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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26日上午9点，重庆日报记者
来到中山四路一栋普通楼房二楼，96
岁的卢国纪先生便居住于此。

由于卢国纪刚出院几天，尽管已是
初夏，护工还是小心翼翼开启暖风。卢
国纪行动不便，他抱歉地解释，95岁之
前还能到公司上班，如今只能待在家
里，即便久坐，也必须穿上特制背心。

身体已然虚弱，精神依然顽强。即
便刚刚病愈回家，卢国纪依然召集公司
高层在家中商量民生公司工作，他用行
动践行着对民生公司“鞠躬尽瘁死而后
已”的承诺。

重建民生
见证重庆在航运、物流、开放

领域的创新和突破

“现在很多企业压力增大，民生公
司怎么样？”对于记者略显冒失的提问，
老人视力模糊的眼里却显露出一丝轻
松。他说：“公司的汽车运输是受了一
点影响，但民生上海公司赢利3000多
万，广州民生等公司也保持赢利。目前
困难不算什么，我们遇到最大的困难是
在1986年。”

当时刚成立不久的民生公司因为
揽不到货，被迫组织运力到南通往上海
运河沙。船员半年没法回重庆，黄沙运
价低，收入也差。卢国纪满怀愧疚地赶
到南通看望船员，得到的回答却很坚
定：“卢总，不要担心，我们共渡难关！”

时间追溯到1983年，中央确定重
庆为综合经济体制改革的首个试点城
市。在发展航运方面，重庆市委、市政
府“三顾茅庐”找到时任重庆煤炭工业
公司副总工程师的卢国纪，卢国纪最终
表示“继承父志”，恢复民生公司。

民生公司成立之初，困难重重：没
有资金，政府借了2万元；没有场地，向
工商联借了20平方米办公室；没有人，

6位平均年龄72岁的老民生人成为了
最早的员工；没有船，就与当时的兵工
局川顺转运站搞合营船队。

渡过最初难关，民生公司踏乘改革
激流，屡创佳绩：1985年成为中国第一
家既经营长江航运、又经营海洋运输的
公司；1986年创下日本到重庆19天的
中国航运最快纪录；1988年香港民生
公司“怒江”轮成为新中国成立后第一
艘大陆驶进台湾的海轮；1988年成为
中国第一家民营综合性外贸企业；
1993年首辟重庆到上海集装箱运输班
列航线，结束长江上游没有集装箱班轮
的历史。

进入新世纪，民生公司同样成绩耀
眼：2013年参与组织中欧班列（重庆）
首趟回程班列；2016年入股渝新欧（重
庆）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提供班列去
回程全程代理服务；2017年6月，成功
组织了首趟重庆—钦州铁路出海外贸
试运行班列，同年入股中新（重庆）南向
通道物流发展有限公司，提供门到门全
程铁海联运服务。

民生公司35年重建，见证了重庆
在航运、物流、开放领域的创新和突破。

卢国纪欣慰地说，民生公司成立有
三个任务：第一是继承和发扬老民生公
司的优良传统，努力为国家建设服务；
第二是探索一条崭新的中国式的社会
主义企业管理路子；第三是发展长江航
运。第一个任务正在努力地完成。第
二个任务制定了一些规章制度，完全打
破了计划经济的束缚。第三个任务民
生公司重建后，长江上早已形成百舸争
流的局面。

一声“爷爷”
一年半与270名员工谈心

就在采访开始前，陪同采访的民生
公司员工喊了一声“爷爷”，卢国纪幸福
地展开双臂送上一个大大的拥抱，随即
念出一串名字，请她代为问候。

当公司逐渐走上正轨后，卢国纪就
一直在想，除了经营，应该把公司办成
一个什么样的企业？“我认为必须继承
老民生公司传统，继承我父亲提出的以
爱国主义、集体主义、艰苦奋斗、拼搏献
身为代表的民生精神。要把民生公司

建设成一个以祖国建设为目标的战斗
队，一所教育人、培育人的大学校，一个
温暖和睦的大家庭。”

卢国纪提起他办公室的17把旧藤
椅。旧藤椅代表节俭，更多是为了方便
谈话。仅在2014年 5月—2015年年
底，一年半的时间他就和270多名员工
逐一谈心。谈心谈话也成为卢国纪晚
年最主要的工作之一。

卢国纪和年轻人除了谈服务社会，
奉献国家，还要谈家庭生活，问职工有
什么困难、爷爷奶奶身体好不好等。

除了和年轻员工谈心，即使年逾九
旬，卢国纪还多次让人搀扶，步履蹒跚
地深入第一线。

一次集装箱公司开会，卢国纪在没
有通知的情况下去了会议室。当他发
现员工在没有空调的房间里坐着小板
凳开会时，流着泪向工人鞠躬说：“对不
起，我保证两天内解决问题。”

每一次谈话和走访，卢国纪常常会
潸然泪下。连他自己都不记得，从什么
时候起，员工不再喊他“卢总”，而是“爷
爷”。

“我父亲创办民生公司后，就是要
让员工明白公司和个人存在的价值。
当时员工宁肯少拿工资，甚至不要年终
奖，也要同川江上的外国轮船公司竞
争。就是冒着轰炸，也要完成物质和人
员的转运。”卢国纪通过自己的言行，在
公司播下了家国情怀的种子。

“精神富翁”
要把一生献给国家和人民

卢国纪至今仍住在一栋老旧的普
通单体楼里，没有小区环境，屋内装饰
也很简单。

2009年，卢国纪将民生公司70%
的股权捐赠给了国家，将其余30%的
股权收益捐赠给重庆市卢作孚教育基
金会，全部用于教育。目前已捐赠了
1000多万元用于校舍和宿舍改善，每
年坚持资助贫困学生上学。

“1984年2月13日，我在重庆市经
委召开的民生公司组建工作会上有个
简短发言，我说：‘我一定鞠躬尽瘁死而
后已，将一个完好的民生公司交给国
家’。”卢国纪在85岁时，兑现诺言，将

一个现代化的新民生交给了国家。
老人是否已经过得很富裕？
民生公司重建以来，卢国纪就没有

在公司领过一分钱报酬，一直靠原单位
退休金生活。公司17位员工还曾就此
专门给他写信，希望他能“同工同酬”。

卢国纪表示，他每月有退休金，另
外每月还有一笔国务院特殊津贴，一个
月的收入虽然不多，甚至比民生公司很
多员工的待遇还要少一点，但他很满
足。“我父亲最多的时候，曾经办了60
多家企业，但在绝大部分企业是不领工
资的，平时我们肉都吃不上，母亲还得
做针线活，做儿童的帽子补贴家用。现
在这个工资我认为够用了。”

“我认为人生只有一件事最简单，
就是无私。我现在是富翁，精神上的富
翁。我认为，把自己的一生献给国家、
献给人民，就是幸福，就是富有。”卢国
纪这样说道。

言传身教
如何为社会做更大贡献

卢国纪曾给记者讲述过关于父亲
卢作孚的故事。

一次卢国纪与父亲到成都，路上顺
便参观资中的一家糖厂。糖厂老板是
浙江人，在美国学习制糖工艺，却甘心
在这里工作，他的企业不仅解决了大后
方一半以上的糖供应，扩产后还能解决
全国食糖的问题。卢作孚当时就对卢
国纪说：“一个人不要在生活上和人比，
要在工作上和人比，即使做一个邮差，
也要做世界上最好的邮差。”

卢国纪动情地说：“我永远都在向
我的父亲学习。我恢复民生公司只关
心两件事：民生公司为改革开放做出更
多的贡献；民生公司在发展过程中比别
人走在前头。”

卢国纪在民生公司成立之初，在办
公室的墙上贴下两句名言：一句是父亲
卢作孚的名言——忠实地做事，诚恳地
对人；一句是张海迪的名言——人生的
意义在于奉献，而不在于索取。

记者问卢国纪曾考虑过退休问题
吗？卢国纪的回答是：“我从来就没有
提出过退休的问题，什么时候倒下，什
么时候才退休。”

做有家国情怀的精神富翁
——记继承父志的卢国纪

本报记者 仇峥

7月1日，重庆“晒文化·晒风景”
大型文旅推介活动之九龙坡篇精彩
上线。“书记晒文旅”“区县故事荟”

“炫彩 60秒”三件作品，不仅多维度
展示了周贡植故居、重庆谈判、百年
兵工、中梁山、走马古镇、九龙半岛等
人文风景，更呈现出“大区担当 上
游作为”的城市气质，引发社会各界
广泛点赞。

晒出自信与发展、颜值与气质

“浓浓故乡情，最美家乡人。九龙
坡是我成长的地方，我第一时间通过网
络收听收看了九龙坡三件‘双晒’作品，
小时候熟悉的场景在眼前闪过，倍感亲
切。尤其是，作为九龙人，我很高兴能
参与家乡‘双晒’作品的拍摄，看到家乡
日新月异的发展，心里非常开心。”知名
演员、歌手、联合国环境署亲善大使王

俊凯称。
中国曲艺家协会主席、九龙坡区文

化旅游形象大使、知名艺术家姜昆表
示，他对走马古镇有着非常深厚的感
情，对走马故事也是情有独钟，曾先后
6次到走马授牌或演出，九龙坡以“走
马故事”作为“书记晒文旅”的开篇，他
感到非常高兴，也非常乐意作为“走马
民间故事”的代言人，将这一优秀传统
文化发扬光大。

四川美术学院原院长、九龙坡区文
化旅游形象大使罗中立称，黄桷坪于他
而言是很重要的一个地方，他在这里学
习、在这里成长，油画《父亲》也是在这
里创作而成。他收听收看了九龙坡“双
晒”作品，得知九龙坡正全力打造九龙
美术文化半岛国际版，感到十分高兴，
也非常期待，希望能为九龙半岛建设贡
献自己的力量。

“我守在电视机前观看了‘书记
晒文旅’首播，看完很激动，九龙坡不
仅是一个工业大区，还是一个文化大
区，我对重庆建川博物馆未来的发展
更有信心了。”建川博物馆馆长樊建
川称。

王俊凯义务助力家乡“双晒”

“本次‘双晒’活动，不仅扩大了九
龙坡文旅资源的影响力，提升了城市的
美誉度，更凝聚了九龙坡区发展共识，
掀起了九龙儿女热爱家乡、为家乡点赞
的热潮。”九龙坡区相关负责人称。

自今年3月九龙坡区启动“双晒”
工作以来，脚本、文稿修改了16次，协
调会召开了10余次，九龙坡区委书记
周勇很多时候都是亲自上阵，查典籍、
写文稿。大伙的热情持续高涨，只为开
启九龙坡“高光”时刻。

“双晒”制作团队在联系到王俊凯
后，王俊凯非常支持，不仅免费为家乡
出镜助力，在北京拍摄期间还自掏腰包
为“双晒”作品的拍摄提供化妆、录影棚
等。姜昆在接到九龙坡“双晒”制作团
队电话后，也是毫不迟疑答应免费出
镜，凌晨6点就坐高铁赶往九龙坡，并
题写了“书记晒文旅”的片名。

九龙半岛将建国际美术文化半岛

“精彩重庆，精彩讲述。本次我市
的‘双晒’活动，以目的地的文化旅游

视角，用各区县的‘特而美’共同描绘
八方游客眼中的‘重庆脸谱’，堪称文
化自信、品牌营销、经济美学的一个经
典创新范例。”九龙坡区相关负责人表
示。

当前，发展文旅事业是“时代共
识”，要应时而“升”、应势而“升”、应需
而“升”。以本次“双晒”活动为契机，九
龙坡区接下来将全面唱响“江山多娇
城·龙凤呈祥地”品牌，弘扬“九心归一、
龙行天下”的九龙精神。

在特色品牌打造上，九龙半岛是老
重庆文化与当代艺术碰撞、文化交融最
为活跃的地方，也是九龙坡区闻名全国
的文旅名片。目前，该区正在全力打造
国际版美术文化半岛，聚焦美术文化打
造“时代艺岛”，彰显文化魅力打造“人
文圣岛”，夯实绿色本底打造“生态绿
岛”，高屋建瓴开展半岛产业策划和城
市设计，欲将这方土地建设成为重庆主
城的新地标。

“中梁云峰·地心九龙”项目是又一
个特色旅游项目。该项目将围绕中国
首个低线“地心之旅”、首个600米垂直
体验空间等特色资源，打造集生态、文
化、康养、体验于一体的特色旅游品牌，
建成在全国具有独占性和震撼力的知
名旅游精品。

同时，加快推进抗战兵工博物馆二
期工程，全面推动文化旅游服务升级、
品牌升级、营销升级，建设世界知名旅
游目的地的靓丽区，让九龙坡在山水形
胜、流风余韵中迈向“诗”和“远方”。

姜昆、王俊凯、罗中立点赞九龙坡“双晒”

“江山多娇城·龙凤呈祥地”品牌愈发响亮
本报记者 韩毅

本报讯 （记者 黄光红）比二维码
扫码乘车更方便更快捷的“刷手机”乘车
方式诞生了！7月2日，重庆日报记者从
重庆城市通卡支付有限责任公司（下称
重庆城市通卡公司）获悉，7月3日起，市
民可使用支持Huawei Pay（华为钱包）
重庆畅通卡的华为和荣耀手机，在熄
屏、无网络状态下“刷手机”乘坐轨道交
通、公交车，实现秒刷过闸、秒刷支付。

自2018年12月重庆公交首次推
出微信、支付宝二维码扫码乘坐公交车
以来，极大地方便了市民出行。相对于
微信、支付宝二维码扫码乘车，“刷手
机”乘车更为方便。因为通过微信、支
付宝二维码扫码方式乘车，需要手机处
于开机和联网状态，并且，还要打开微
信、支付宝App，按照提示生成乘车码
并在刷卡机上扫码。整个过程虽然不
用现金，但还不能真正实现“秒刷”。

相比之下，有了Huawei Pay重
庆畅通卡，市民乘坐地铁、轻轨或公交
车时，能够真正实现秒刷过闸、秒刷支
付——乘车时，使用支持 Huawei
Pay重庆畅通卡的华为和荣耀手机，无
需解锁屏幕、无需联网、无需打开

App，仅需将手机背面顶部靠近刷卡
区域即可完成刷卡。

那么，如何开通Huawei Pay重
庆畅通卡呢？

重庆城市通卡公司相关负责人介
绍，开通该卡的流程非常简单：用户只
要进入Huawei Pay的App，点击卡
包或上角“+”号按钮，选择“重庆畅通
卡”。然后，按照页面指引即可轻松完
成开卡。

为 Huawei Pay 重庆畅通卡充
值，也是一件很轻松的事情——只需要
在手机上动动手指，就可以通过微信为
卡充值，再也不用去站台排队了。

此外，Huawei Pay重庆畅通卡
还支持免费迁移至新手机。用户更换
手机后，无需另开新卡，即可将原卡的
余额、交易记录等一并转移至新手机。

值得一提的是，Huawei Pay重
庆畅通卡将和重庆畅通卡享受相同的
乘车优惠。譬如，乘坐重庆轨道交通或
公交可享受9折优惠，以及重庆主城区
公交“1小时免费·优惠换乘”政策。并
可在紫燕百味鸡、乡村基等商户消费时
享受与畅通卡一样的折扣。

华为联合重庆城市通卡公司在渝推出手机交通卡

市民可用手机“秒刷”乘轨道交通和公交
在熄屏、无网络状态下都可使用

本报讯 （记者 杨骏）7月1日，
由重庆市招商投资促进局主办的官方
微信公众号“投资重庆”正式上线。

“投资重庆”由“看重庆”“跟动态”
和“找我们”三个主体板块构成，将集中
呈现重庆产业行业发展新趋势、内陆开
放高地新形象、政产学研商融新资源和
区县部门招商新动态。

其中，“看重庆”板块将从企业家、
投资者的视角引导读者走进“内陆开放
高地”，体验“山清水秀美丽之地”；“跟
动态”板块将滚动呈现重庆市重点招商

项目，及时解读产业发展趋势，融入政
产学研商各界最新资讯，为从事招商投
资工作的读者提供最新信息参考；“找我
们”板块将提供编读互动的在线平台。

值得关注的是，“看重庆”板块后期
将嵌入重庆市“慧招商”云平台。该平
台旨在通过大数据、智能化手段，构建
重庆招商投资促进在线生态系统，助推
智能化、定制化招商，高质量、精准化提
供趋势研判、信息共享、智库支撑、政策
推荐、金融撮合和法律咨询等系列配套
服务。

“投资重庆”微信公众号正式上线

本报讯 （记者 颜安）扶贫先扶
志，致富先治心。6月28日，江津区嘉
平镇举行“我讲我的脱贫故事”征集评
选会，9位曾经的贫困户克服怯场心
理，先后上台讲述自己的脱贫故事。

评选会在大垭村四组村民陈宗良
的发言中拉开帷幕。“因为得了肌肉萎
缩病，四肢无力做不得农活，长期需要
服用药物治疗，加之两个女儿读书开销
大，住房破旧，仅靠妻子微薄的种地收
入维持一家人生活。那段时间我既不
想‘抬头’，又不想‘说话’，心里很矛盾
很自卑。”他坦率地说，“直到驻村工作
队一次次入户走访鼓励我，给予我各种
帮助，日子才有了改变。不但孩子能继
续读书，而且还住上了新房，发展起了
产业，每年有了2万余元收入。”

陈宗良的话音刚落，村民们便报以
阵阵掌声。随后上台讲述的有：积极带

动周边群众参与养殖，并无偿分享养殖
经验的陈世发；通过努力拿到了建筑施
工证并靠建筑施工和家装技术脱贫，主
动帮助其他贫困户进行危房改造施工的
杨方洪；用自己勤劳的双手建起二层小
楼房，买上小汽车的朱跃祥……一个个
鲜活故事带给贫困群众强烈的心灵震撼
和思想冲击，也是对扶贫干部们的肯定。

据了解，嘉平镇地处江津南部山
区，全镇有扶贫对象412户1227人，其
中已脱贫356户1060人，未脱贫户56
户167人。“尽管剩下的贫困户不多，但
都是难啃的‘硬骨头’。”嘉平镇相关负
责人说，幸福都是奋斗出来的，为进一
步激发贫困群众脱贫内生动力，他们于
今年4月策划了“我讲我的脱贫故事”
征集评选活动，在全镇已脱贫的356户
中，筛选出9个脱贫致富、自力更生的
典型代表，将他们的真实事例编写成了
脱贫故事，以此激励人心。下一步，该
镇还将利用院坝会等载体，邀请9位脱
贫故事的演讲者进行巡回宣讲。

“幸福都是奋斗出来的！”

江津嘉平镇群众上台自述脱贫故事

Huawei Pay是华为在国内推出的
首个基于安全芯片、兼具银行卡、公交卡
功能的便捷手机支付工具，并支持为手
机内的虚拟公交卡充值。近年来，Hua-
wei Pay交通卡已陆续在北京、上海、深
圳、苏州和武汉等多个城市得到应用。

2018年7月，华为技术团队与重庆
城市通卡公司技术团队启动了深度技
术合作。从2018年8月底发出第一张
测试卡开始，双方共对华为近 20 款手
机进行了严格的实验室测试，实现了
10万次无故障交易。

同时，重庆城市通卡公司技术团队
还与华为技术团队一起开展了为期 2
个月的路测，期间，华为工程师跑遍全
城，涵盖了全部轨道线路30个车站，12
条公交线路及多种小额支付场景，对路
测中暴露出的问题进行汇总分析，不断
调整参数进行适配复测。今年5月，双
方邀请了 1000 名市民进行了公测，最
终成功完成Huawei Pay对重庆畅通卡
的无缝支持。

截至目前，已有多款华为、荣耀手
机支持Huawei Pay重庆畅通卡。

“刷手机”乘车已在国内多个城市运用

新闻链接>>>

人物简介

卢国纪乃卢作孚次
子，生于1923年。1984年
重建民生公司，通过35年
努力，将公司发展成为集
国际国内集装箱多式联
运、汽车物流、铁路物流、
航空物流、仓储配送、国际
货代船代、项目物流、供应
链金融等为一体的中国大
型现代综合物流企业集
团，市属重点国有控股企
业 ，中 国 服 务 企 业 500
强。卢国纪至今仍担任民
生实业（集团）有限公司董
事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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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20日，车辆行驶在刚通车的两江新区陡溪立交改造项目金兴大道北侧（左
幅）道路上。陡溪立交改造项目位于翠云立交以东、宝圣立交以西、金渝大道以北，
是串联翠云、礼嘉等片区的重要通道。该项目于2017年8月正式开工，分为三个阶
段实施建设，目前第二阶段节点工程金兴大道北侧（左幅）改造完工通车，主体工程
有望今年10月建成。届时，改造后的这座“8”字型全互通立交将有10条匝道，可极
大改善区域交通现状，为区域人流物流提供快捷通道。 记者 张锦辉 摄

陡溪立交改造项目主体有望10月完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