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灰色外墙的楼房，掩映在翠绿之
间，安静而肃穆。这里是红岩嘴（后改
名红岩村）13号，也是八路军驻重庆
办事处旧址。

走进楼内，才发现内有玄机：从外
面看是两层楼，实际上却有三层楼。

“因为三楼的窗户开在屋顶上，
起到掩蔽的作用。”8月9日，市委党
史研究室主任科员黎余指着这一巧
妙的结构告诉记者，这一设计正是出
自钱之光之手。作为八路军驻重庆
办事处处长，他办事周到，巧妙设计
了红岩办公楼；毛泽东在渝谈判期
间，从保卫到随身衣物，他都周密安
排、细心服务；在周恩来、董必武的直
接领导下，他为夺取抗战胜利做出了
卓有成效的工作。

巧妙设计八路军驻重庆
办事处

时间回到1938年 11月，钱之光
经桂林、贵阳来到重庆。1939年初，
八路军驻重庆办事处正式成立，钱之
光以少将军衔担任处长。

“办事处的办公地点就在机房街
（今邹容路上）70号。”黎余说，办事处
对外仍是十八集团军和新四军设在国
民党统治区域内的公开合法机构，对
内则直接由中共中央南方局领导，是
南方局机关的组成部分。

随着办事处人员的增多，虽又租
了棉花街30号的房子，但仍然有些拥
挤。于是，周恩来决定“搬家”。

往哪搬？这并不容易。钱之光就
让中共川东特委负责人廖志高介绍，
最终找到红岩嘴大有农场的女主人饶
国模，其是黄花岗七十二烈士之一饶
国梁的妹妹，儿女都是中共党员，为人
正直。

“钱之光一看这地方合适，树木
多，四周住户少，既便于开展党的工
作，又利于防空。”黎余说，饶国模的
儿子给母亲做工作，后决定由办事处
给饶国模3000元，将原计划建造的
两层楼房改为三层，由饶国模负责兴
建，建好后，办事处住用3年，以后付
房租。

为早日建好办公楼，在钱之光的
带领下，大伙发扬延安挖窑洞的精
神，积极参加劳动，到嘉陵江边抬木
头、挖泥巴、打土墙……1939 年夏，
八路军驻重庆办事处办公楼正式建
成。经过钱之光改造的办公楼设计
巧妙：三楼的窗子开在屋顶上，具有
掩蔽作用；一楼大门左侧传达室里，
设有报警电铃，一旦发现敌情，值班
人员只需用脚踩动电铃开关，在二
三楼的同志就可及时采取紧急措
施，包括销毁机密文件等；楼梯设在
一个房间里，房门一锁，外人找不到

楼梯上下楼。

为毛泽东在渝谈判细心
服务

在八路军驻重庆办事处旧址二楼
东侧一个房间，桌椅、床整齐地摆放
着。这里，便是毛泽东在渝谈判期间
的住所和办公之地。

据史料记载，1945年8月15日，
日本天皇宣布无条件投降后，国共
决定举行重庆谈判。

“对钱之光来说，这既是极为重要
的任务，又是严峻的挑战。”黎余说，当
接到周恩来电报后，钱之光就一直处
于高度兴奋和紧张的状态。

按照周恩来的吩咐，准备工作随
之展开，重点之一就是保卫工作。在
仔细斟酌后，钱之光选出了4名随从
副官，并报周恩来批准。这4名副官
是陈龙、蒋泽民、龙飞虎和颜泰龙。陈
龙原是东北抗日联军第二军参谋长，
后调延安枣园担任保卫科长，是在对
敌斗争中成长起来的干部，有保卫工
作经验；蒋泽民早年参加东北抗日联
军，1935年被党组织送到苏联学习，
此后曾先后担任武汉办事处交通班
长、毛泽东的保卫参谋、周恩来的副
官，是4人中年龄最大的；龙飞虎是他
们当中跟随周恩来时间最长的，曾在
武汉办事处当过运输科长，有文化，也

有统战工作经验；颜泰龙是4人中最
年轻的，比较聪明，又有熟练的汽车驾
驶技术。

毛泽东到重庆后，钱之光马上向
陈龙介绍了重庆的情况，并一起商量
安全保卫的具体措施。最终他们决定
设置三层岗哨：外层是流动哨，设在办
事处大门外约20米的黄葛树附近；第
二层是大门门卫；第三层是住房外，实
行通宵值班。流动哨和房门口值班由
办事处干部轮流担任。

“连生活上的小细节，钱之光也考
虑得很周到。”黎余说，毛泽东身上穿
的蓝色中山服和布鞋都比较旧，虽然
钱之光早就接到周恩来的电报，要他
为毛泽东准备衣服、鞋子，但因尺寸不
详无法购置。等毛泽东到重庆后，他
就让妻子刘昂（也是办事处工作人员）
等毛泽东睡着时，悄悄取出衣服，送到
服装店量好尺寸定做。

经过43天谈判，1945年10月10
日，国共双方代表签订了《政府与中共
代表会谈纪要》，即“双十协定”。

相处30多年，却从未开
口办私事

“当时，钱之光作为办事处主
任，需要操心的事情很多，有些事情
如果稍有不慎，就会酿成不良后
果。”黎余说，好在办事处有相当长

一段时间是由周恩来负责，社会上
的头面人物都称他“周公”，都说“周
公一到，就周到了”。钱之光处处学

“周公”，也养成了周到的作风。黎
余给记者讲述了钱之光鲜为人知的
两个故事。

1945年，茅盾的女儿沈霞（小名
亚男）病逝了，这一消息却不敢告诉他
的夫人孔德沚。后来，周恩来出了个
主意：瞒着着茅盾夫妇，要钱之光先把
沈霜（茅盾的儿子）从延安接来重庆，
给茅盾夫妇一个惊喜，再由沈霜将沈
霞的死讯透露给孔德沚。

“从延安到重庆，如果走公路，要
经过‘两不管’的沙漠地带，那里时有
土匪出没，很不安全。万一沈霜在来
重庆的路上出点事，岂非弄巧成拙？”
钱之光的考虑不无道理。等了一段时
间，恰好毛泽东来重庆谈判后，蒋介石
派他的专机“美龄号”送其回延安。钱
之光随机护送毛泽东回延安后，就让
沈霜搭乘这架飞机来到重庆，做到了
万无一失。

茅盾在晚年回忆道：“当德沚知道
亚男的死讯后，愣了几秒钟就嚎啕恸
哭起来。我们几个人只好轮番劝她。
还好有儿子在身边起了缓和作用，她
才渐渐停止了哭泣。”

另一个故事发生在1942年 5月
25日。数万名日军将八路军总部包

围于辽县麻田以东的南艾铺一带。身
为八路军副参谋长的左权为掩护主力
突围，被敌人的炮弹击中，不幸牺牲。
左权是八路军在抗日战场上阵亡的最
高将领，他的家乡在湖南醴陵。左权
出身贫农，从离家参军到牺牲整整17
年没有回家，他的母亲一直由他按月
汇钱抚养。

左权牺牲后，中共党组织担心老
人家得知儿子牺牲的噩耗会过度悲
伤，因此一直没有告诉她。1949年，
解放军南下解放全中国时，凡有部队
入湘，朱德都要让他们绕道醴陵去看
望这位老人。从这些人的嘴里，老太
太才知道自己日思夜想的儿子已经为
国捐躯7年了！可让老人不解的是，
这7年一直有人用“左权”的名字给她
寄钱。

原来，左权牺牲后，周恩来曾在办
事处提到其老母亲赡养的问题，钱之
光就记下了，并且在寄钱的时候，他很
注意细节，竟使老太太7年都没有发
现破绽。

据相关史料记载，在1971年的一
次国务院会议上，周恩来说：“我跟钱
之光相处30多年了，他有一个很大的
优点，就是从来没有找我要求帮助他
办一件私人的事情。”“这正是一名共
产党员的初心，对党风廉政建设具有
现实意义。”黎余说。

八路军驻重庆办事处处长钱之光

红岩办公楼的巧妙机关由他设计
本报记者 李珩

本报讯 （记者 黄乔）新办社保
卡变得更方便！8月12日，市人力社
保局发布消息：即日起，市民新办社保
卡，带上身份证和一寸免冠登记照可
实现即办即领。

据悉，为落实“不忘初心、牢记使
命”主题教育关于为民服务解难题的
要求，市人力社保局改进简化社保卡
办理程序，每年将有80万人因此受
益。

社保卡目前有六大主要功能

除了去医院看病、药房买药，社保
卡的功能还有哪些呢？

市人力社保局相关负责人介绍，
目前社保卡主要有六大功能，包括身
份凭证、信息记录、缴费和待遇领取、

金融支付、就医结算和自助查询功能，
如领取养老金、失业金和生育保险费
等。

除了通过实体社保卡在自助设备
上查询、办理业务外，市民还可以凭实
体社保卡申领电子社保卡，在手机上
自助查询和办理人力社保相关业务。

精简流程
个人新办卡即办即领

社保卡如此重要，新办或者挂失、

补办麻烦吗？该负责人表示，社保卡
补办和挂失已经实现了即办即取，但
新办和批量办理在此之前办理时间较
长，这也是群众反映较突出的问题。

“为着力解决当前群众反映较突
出的社保卡办卡周期长、申报资料不
统一等问题，我们缩短了办卡时间、简
化了办卡材料。”该负责人说，之前办
新卡需要30个工作日，现在各区县群
众只需在就近的社保局服务窗口申
办，立等可取。

不仅办理时间缩短了，申报的流
程和材料也大大减少。本人新办社保
卡，只需带上身份证和一寸免冠登记
照就可以了。如果帮人代办，则需要
增加代办人的身份证。

据了解，目前全市已经有66个快速
发卡网点可以直接办理新社保卡，每个
区县至少有一个。今年底快速发卡网
点将覆盖全市800多个乡镇、街道。

对于需要批量办新卡的，市人力
社保局在流程上也进行了改进和精

简。各区县（自治县）社保卡服务窗口
受理的批量新办社保卡业务，发卡周
期不超过10个工作日。这在以前也
是30个工作日。

足不出户
今后还可网上申办邮寄到家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办公厅下发
的《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办公厅关于
压缩制发周期优化社会保障卡管理服
务的通知》显示，到2019年底，批量制

发周期由2-3个月压缩至30个工作
日以内、社保卡零星制发周期压缩至
5个工作日以内，而重庆市规定的时
间分别是10个工作日以内和立等可
取。

同时，该通知要求，2019年底，每
个区县至少设立1个快速发卡网点，
到2020年底，每个区县至少设立2个
快速发卡网点。重庆市则提出，到
2019年底，快速发卡网点覆盖全市
800多个乡镇、街道。

据介绍，到8月底，市民还可在
“重庆人社掌上12333”App上，申请
个人新办社保卡业务，也就是说可在
网上先申请，有时间的时候再去线下
领。预计明年可实现社保卡申领业务
全程网上办理，邮寄到家。

快了30个工作日

即日起个人新办社保卡即办即取

■他巧妙设计八
路军驻重庆办事处办
公楼，一旦发现敌情，
值班人员只需用脚踩
动电铃开关，在二三楼
的同志即可及时采取
紧急措施。

■毛泽东在渝谈
判期间，从保卫到随身
衣物，他都周密安排、
细心服务。

■与周恩来相处
30多年，他从未要求周
恩来帮自己办一件私
人的事情。

▲1939年初，南方局部分领导人在机房街70号办事处驻地合影。自左至
右：王炳南、董必武、叶剑英、钱之光、凯丰、吴克坚。 记者 齐岚森 翻拍

▶8月12日，位于红岩村八路军驻重庆办事处旧址内的钱之光办公室。
记者 齐岚森 摄

（上接1版）
重庆日报记者来到巴南区土储中

心采访时，该中心负责人笑着卖起了
关子：“我先带你去实地看几个现场，
再告诉你是如何做的。”

从龙洲湾区域到李家沱、南泉等
片区，沿线的龙湖春江天镜、中建滨江
星城、碧桂园渝南首府等大大小小的
地产项目林立，到处都是机声隆隆、吊
臂飞舞的繁忙施工场景。

“到去年底，我们新开发建设项目
50个。这样如火如荼的建设场景，在
以前是我们不敢奢望的。”该负责人颇
为感慨地向记者说道，“以前，由于全
区土地招拍挂出让机制不够健全，导
致公建配套设施建设滞后于土地招拍
挂出让，尽管在招商中对项目涉及产
业部分给予了一些优惠政策，但很多
土地仍是无人问津。”

他介绍，变化源自“规范土地征收
出让”行动的四大举措：一是统筹土地
出让，合理安排土地供应时序，及时回
笼资金；二是控制土地开发时序，确保
土地出让和城市发展同步，促进税收

持续增收；三是合理分摊公建项目成
本，减轻地方财政压力；四是严格土地
招拍挂和工程项目招投标程序，确保
成熟地块有序储备、公平公正出让。

这一系列举措出台后，巴南区坚
持一把尺子量到底，吸引中建、龙湖、
碧桂园等数十家国内一线开发商竞相
入驻，城市价值得以彰显。2017年以
来，巴南区累计实现土地出让综合价
金约413亿元、区级土地出让金收入
约30亿元。

规范税收规费征管——
既减税降费又依法征税，税收首

次突破100亿元

2018年底，巴南区传出“两大捷
报”：一是全区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完成
48.1亿元，增长27.6%，居全市第一；
二是辖区税收首次突破100亿元。

“在减税降费的大背景下，我们
区财政的收入仍有所增长。”巴南区
财政局相关负责人介绍，这两组数字
背后的“大功臣”，就是该区以问题为
导向的“规范税收规费征管”行动改

革举措——一方面全面落实减税降费
政策，帮助各实体释放经营活力；另一
方面实施规范税收规费征管，坚持依
法征税。

“现在令我们感觉最贴心的是，
税务部门的服务直接送上门来了。”
重庆惠科金渝光电科技有限公司财
务人员黄美玉说，“去年5月1日增值
税下调的新政刚出台，税务人员就到
我们企业来送政策了。在他们的指
导下，我们与上游供货企业签订的合
同均以不含税价为基础。税率下调
后，我们减少支付了上千万的货款，
有了更多的资金投入到新产品的研
发生产中去。”

不仅如此，巴南区在“规范税收规
费征管”行动中全面深化“放管服”，通
过优流程、减时间、降门槛、强效率，为
企业发展“松绑减压”。比如，在优化
流程方面，在全市率先开展了企业登

记审批“八个一”，将分散的企业格式
合同审批、不动产抵押登记等多项职
能整合，统一归入区政务服务大厅工
商办事窗口，同步推行一键取号、一窗
受理、一网通办等“八个一”窗口标准
化建设，让企业“最多跑一次”。

另一方面，巴南区还建立了涉税
信息共享等“四项工作机制”，既抓好
大税种、重点税源服务，又做好小税种
的宣传和为零散工商个体户送上税收
优惠政策，有效解决税收征管中征纳
税双方涉税信息不对称、对企业经营
情况不熟悉等问题，既服好务又依法
征税。

这些系列举措不仅推动实体经济
发展环境越来越好，还把减税降费的
政策红利转化成为加快经济社会高质
量发展的强大动能。

今年上半年，巴南区一般公共预
算收入26.7亿元，增长7.9%。

规范招商优惠政策——
一批重量级项目纷至沓来，今年

上半年引资467.8亿元

本文开头某知名企业的招商“旧
账”，巴南区究竟是怎么算的呢？

“我们政府必须信守承诺，决不能
‘新官不理旧账’。”巴南区招商投资促
进局相关负责人介绍，面对该企业类
似的问题，该区在2017年启动的“规
范招商优惠政策”行动中，对全区179
个招商项目履约及优惠政策兑现情况
进行了清理，并于年底出台了“规范招
商优惠政策”的制度性文件。

与此同时，该区还深入开展了“马
上就办、真抓实干”活动，针对未充分履
约的招商项目，与企业重新谈判，通过
完善补充协议等措施制定解决方案。

“我们与园区签署了补充协议后，
又重新提交了申请资料。没几天，退税
补助款就到企业账上了。”提及这笔耗
时3年的“旧账”，该企业相关负责人感
慨地向记者说道，巴南区的“规范招商
优惠政策”行动，不仅增强了企业发展

的信心，也实实在在推动了企业发展。
像兑现类似“旧账”一样，截至

2018年底，巴南区已兑现产业扶持优
惠政策资金约16.7亿元。

在“规范招商优惠政策”行动中，
巴南区还不断完善决策机制来优化营
商环境，不断强化履约管理以促进达
产见效，吸引一大批国内重量级企业
纷纷落户。仅今年上半年，就有67家
企业纷纷选择签约入驻巴南、签约金
额达467.8亿元。

随着“三项规范”的深入实施，
2017年5月至2018年底，巴南区全口
径债务下降10.6%，直接降债达126亿
元，间接降债超过215亿元，全区财力
实现收支平衡后结余9.4亿元，在消化
历年赤字7亿元后，累计结余2.4亿元。

如今，工业经济持续回升，产业
集群不断壮大，新兴产业创新提速，
巴南经济迈上了高质量发展的道
路。今年上半年，地区生产总值实现
411.4亿元、增长6.2%，增速居主城九
区第2位，经济活力和运行质量呈现

“稳、进、好”的态势。

巴南经济跑出“加速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