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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李顺清来说，今年夏天是他一个忙碌
的夏天。

刚组织完水稻机收，他又马不停蹄地开始了
疏果。

中秋前夕，李顺清拿着长长的疏果剪，在
10多亩的柑橘园里挥舞着剪枝。那阵势，似乎
他拿着的不是剪刀，而是迎风飘扬的旌旗。

李顺清，长寿区葛兰镇盐井村人，曾经的
侦察尖兵，如今的乡村振兴新兵。

两代人的精神传承

成为一名军人，是李顺清从小的愿望，这
与父亲李兴华有着直接关系。

李兴华是一名抗美援朝老兵，曾在朝鲜战
场上扛过枪，打过仗。不幸的是，1967年，在
李顺清年仅5岁时，李兴华就因肺结核医治无
效逝世，留下年幼的李顺清三兄弟。因此，李
顺清的童年，是在对父亲的思念与崇拜中度过
的，参军的种子就此种下。

1981年，高中毕业的李顺清毅然决定参
军，像父亲一样保家卫国。

“一进部队就是考核，考文化、速写速记、
考反应能力、身体素质等。”李顺清回忆：“考官
掐着秒表，让我们这些新兵记写数字，在规定
时间内看谁写得多，对得多。”李顺清因成绩突
出，成为了一名侦察兵。

1987年5月，李顺清因作战英勇，表现突
出，被授予一等功勋章。

从技术能手到农业新兵

1987年10月，李顺清退役回到长寿，被安
排在四川染料厂化工车间当机修工人。凭着
在部队里的技能储备和自身的勤奋刻苦，他很

快适应了新的岗位，成为一名技术能手。
工作后不久，李顺清的手指关节处开始红

肿疼痛，使不上力。到医院一查，他被告知患
了类风湿性关节炎，很难治愈。

手上无力，提不起笨重的工具箱，为了不
影响设备检修工作，李顺清把工具一个个挂在
身上，即使再吃力，也坚持一点一点把每天的
检修工作做完。

“生活也是战场，如果被病痛击垮，就不是
一个好战士，比起那些负伤归来的战友，我已
经幸运了很多。”李顺清说。

2003年，川染厂改制，李顺清和妻子李茜

同时下岗。李顺清办理了病退，每个月仅有
290多元，妻子的工资和他相差无几，微薄的收
入一下让家里陷入了困境。李顺清思来想去，
带着东拼西凑的6000多元，回到葛兰镇盐井
村的老家，流转了10亩土地，开始种植柑橘。

“对于种植，我完全是一个新兵。”李顺清
坦言，他高中毕业就进了部队，如何施肥、怎么
剪枝、怎样疏果，都全无头绪。

不懂就学，李顺清天晴就在地里，下雨就
泡在图书馆里，久而久之，“门外汉”成了“土专
家”。“我们上过战场的人，心理素质好，不怕挫
折。”李顺清笑着说。

在夫妻二人的共同管理下，鱼塘和果树逐
渐有了效益。2009年，柑橘行情好，李顺清赚
了6000多元，刚好够孩子的大学学费。

在盐井村，李顺清也是出了名的热心肠。
65岁村民宋学芳想要外出务工，但又放不下家
里的10亩稻田。李顺清了解后，当起了宋学
芳的免费“管家”，一管就是5年。村民郭以芬
的鱼塘和果树迟迟不见效益，李顺清也当起了
免费“顾问”，给他寻找解决办法。

当别人问他，这样做到底为了啥？李顺清
摆了摆手：“乡亲们也帮了我很多，再说，我是
一个有35年党龄的老党员，这点事算啥？”

乡村振兴的“新战场”上干事业

李顺清在盐井村的老房子，是一栋二层小
楼，房屋周围是郁郁葱葱的果林，有李树、桃
树、柑橘树、柠檬树，有的已挂果，飘散着淡淡
的果香……

这是李顺清的“新战场”。葛兰镇南中村
是重庆包产到户“第一村”，而离之不远的盐井
村，也早早开始了分田到户。但是，在过去几
十年里，盐井村并没有随着改革的春风搭上快
车，相反，村里的发展比较滞后。

“我们这个湾子，好多人都出去打工了，过
去我当娃娃的时候有80人，现在只有8个人
了。”李顺清坦言，他虽然已经57岁了，手指变
了形，但在村里还是个“壮劳力”。

“年轻人不愿意回来，吃不了苦，别的不
说，就说这吃的问题吧，这个季节是村里的蔬
菜淡季，一天三顿都吃空心菜，不少人就吃不
下来。”他说，儿子李栏今年29岁了，在重庆主
城打工有一茬没一茬，居无定所，挣得不多，但
也不愿意返乡。

“随他吧。要让农村成为幸福美好的家
园，我们自己搞好一些，不就能吸引这些年轻
人回来了？”他告诉记者。

于是，老兵李顺清开始了新战斗：每逢收
割季节，他都会抽时间为村民们免费运送收获
的稻谷、玉米；农闲时分，李顺清还会免费“开
讲”，给村民培训种植养殖技术；此外，李顺清
还利用自己当过兵、进过厂的社会关系，帮村
民张罗农家乐的生意，组织农家体验活动……

37岁的邱其富是广东湛江人，9年前追随
媳妇成为了盐井村上门女婿。他在村里流转了
120亩地准备搞经营，却因为不懂政策和农业

“翻了船”，几乎赔了个精光。李顺清知道后，主
动成为了他的农技顾问，从指导果树管理到代
种代管，再到联系销售渠道，李顺清都当成自己
的事情来做，还手把手教他机械维修。如今，邱
其富的120亩地，已经发展起60亩柑橘和50亩
鱼塘，另有10亩地也经老李联系，租了出去。
120亩地全都派上了用场，去年邱其富收入约
18万元，已经略有盈余。“要不是李老师，我怕是
翻不了身。”说起李顺清，邱其富满是感激。

最近，李顺清打起了水稻种植的主意，“但
不是传统水稻，而是彩色稻。”他说，经过自己
的动员，乡亲们都跃跃欲试，已联系了300亩
土地，准备明年一开春就种植，配合上柑橘采
摘，发展乡村旅游。“明年这个时候，你再来看
看如何？”李顺清饱经战火洗礼的脸上满是笑
意，仿佛看到了家乡蓬勃发展的美好景象。

长寿区退伍老兵李顺清：

从侦察尖兵到乡村振兴新兵
本报记者 颜安

8月30日，长城汽车重庆智慧工厂在重
庆市永川区正式竣工投产，“全球化乘用大皮
卡”长城炮正式量产下线。这是长城汽车全球
第五个、中国南方首个全工艺整车生产基地，
也是长城汽车着力打造的智慧工厂。

作为2019智博会后永川区首个投产的智
慧工厂，该厂从制造到运营管理均实现了高度
智能化，有望引领重庆汽车产业向高端化发
展，成为重庆汽车工业向智能化方向转型升级
的一个典范。

它的诞生，也是永川区加快推进以智能制
造、智能装备和大数据产业为重点的智能产业
发展，全力创建国家大数据智能化先行区的一
个缩影。

智能制造正由点向面铺开

走进长城汽车重庆智慧工厂，只见车间里
正在作业的是数以百计的机器人等智能化设
备。为数不多的工人，则主要负责监控这些设
备的运作情况。

重庆日报记者了解到，该厂基于研、产、
供、销、人、财、物全面协同的智慧信息系统，从
根本上实现了“两个智能化”——智能化生产
制造和智能化运营管理。

譬如，其焊装车间拥有98台日本发那科
机器人，自动化率达100%；涂装车间拥有46
台涂胶、喷涂机器人；冲压车间内两条大型全
自动高速冲压连续生产线，具备ADC一键换
模及ATC一键换端拾器功能；总装车间的
SPS+AGV 自动输送系统，自动上线率达
70%。

同时，工厂通过APS（高级计划排程）系
统、MES（制造执行系统）等系统的应用，实现
了生产计划协同、创造过程管控、质量管理、设
备管理、供应链协调和信息采集与设备集成；
通过WMS（仓储管理系统）和LES（物流执行
系统）等系统的应用，实现了厂内外物流管理、
物流质量管理、配送管理和订单拉动仓储管理
等一系列智能物流管理。

重庆长城汽车有限公司总经理孟树杰表
示，长城汽车致力于将该厂打造成为国内乃至
全球范围内领先的智慧工厂，为中国制造智能
化升级提供值得借鉴的范本。

在永川区，除了长城汽车重庆智慧工厂，
实现了智能化生产的还有不少企业。

永川区相关负责人介绍，该区已建成1个
市级智能工厂、7个数字化车间，并有3户企业

通过国家两化融合管理体系贯标评定。同时，
区内建设、应用云平台的企业在逐渐增多，企
业推进智能制造正在由点向面铺开。目前，全
区80%以上的电子信息企业均在实施“机器
换人”等智能化改造。

智能装备产业初具“国际范”

今年上半年，永川区智能装备产业增长特
别亮眼，共实现产值50亿元，同比增长24%。

主要动力，来自于数控机床企业的快速聚
集。

据永川区相关负责人透露，大力发展以高
端数控机床为主导的智能装备产业，是永川区
推动全区智能产业发展的一个重要举措。为
此，该区陆续引入了4家德国高端数控机床领
军企业。

它们分别是：全球倒立式机床隐形冠
军——埃马克公司，代表齿轮加工机床行业
世界最高水平的利勃海尔公司，被誉为“机床
行业保时捷”的埃斯维公司，全球第五代珩磨
机代表企业德根公司。

其中，埃马克永川工厂率先于2017年建
成投产；利勃海尔永川生产基地、埃斯维永川
工厂，相继于2019年5月、6月投产；德根公司
永川生产基地正在紧锣密鼓建设之中，有望年

内投产。
不仅如此，永川区还打造了中德（重庆）智

能装备产业园。该产业园于今年5月挂牌，截
至目前，已累计入驻数控机床制造企业35家，
形成了以德国高端数控机床企业为引领、普及
型数控机床企业为主力，集生产、研发、检测于
一体的智能装备全产业链体系，初具“国际
范”。

今年上半年，该产业园数控机床整机产量
达到503台、产值达2.97亿元，产量约占全市
的三分之一。

大数据产业呈现集聚发展态势

大数据产业，是永川区的又一大亮点。
近年来，永川区大力推进软件与信息服务

外包业向大数据产业转型升级，并建设了大数
据产业园，聚焦服务外包、软件信息、大数据处
理应用和数字内容等四大领域招商引资。

目前，该园区已引进了先特、携程、中国普
天、软通动力、科大讯飞、勾正数据、达瓦虚拟
现实研究中心、文德数慧、知道创宇和中数融
合等大数据企业315家，发展成为重庆主城以
外单体规模最大的大数据产业园，从业人员超
过1.4万人。

依托众多的大数据企业，永川区深入挖掘

大数据商用价值、民用价值和政用价值，在全
区全面推开智能应用。其中，由中国普天信息
产业集团有限公司和永川区政府共同建设的
信息惠民服务平台——“服务公社”，已上线
26个部门833项政务服务事项，实现了让数
据多跑路、群众少跑腿。

据统计，截至今年8月，永川大数据产业
园已有39个项目投产运营。2019上半年，该
园区实现产值54.8亿元，同比增幅达24.9%。

全力创建国家大数据智能化先
行区

借智博会平台，永川区智能产业的发展更
如虎添翼。

永川区相关负责人介绍，今年智博会上，
永川区共签约项目111个，投资总额达143.22
亿元。项目主要涉及机器人及智能装备、智能
应用、汽车及零部件、电子信息、软件与信息服
务外包产业等多个领域。其中，大数据项目多
达83个，投资总额达到59.48亿元，涵盖智能
驾驶、智慧平台、虚拟现实、数据标注和影视传
媒等领域。

这些项目将为永川区智能产业发展注入
新的活力。

其中，百度西部智能驾驶开放测试创新中
心项目，将基于百度Apollo智能驾驶，在永
川全区范围构建智能驾驶及车路协同开放测
试环境，建设智能驾驶汽车检测中心；航天科
工数字孪生城市决策平台，将以建设“永川数
字孪生城市研发及应用”为试点，完成永川区
城市三维模型构建和数字永川城市治理智能
决策系统，有效推进数字孪生城市在永川区城
市应急、城市提升等领域的示范应用。

该负责人表示，该区将以此为契机，继续
深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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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从三个方面着力，全
力创建国家大数据智能化先行区。到2020
年，力争使全区智能装备产业规模达到200亿
元、大数据产业规模达到300亿元。

其一，以大数据、高端数控机床、智能汽车
制造、智能机器人、智能家居和电子信息等产
业为重点，培育壮大大数据智能产业，推动工
业经济高质量发展，加快建设高质量发展先行
区。

其二，加快推动智能化应用——促使百
度西部智能驾驶开放测试创新中心、航天科
工数字孪生城市决策平台等项目尽快落地，
推动智慧城市、智慧社区建设，为生活添彩；
加快互联网、物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和制
造业的深度融合，大力推广普及智能制造，为
经济赋能。

其三，继续加大招商引资力度，吸引更多
大数据、智能化企业落户永川。同时，加强统
筹调度、跟踪督办，确保签约项目早开工、早投
产，切实把签约成果转化为发展实效。

永川以智博会为契机

创建国家大数据智能化先行区
本报记者 黄光红

本报讯 （记者 吴刚）大数据智能化如何
助推贫困地区的产业发展？市地理信息和遥感
应用中心作出了有益的尝试。9月上旬，记者
在该中心采访获悉，他们利用遥感技术帮助万
州龙驹镇建立农业大数据库，以此来推动资源
更加精准地匹配。

据介绍，通过财政资金补贴，引导农业大户
种植柑橘、柠檬等特色农产品，是我市不少乡镇
产业扶贫的一般做法。但小块的土地被流转和
综合整治后，原来的田埂消失了，现有土地面积
是多少，每年新种植的作物是多少，该补贴多
少，成为一道难题。

龙驹镇镇政府相关负责人介绍，为测量出
一个准确的数据，他们组建了一个专门的班
子。但是，传统的测量方法效率太低，仅此一项
工作，他们就要花一个多月时间。同时，传统测
量方法还存在部分坡度、沟壑等细节数据缺失
等问题，且测量的成本不菲。

“对种植户来说，补贴款都是雪中送炭，由
于测量耗时太长，补贴款久久不能到位，有的种
植户没钱买农药、化肥，生产周期延后，错过了
产品最佳上市期，收入大大减少，”龙驹镇镇政
府上述负责人表示。

几个月前，市地理信息和遥感应用中心送
来的遥感技术，让龙驹镇这道难题迎刃而解。

据重庆市地理信息和遥感应用中心高级工
程师曾远文介绍，通过无人机飞行测量农业种
植区域，生成遥感影像，然后提取种植范围，可
快速准确地测算出种植面积。利用这个方法，
他一上午就能完成上万亩土地的面积测量，效
率比传统方式要高出近百倍，不仅让种植户及
时领到了补贴款，还为该镇节约了数万元测量
费用。

除了测量土地，遥感技术在龙驹镇还应用
于多个方面。例如，用遥感技术绘地图，可把该
镇的产业用图标的形式标注在遥感影像上，点
开图标，便自动链接出每一个具体项目的真实
影像，实时的道路、房屋、农作物种植等情况以
及用图表列出的各项具体指标，让人耳目一新。

“招商引资时用这样的地图，绝对给我们龙
驹镇加分。”龙驹镇镇政府相关负责人说。

“遥感技术在农业生产的运用前景广阔。”
曾远文认为，未来，可利用遥感技术手段建设多
维立体的乡村特色农业大数据可视化平台，建
立包括土地面积、海拔高度、土壤肥力、光照等
各项指标的大数据库，实现政府、市场、生产之
间涉农数据互通共享，让农业生产的资源配置
更加精准。

智能化为农业赋能

万州龙驹镇
用上了遥感技术

埃
马
克
（
重
庆
）
机
械
有
限
公
司
生
产
的
高
端
数
控
产
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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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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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
，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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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
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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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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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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摄

打探智能产业“新引擎”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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