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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志们！我们子弹打光了，就
从阵地前的敌尸中去捡子弹，只要
有一个人活着，就要高举起这面大
旗！”1927年12月13日，广州城北的
一处角落，面对敌军，一名年轻的女
子手扛红旗，大声地鼓舞着身旁的
战友。

“这名女子就是巴渝地区首个女
工工会——重庆丝业女工工会的创
建者，曾担任重庆市妇联宣传部主
任的游曦。”9月 14日，站在重庆历
史名人纪念馆内的游曦烈士雕像
前，沙坪坝区委党史研究室副主任
陈朝晖介绍。

自强不息，从大阳沟
走出的革命青年

“1908年，游曦出生于渝中区大
阳沟附近的一纺织工家中。”陈朝晖介
绍，由于家境贫寒，游曦自幼深知民间
疾苦，在跟随母亲帮人洗衣缝补和做
家务的过程中，她目睹了劳动人民的
悲惨生活，这让游曦在很小的时候便
有了强烈的爱国思想和革命意识。

由于父亲游正华思想较为传统，
游曦刚开始没能上学。后来，在游曦
的力争和其母亲、哥哥的支持下，她终
于在1921年进入收费低廉的太阳山
女子职业学校学习。

“也就是在这所学校里，游曦结识
了来自巴南的童毓英，并通过她认识
了自己革命的引路人——童庸生。”陈
朝晖介绍。

史料记载，在童庸生的影响下，游
曦很快接受了革命主张。1923年夏

天，经童庸生介绍，游曦进入省立重庆
第二女子师范学校（以下简称省二师，
现重庆第二师范学校）读书。“在这所
学校读书期间，游曦的国文教师刚好
是时任《新蜀报》主笔的萧楚女，在他
的影响下，游曦不仅通过阅读《革命的
信仰》《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实况》《青
年与进化论和唯物史观》等文章，逐步
树立起共产主义的远大理想，还于
1924年加入社会主义青年团的外围
组织‘平民学社’，并很快成为该社的
中坚分子。”陈朝晖说。

加入“平民学社”后，游曦以更大
的热情投入到群众运动中。据史料记
载，在1924年到1925年这一年里，游
曦曾参与多场反帝爱国游行活动，凭
借在这些活动中的英勇表现，游曦于
1925年秋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

1925年冬，游曦被国民党反动派
开除学籍，被迫离开省二师，后被组织
安排进入中法大学继续学习。在中法

大学读书时，游曦接受了冉钧、杨洵、
周贡植、李嘉仲等人的教导，并正式加
入中国共产党，担任学校党支部委员
和共青团支部书记，负责中法大学学
生会和市学联的工作。

积极斡旋，促成首个
女工工会成立

“时光追溯到上世纪20年代初，
磁器口是重庆和四川缫丝工业的重要
基地，是工人集中的工商业水陆码头，
特别是自1920年以来，华康、天福、谦
吉祥、同孚四家大型缫丝工厂在此落
户，让4000余名女工聚集于此，这也
为后来女工工会的成立奠定了组织基
础。”陈朝晖表示。

随着国共第一次合作的达成，重
庆的反帝反封建运动风起云涌。
1926年初，中共重庆地方执行委员会
成立后，年仅18岁的游曦被任命为筹
备主任，专职负责重庆市妇联的前期
筹备工作。“担任筹备主任后，游曦显
示出过人的组织才干，在短短的几个
月时间里，就完成了市妇联的前期筹
备工作。”陈朝晖说，当年4月1日，随
着重庆各界妇女联合会成立大会在巴
县图书馆举行，重庆市妇联宣告成立，
游曦被选为市妇联的宣传部主任。

重庆市妇联成立后不久，受党组
织派遣，游曦率领由中法大学社会主
义青年团团员组成的工运小组，深入
磁器口地区的四家纱厂，组织发动工
人运动。

“由于当年女工大都不识字，工运
小组首先在华康丝厂开办妇女平民学
校，宣讲妇女解放和启发阶级觉悟。”陈
朝晖说，随后工运小组又组织发动女工

们反对搜身制度，进而让女工们认识到
成立女工工会的重要性，为之后的女工
工会成立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经过半年的组织发动，重庆丝业
女工工会于1926年11月正式挂牌成
立。“在当天的成立大会上，重庆的左
派国民党省党部、中共重庆地方执行
委员会和各界代表纷纷到会祝贺。”陈
朝晖说，成立大会后，游曦代表女工工
会发表了《重庆丝业女工工会宣言》，
提出“打倒军阀”“妇女解放万岁”等革
命口号，把重庆的反帝反封建革命运
动推向了一个新高潮。

不畏牺牲，用生命实践
革命信仰

“传玉（游曦原名游传玉）啊，干脆
你别去武汉，也别去参那个军了，找个
男人过一生不是挺好的么？”1926年
底，位于鲁祖庙的游曦家，游曦的母亲
吴氏抹着眼泪对游曦说。

“妈！现在是什么时候了，革命
啦！男女要平等。妈！让我去参军
吧，革命若成功了，社会就要改变，生
活就会好起来。”听到母亲的话语，游
曦的眼中闪过一丝不舍，随即用恳切
的语气对母亲说。

陈朝晖向记者还原了当时的情
景。原来，1926年底，《新蜀报》登载
了中央军事政治学校（即黄埔军校）武
汉分校招取第六期政治科学生的消
息。得到这一消息后，游曦不仅第一
时间报名，还积极动员进步同学报名
参考。经过初试，游曦与赵一曼等30
个女青年进入了在武汉举行的复试，

“这也标志着游曦投笔从戎，走上了武
装救国的革命道路。”

“自1926年底离开重庆，到1927
年底牺牲于广州。游曦用实际行动体
现了共产党员坚守信仰、勇于为革命
献身的英雄品格。”陈朝晖说。

1927年初，游曦顺利通过体格检
查和文化复试后，正式成为黄埔军校的
一员，投身到大革命的浪潮之中。但好
景不长，随着“四一二”“七一五”反革命
政变的相继爆发，政治形势恶化，武汉
也处在腥风血雨的白色恐怖下。

在千钧一发之际，第四军参谋长
叶剑英利用军阀争兵权的矛盾，把军
校改编为第二方面军军官教导团（后
改称第四军军官教导团），并决定不愿
随军的人员可以回家。

面对这样的形势，游曦毅然决定
随军东征。史料记载，离开武汉后，游
曦等人所在的教导团跋涉千里，南下
广州。到广州的第二天，游曦便向连
长请假，走到珠江边，凝视着白鹅潭起
伏的波涛，追忆起已壮烈牺牲的萧楚
女等人当年对她的教诲。看着在珠江
游弋的帝国主义和新军阀的军舰，她
捏紧了拳头，发誓总有一天要活捉杀
害萧楚女等烈士的刽子手，祭奠死难
烈士的英灵。

1927年12月11日凌晨，广州起
义爆发，叶剑英领导的军官教导团是
这次起义的主力部队，游曦担任教导
团中唯一一个女兵班班长。

“战斗中，女兵班奉命在珠江北
岸的长堤狙击敌人。”陈朝晖介绍，
12月13日，敌人越过珠江，女兵班与
起义军总指挥部失去了联系，没有接
到撤退的命令，还在长堤的一个街垒
死守。两天两夜滴米未进、滴水未
沾，子弹所剩无几，形势危急，但游曦
带领女兵们誓与阵地共存亡！很
快，十倍于她们的敌人扑了过来，子
弹打完后，游曦第一个冲上去拼刺
刀，最终与十几个女兵一起壮烈牺
牲，年仅19岁。

“萧楚女生前曾对游曦说过这样
一句话：‘人生应该如蜡烛一样，从顶
燃到底，一直是光明的。’19岁的游曦
以其短暂而光辉的一生，实践了‘从顶
燃到底’这一铿锵誓言。”陈朝晖说。

游曦以其短暂而光辉的一生践行誓言——

“人生应该如蜡烛一样，从顶燃到底”
本报记者 黄琪奥

■她是重庆市妇
联的主要创建者。

她曾随叶剑英等
人转战千里，并成为
广州起义的重要成员
之一。

牺牲之前，她曾
高呼：“同志们！我们
子弹打光了，就从阵
地前的敌尸中去捡子
弹，只要有一个人活
着，就要高举起这面
大旗！”

她就是游曦。

立足客户投资需求
推进深度金融服务

西南证券立足客户投资需求，不断
创新和完善综合性的金融服务，将传统
经纪业务向财富管理升级，通过投资顾
问等服务，满足客户的更深层次投资需
求。

西南证券成立的“西牛学院”互联
网投教基地，通过持续开展“投资者教
育全国行”，举办投教大讲堂等活动，向
广大中小投资者提供金融知识，助其树
立理性投资理念。2018年，“西牛学
院”被中国证监会授牌为国家级投教基
地。目前，该公司正在建设新的更大规
模的实体投教基地，以推进对广大重庆
投资者的现场培训宣教。

一系列举措，推动该公司稳步向财
富管理转型，在服务人次和业务收入方
面都有提升。2019年上半年新开客户
数量达 3.49 万户，较去年同期增长
57.99%；2019年上半年公司实现各类
理财产品销售 58.46 亿元，同比增长
49.59%。

同时，西南证券十分重视两融业务
的发展，实现了规模和收入的同时增
长。上半年该公司两融日均市场份额
1.04%，同比增长28.29%。融资类业
务（融资融券、约定购回、股票质押业
务）利息收入合计3.83亿元，同比增长
6.39%。

上半年，该公司证券经纪业务版块
的营业总收入为9.22亿元，同比增长
31.48%。截至报告期末，公司股基交
易额为9236.7亿元，同比上涨18.59%。

除了经纪业务，在自营业务方面，
西南证券根据市场环境灵活操作，推动
自营业务快速发展。2019年上半年，
随着宏观经济政策持续稳定，一季度A
股迎来一段估值修复行情，但二季度受
外围因素冲击回落调整。对此，根据市
场环境灵活操作，获得持续的投资收
益。

2019年上半年，公司证券自营业
务营业收入为 6.97 亿元。同比增长
78.47%。证券自营业务的发展成为上
半年公司收入增长的重要推动力。

此外，该公司上半年还在新三板
新推荐挂牌6家企业，新增挂牌家数
行业排名居业内第4位；持续督导方
面截至6月底督导挂牌企业213家，行
业排名第13位，市场份额占比2%；上
半年多个月份执业质量评价居行业前
三。

持续稳健控制风险
精细管理降本增效

证券公司业务的核心在于通过管
理风险创造价值，对此，西南证券近年
来一直采取非常稳健的风险管控策略，
全面强化风险管理体系建设，确保平稳
运营、稳中求进。

去年初以来，随着市场持续下行，
国内不少证券公司出现大面积股权质
押、债券“踩雷”等风险，遭受大规模资
产减值计提。对此，西南证券认真领会
中央“三大攻坚战”部署要求，紧紧围绕
防范系统性金融风险目标，认真研究行
业所暴露出的风险问题，吸取加强股权
质押、固收投资风险管理的相关经验，
进一步提升了风险管控水平。

西南证券相关负责人介绍，近期该
公司完善债券投资交易业务管理制度
和风险管理制度，建立债权投资内部评
级管理体系，进一步加强债券交易统一
管理，规范债券交易业务开展。

同时，该公司还建立和完善了科创
板投资交易管理相关制度流程与风险
控制指标体系，确保公司科创板并试点
注册制相关工作扎实落实到位；全面梳
理子公司证券投资范围与投资决策流
程，加强子公司项目风险评估，确保子
公司各项业务运行可测、可控；完善风
险指标体系，强化风险信息系统建设，
公司合规风控等相关部门认真履行风
险管理职能，及时提交风险报告，确保
公司各项业务稳健开展。

证券公司的风险偏好，与其营利能
力的发挥有直接关系。西南证券在实
施稳健的风险管控策略的同时，如何更
好地为投资者和自身创造价值？

该公司相关负责人表示，在谋求业
务新支点的同时，还必须努力推进降本

增效，具体而言，就是通过精细化管理，
严控财务成本，杜绝不合理高成本费
用，做实做细预决算，不断完善和发挥
好科学斗硬的绩效考核指挥棒作用，产
生奖优汰劣的效应。

根据中证协《传导》公布的2019年
上半年131家券商经营数据显示：西南
证券公司营业收入17.28亿元，排名第
25位；净利润6.75亿元，排名第24位；
总资产670.76亿元，排名第25位；净资
产186.92亿元，排名第27位；净资本
129.09亿元，排名第34位。

业内人士指出，该公司营业收入
和净利润指标的行业排名都优于总资
产、净资产、净资本指标的行业排名，

“特别是在靠资金规模取胜的券商行
业，西南证券净利润指标的行业排名，
要明显优于其他几个指标的行业排
名，这说明该公司在精细化管理方面
有独到之处。”

党建引领发展理念
严格考核提振团队

任何亮眼的业绩背后，体现的都是
业务团队的决策和执行能力。作为典
型的知识型、智力型行业，证券行业对
从业人员知识和经验要求较高，同时由
于业务专业性强，大多业务需要团队协

同开展。对此，西南证券通过内培优
才、外引良才、强化考核、优化管理，着
力打造业务精、专业好、战斗力强的干
部员工队伍。

据该公司相关负责人介绍，该公司
首先在经纪业务序列，建立了员工画像
系统，为内部管理、员工绩效和职级晋
升等提供考核依据。同时，严把进人选
聘关，严格考核淘汰关，通过市场化的
激励约束机制，坚决贯彻职工能进能
出、职位能上能下、薪酬能增能减的要
求。

为顺应大数据智能化浪潮，以大数
据智能化引领企业科技金融转型发展，
该公司还培养和引进了一批高科技人
才，并打造了“慧投顾”在线投顾平台、

“灵犀通”人工智能客服系统成效显著，
配合提升客户服务模式不断优化，在投
行信息化建设方面走在了行业前列，得
到证监会的充分肯定。

“业务团队能力的源头是每一个
人，人的思想和理念决定了企业的未
来。”廖庆轩表示，公司上上下下深知，
作为国有企业，必须坚持党的领导不动
摇，通过“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
育全力推进公司党的建设与企业经营
高质量融合发展。

同时，该公司以巡视反馈问题为基
础，坚持标本兼治，抓好举一反三，坚持
目标导向，全力抓好后续整改落实，把
巡视整改与推进公司发展改革、构建转
型发展和高质量发展的新格局结合起
来。

另外，西南证券还通过“不忘初心、
牢记使命”主题教育找差距、抓落实。
从2019年6月18日开始，该公司成立
了11个调研小组采取座谈交流、个别
访谈，查阅资料、实地查看等多种形式
开展调研，至今已围绕调研主题召开座
谈会 35 场次，参与各类问卷调查达
800余人次、实地走访基层单位26个，
访谈干部群众335人次，形成专题调研
报告11份，这些“接地气”的举措为该
公司高质量发展奠定了良好的现实基
础。

丁小玲
图片由西南证券提供

上半年扣非净利润同比增近一倍

西南证券谋求业务新支点推进高质量发展

日前，西南证
券发布的2019 年中
期业绩公告，上半
年 实 现 营 业 收 入
17.09 亿元，同比增
长 12.17% ；归 属 上
市公司股东的净利
润为4.90亿元，同比
增 长 60.98% ；归 属
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扣非净利润为 4.72
亿 元 ，同 比 增 长
90.61%；加权平均净
资产收益率2.6%。

在国际国内市
场形势日趋复杂，
行业竞争日益加剧
的背景下，西南证
券取得上述成绩尤
为不易。对此，西
南证券党委书记、
董 事 长 廖 庆 轩 表
示，近期西南证券
围绕资本市场和证
券业体系做结构优
化，努力实施业务
创新，提升服务水
平，深化金融供给
侧结构性改革，在
为实体经济发展提
供高水平金融服务
的同时，也促进了
自 身 的 高 质 量 发
展。

西南证券大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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