则，一碗水端平。”这是父
亲对刚刚而立之年女儿的嘱托。

“唐书记，你莫量了，我
们不争了不争了”

唐梅玲接过的是一副极为沉重的
担子。

七龙村坡陡谷深，最低海拔600多
米，最高海拔超过1800米，夏天多暴雨
滑坡，冬天大雪封山。条件恶劣，资源
匮乏，村民生活贫困。为了争水争地，
村民间的口角甚至打架斗殴时有发
生。

许多村民对一个丫头片子当村支
书也不以为然，“一个女娃子，一不小
心就滚到沟里了，能做么里事？”

而初出茅庐的唐梅玲做了两件
事，让村民们对她刮目相看！

“她姑姑屋里娃儿智力有问题，村
里按政策给娃儿办了低保，就没得额
外照顾了。”许多村民记得，唐梅玲刚
接任村支书，姑姑唐闻香就找上门，想
借唐梅玲的关系，给自己和丈夫也办
低保。

闻听此事，不少村民到唐梅玲家

中围观，想看看新上任的村支书如何
“坚持原则”。

“嗲嗲（巫溪方言：姑姑），你和姑
爹有手有脚，也能做活路……”唐梅玲
耐心解释。

见侄女当众拒绝了自己，脸上挂
不住的唐闻香越来越激动，甚至对唐
梅玲破口大骂。

2014 年，唐闻香因突发脑溢血
卧病在床。她没想到的是，病榻前
为自己端茶送水、擦拭身子、端屎端
尿的人，是曾被自己当众骂哭的唐梅
玲。

“晚辈孝敬、照顾长辈是应该的。”
在唐梅玲看来，一个多月没日没夜地
照顾姑姑，再平常不过了。

如果说这件事让村民们看到了唐
梅玲的坚持原则、善良和大度，2015年
腊月发生的一件事，则让村民们看到
她的责任与担当。

腊月二十二，燕坪上几户村民因
为林地划分起了争端。大雪漫天，到
燕坪的机耕道又陡又滑，一不小心就
会掉落深谷。唐梅玲和已改任综合服
务专干的张道楷先骑摩托再步行，花
了1个多小时才爬上燕坪。

齐膝深的雪地里，唐梅玲拉着卷
尺，一尺一寸地丈量林地。雪水打湿
了裤腿，又冻成了冰坨，她的双手也冻
得通红。见此情形，几个村民非常感
动纷纷围上来，“唐书记，你莫量了，我
们不争了不争了。”

坚持量完所有林地，唐梅玲一步
一滑回到回龙家中时，已是晚上 8
点。事后村民才听说，回家路上，唐梅
玲脚下打滑，在雪坡上溜了十几米。
抓着树枝停下来时，她距崖边不过两
三米。

从此，村里再没有唐梅玲解决不
了的纠纷。

“一个女娃子，带着大家
在山沟沟里过上了好日子”

2017 年 7月，一场暴雨后，我们
驱车前往阴条岭国家级自然保护区
白果林场红旗管护站采访。行至七

龙村狗儿湾，暴雨引发的泥石流阻断
了前路。

十余名村民正抢修道路，其中就
有满身满脸泥浆、拿着铲子的唐梅玲，

“你们车子退一点，怕还有石头滚下
来。这地方一落雨就要滑坡……”

其实，唐梅玲刚接任村支书时，村
里落雨滑坡的地方比比皆是。

“一落雨，能直接从山顶冲到河沟
里。”村民对倾泻1200米海拔高差的泥
石流已司空见惯，“落雨落雪就不要出
门了，哪阵把命丢了都不晓得。”

地质灾害多发、基础设施落后，成
了村民脱贫致富的绊脚石。全村215
户 749人，建卡贫困户就有78户259
人。

要致富，先修路。可修路需要资
金，对七龙村来说，钱从哪儿来？

唐梅玲就村里、县里两头跑，找县
里相关部门争取基础设施建设项目和
资金，“另外，每个贫困村有200万的扶
贫资金，这笔钱，每一分都要精打细
算。”

唐梅玲对每笔扶贫资金的使用都
了如指掌：整治机耕道11公里；修筑了
480米的防洪设施；修建安全饮用水池
15个；为6户深度贫困户建了集中安
置房……

腼腆的唐梅玲，说起村里的事话
就多起来：“狗儿湾这里，已争取了公
路局的资金，马上修挡墙了。”

去年3月，当我们再次路过狗儿湾
时，一堵高大的水泥挡墙已彻底解决
了滑坡问题。

基础设施不断完善，七龙村中药
材种植产业也发展起来。如今，七龙
村以党参、独活、云木香为主的中药材
种植面积已达1200亩，还建成了300
余亩独活种源基地，此外还种植烤烟
近200亩，养殖中蜂近200桶。

2016年，七龙村实现整村脱贫。
目前，村里仅有5户11人未脱贫。

“唐书记能干！一个女娃子，带着
大家在山沟沟里过上了好日子。”村民
朱必均黝黑的脸上绽放出笑容，说出
了村里人的心声。

“我想我是离不开这个
小村子了”

村民的夸赞，让唐梅玲露出羞涩
的微笑。可有谁知道，这笑容背后藏
着多少辛酸。

“妈妈，你好久回来？老汉做饭不
好吃，我都3天没吃饱饭了……”5月
18日晚上10点，忙了一天的唐梅玲一
边扒拉着米饭，一边接着8岁儿子夏国
尧打来的电话。

泪水，终于没有忍住，滴落在碗
里。

“娃娃3岁前，都是我背起下村。
路滑太难走了，好多路都是咬紧牙爬
下来的。”唐梅玲说。

儿子回城上幼儿园后，就成了唐
梅玲丈夫的“小跟班”。5年时间，当
数学老师的夏云和既当爹又当妈，所
以才多次被人误会为离异单身。不
仅如此，他还以自己每月 5000 多元
的收入，负担了家里所有的开销，“没
法，她一个月误工补贴1800元，交了
保险这些后，拿到手的也就 1100 多

元。”对唐梅玲这点收入，夏云和从未
指望。

村里脱贫攻坚最紧要的时候，唐
梅玲一般一个多月才回城一趟。那些
日子，她白天走村入户，晚上和村干部
讨论至深夜，经常就在村办公室将就
一晚，“饿了只能吃方便面。”

吃了近一年的方便面，唐梅玲如
今看到方便面就反胃，还吃出了胃病，

“饿不得，吃冷的也不行，要不胃就疼，
疼得浑身冒冷汗。”

尽管如此，唐梅玲依然坚守着，
“我想我是离不开这个小村子了。因
为这儿，是生养我的土地；这儿，有我
的父母和700多名村民。”

我们唐书记，能干！

5月10日，巫溪县双阳乡七龙村燕坪，唐梅玲（中）在地里与村民交谈。
首席记者 谢智强 摄

快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