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综合管理中心：63907104（传真） 63907131 63907102 广告经营中心：63907707 63907714 编辑出版中心：63907179 时政社会新闻中心：63907181 63907224 SZSHZX11@163.COM

责编 许阳 美编 何洪

2019年 12月6日 星期五 3
CHONGQING DAILY

□本报记者 赵迎昭 实习生 李宁

“她在国民党历届中央全体会议、
中央常务委员会、国防最高委员会及
军政会议上都负责速记工作，曾记录
过蒋介石、何应钦、白崇禧、陈诚及国
民党军统、中统特务机构的报告……”
中共党史出版社2018年出版的《隐蔽
战线统帅周恩来》一书中，对中共情报
员沈安娜的功绩作出了上述表述。

12月5日，重庆红岩联线文化发
展管理中心原主任厉华接受重庆日报
记者采访时称，沈安娜神秘而传奇的潜
伏故事直到上世纪90年代才逐渐被揭
秘。因此，她被誉为“战斗在敌人心脏
的无名英雄”。

“你要从革命大局着想，
以大局为重”

沈安娜于1915年出生于江苏泰
兴，1932年毕业于江苏省泰兴中学，后
到上海求学、谋生。

1934年底，她在周恩来、董必武的
指示和部署下，参加了国民党浙江省政
府速记员的招聘活动，并顺利打入浙江
省政府秘书处议事科。

由于沈安娜速记娴熟，很快得到了
时任浙江省主席朱家骅的赏识，后经朱
家骅等人介绍以“特别入党”方式加入
国民党，由此开始了情报工作生涯。
1935年秋，沈安娜和中共党员华明之
在上海结为夫妇，从此共同战斗在党的
隐蔽战线。

1938年8月，武汉保卫战失利，国
民党机关开始陆续撤往重庆。到重庆
不久，沈安娜被安排在国民党中央党部
秘书处工作。

由于是朱家骅的“老部下”，沈安娜
很快担任了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会等
重要会议的速记。此后，沈安娜在国民

党中央党、政、军、特的高层会议上担任
速记。“凡是蒋介石主持的会议，沈安娜
就是速记的不二人选。”厉华说。

长期在国民党官场工作，沈安娜倍
感压抑。1938年冬，当她得知八路军
重庆办事处要送一批青年去延安后，思
想出现了波动。“我忍不住跑到‘八办’，
先向博古要求去延安，他不同意。我又
去向董老（董必武）请求，董老也不同
意。”1998年，沈安娜在《教导勉励 永
记在心——忆周恩来指导我做情报工
作》一文中回忆。

厉华称，周恩来知道此事后，立即
把沈安娜叫去自己的办公室，对她说：

“这项秘密工作非常重要，你要从革命
大局着想，以大局为重。党很需要你坚
持在这个重要岗位上继续努力。”这一
席话，让沈安娜茅塞顿开。

获取重要情报，成为
中共党员

1939年1月，沈安娜被确定为即
将召开的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的速记
员，并负责保管会议的有关文件。在这
次大会上，由蒋介石作报告，沈安娜就

坐在离蒋介石仅三四米远的桌子旁。
在全会的小型军事会议上，蒋介石

和军事头目们精心策划消灭中国共产
党的新阴谋，炮制了两个反动文件，即
《防止异党活动办法》（后改为《限制共
产党活动办法》）和《关于共产党的处置
办法》。沈安娜将会议正式通过的两个
反动文件送交给董必武和博古。

后来，党中央根据沈安娜提供的文
件以及其他来源提供的材料，将其编入
《磨擦从何而来》的小册子。其中明确
指出：国民党下达的这两个文件，是造
成国共磨擦的根源。从而揭露了国民
党的反共阴谋，打击了国民党的反共气
焰。

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以后，国民党
中央常委会每两周召开一次会议，均由
沈安娜担任速记。会议议题主要是由
军事头目何应钦报告军事形势和反共
的军事部署等。每次常委会的内容以
及朱家骅的讲稿，沈安娜均及时送交南
方局。

“1939年秋，南方局组织部根据沈
安娜的表现，决定接受沈安娜入党。”厉
华说。

1941年初，蒋介石发动第二次反

共高潮，制造了震惊中外的“皖南事
变”。在共产党坚决斗争和广大舆论谴
责下，以蒋介石为首的反共势力不得不
稍加收敛。

1941年11月，蒋介石又在召开的
五届九中全会上策划新的反共阴谋。
即将分娩的沈安娜得知这次会议极其
重要时，坚持参加会议做速记。终于，
她成功获得何应钦和特务头目徐恩曾
的报告稿以及《关于党务推进的根本方
针》等重要情报。

与党组织失去联系，
承受巨大考验

由于沈安娜夫妇工作的特殊性，曾
与党组织失去联系。1945年10月，经
过3年煎熬，沈安娜夫妇才恢复与党组
织的联系。

“这期间，虽然沈安娜和华明之时
常往来于曾家岩50号和红岩村附近，
但由于特务对我党机关的严密监视，他
们只能过‘家门’而不能入，承受了巨大
的意志考验。”厉华说。

原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中共中央
调查部部长罗青长则在2016年出版的
《丹心素裹：中共情报员沈安娜口述实
录》一书中对沈安娜和华明之评价道：

“他们出污泥而不染，身居浮华而慎
独。这种革命情操在新的历史条件下，
特别值得大力提倡。”

1949年5月，沈安娜在解放上海
的炮声中回到了党的怀抱，结束了14
年的潜伏生涯。

2010年 6月16日，沈安娜辞世。
逝世前，沈安娜嘱咐女儿华克放，将自
己省吃俭用积蓄的10万元捐赠给母校
江苏省泰兴中学，设立奖学金。该奖学
金仍在持续发放。

“沈安娜为党的事业长期默默无
闻、甘当无名英雄的品质值得我们每一
名党员干部学习。”厉华表示，我们要像
沈安娜那样，抛开个人好恶，坚决服从
组织安排，服从党的工作大局，以“功成
不必在我”的精神境界和“功成必定有
我”的历史担当，不计个人得失，不求名
利地位，在各自工作岗位上作出应有贡
献。

沈安娜：战斗在敌人心脏的无名英雄

本报讯 （记者 陈国栋）近
日，綦江区扶欢镇安育村党员陈
军，从深圳回到老家投资龙虾养
殖。两个月前，村党总支寄给他一
套党员学习资料，并让他参加了党
员集中学习，使他萌生了返乡谋发
展的念头。

主题教育期间，綦江区通过采
取寄送一封书信、制发一份公函、
落实一套保障、促办一批实事、开
展一次随访、用好一个评价“六个
一”措施，组织流动党员全覆盖就
近就便参加主题教育，探索出一条
破解流动党员教育管理难题的路
子。

据了解，目前綦江有党员
43396名，其中流出党员7558名，
流入党员1743名。主题教育开展
过程中，綦江区委组织部调研时发
现，流动党员群体客观上存在对接
组织难、工学兼顾难、监督问效难
等现象，为确保党员全覆盖参加
主题教育，綦江采取了“六个一”
措施。

主题教育期间，区委组织部、
区委主题教育领导小组办公室联
名向每名流出党员寄发《致全区流
动党员的一封信》，督促他们主动
到流入地党组织报到并参加主题
教育。通过上门走访、新闻发布、
报纸刊载、微信公众号推送等方式
发出《邀请在綦流动党员参加主题
教育的一封公开信》，动员各级党
组织接纳流入党员就近就便参加
主题教育。

针对流出流入两地党组织信
息不对称、流入地核实党员身份难
的问题，对流出党员，各街镇党
（工）委主动致电对接当地党组织，

向其发送《关于商请协助组织流动
党员就近就便开展主题教育的
函》，请其适时回寄《綦江区流动党
员参加主题教育情况反馈表》；对
流入党员参加主题教育情况，通过
公函向其组织关系所在地党组织
及时进行反馈。

为做实理论学习，两个部门向
流出党员邮递寄送、为流入党员免
费配发《习近平关于“不忘初心、牢
记使命”论述摘编》。通过綦江微
发布、綦江微党建微信公众号和大
美綦江App等平台，为流动党员
提供丰富的线上学习资源，引导他
们随时随地开展学习。

为促进党员更好发挥作用，全
区所有村（社区）全覆盖建立党员
微信群，定期收集流出党员学习教
育中查摆的问题、对照检视的问题
和走访群众发现的问题等，及时跟
进了解整改进度。将流入党员全
部纳入党支部组织生活，引导其认
真检视整改。组织引导流动党员
主动融入流入地党组织，依托支部
主题党日等参加志愿服务，为身边
群众办实事好事。

据悉，在两个部门推动下，流
出党员纷纷在外地参加当地的党
组织活动，如广州番禺的綦江红
岩党员化龙流动党支部组织 13
名党员加入“广州街坊”群防共治
队伍，参与社区共建共治共享。
全区20个街镇共与1062个外地
党支部积极对接，实现良性互
动。其中，与流出党员数量多、较
稳定的浙江台州、贵州贵阳等地
党组织建立长效联系机制，为流
动党员的双向联动管理打下坚实
基础。

綦江区采取“六个一”措施

破解流动党员教育管理难题

本报讯 （记者 杨骏 实
习生 何春阳）12月5日，重庆日
报记者从市商务委了解到，今年
1-10月，重庆跨境电子商务（下称
跨境电商）进出口及结算219.1亿
元，同比增长11.1%。

据了解，重庆跨境电商行业
起步较早，是全国首批5个跨境电
商服务试点城市之一，也是全国
第二批电子商务综合试验区之
一。近年来，在国家宏观政策支
持和全市各级各部门共同努力
下，我市跨境电商快速发展，并取
得明显成效。

截至目前，全市跨境电商备
案企业500余家，主要集中在两路
寸滩保税区和西永综合保税区两
个区域。同时，全国排名前五的
网易考拉、阿里巴巴菜鸟、唯品
会、京东、小红书等跨境电商龙头
企业全部落地重庆。

“这些龙头企业的落户，产生
了明显的行业集聚效应。”市商务
委相关负责人称，除了行业龙头
外，重庆本土还培育了“宝妈时光”
线上商城和全国1500家线下O2O
展示店，自建了“云仓物流”跨境贸
易综合服务平台，并已成长为具有
全国性影响的行业知名企业。

从数据上看，重庆跨境电商
行业整体呈现持续健康发展态

势。跨境电商B2C零售进口交易
额2016年、2017年、2018年分别
达到21亿元、32亿元、48亿元，年
平均增长率达33.9%，年均增速居
西部前列。

市商务委方面还表示，伴随
跨境电商的发展，我市在相应的
体制机制上也在不断创新完善。
目前已实施放行包裹“7×24小
时”出区监管制度；创新开设了全
国首个铁路口岸国际邮件处理中
心，中欧班列（重庆）铁路运邮业
务覆盖欧洲14个国家；探索创新
的“邮件9610”跨境电商通关模式
正在进行测试，机场海关B2C跨
境出口也在进行通关测试，近期
有望成功开辟我市B2C跨境出口
航空货运新通道。

“当然，目前我市跨境电商发
展也还存在一些问题。”市商务委
相关负责人称，现阶段，我市跨境
电商还存在进出口结构不平衡、
出口产业基础较弱、跨境出口综
合服务体系不够完善等问题和不
足，这些也是下一步需要提升的
方面。

该负责人表示，下一步，市商
务委将加大跨境电商产业培育力
度，积极协调相关部门和单位，从
市级层面完善协作机制、优化行
业营商环境、尽快提升仓储物流
体系对跨境电商发展的服务保障
能力，同时充分发挥全市跨境电
商行业发展牵头管理职能职责，
与各单位各部门紧密协作，共同
推动全市跨境电商行业持续快速
高质量发展。

1-10月重庆跨境电子商务
进出口及结算219.1亿元

红岩革命纪念馆展出的沈安娜、华明之夫妇在重庆的合影。（本报资料图片）
记者 齐岚森 翻拍

（上接1版）
“现在正是柚子采摘时节，网上特

别好卖，最多一天我卖出了200多件。
货物多了，邮政快递员主动开车来取，
不用自己到镇上寄了。”周春称，柚子开
卖一个月，村里柚子网上销售收入已达
5万多元。

路通了，大观镇梅花村柚子合作社
也受益多多。

该合作社负责人颜娅琼称，以前村
里距离高速公路约40公里，现在只有
10公里车程，柚子运输到主城、万州都
很方便，来村里摘柚子的自驾车也明显
多了。

“农村公路延伸到哪里，农村物流
就覆盖到哪里。”市交通局称，建好的农
村公路，推动农村车辆运营成本平均下
降四成多，约95%的村民收入明显增
加。

催生一项产业
村民在家门口打工

一条农村路，可带动村里产业发
展，成为村民致富路。

“今年来，我几乎每天都到合作社
管理柑橘、乌梅，一天能挣100元。家
门口打工，既能照顾老伴又能照顾孙
子。”12月4日，云阳县泥溪镇胜利村
三组56岁村民余良江，谈起目前的生
活，幸福笑容洋溢在脸上。

余良江如今的幸福生活，源于

2018年以来泥溪镇陆续启动村组道路
通畅项目建设。

两年前，云阳县泥溪镇胜利村近一
半村组不通公路。该村山大坡陡，村里
以种植包谷、红薯、洋芋等“三大坨”为
主，是远近闻名的贫困村。

公路通到家门口，成为村民们最大
的心愿。

2018年6月，一条长3.4公里，连
接胜利村一、二、三组的农村公路完工，
村公路形成了环线。

路通了，胜利村新的产业规划提上
日程。镇上和村里请来专家为发展产
业把脉，如今胜利村已形成“短中长”产
业：当年见效的香菇、菊花等，三年挂果
的柑橘，五年结果的乌梅等。

今年2月，胜利村还专门成立金香
菇产业合作社，45户贫困户入股，种植
了350亩乌梅、1200亩柑橘。

贫困户除入股外，还可在合作社干
零活，一年下来，至少可挣两万元。

如今，“四好农村路”有力推动了当
地产业发展。镇上形成以黑木耳、香菇
为主的黑色食品，以柑橘、核桃、乌梅为
主的绿色食品，以及因地制宜发展柚
子、辣椒、菊花、中蜂等产业。

“四好农村路”带动产业发展，云阳
泥溪镇只是一个缩影。

“产业规划到哪里，公路就修到哪
里。”重庆市交通局称，在推进“四好农
村路”建设过程中，加快建设一批资源
路、产业路，推动资源变资产、资产变资
本、资本变资金，以此提升农村公路引
领地方经济发展的能力。

连通一片景区
自驾游客纷纷来

打通一条路，激活一片景，成为乡
村振兴新亮点。

今年10月底，梁平“绝佳二环”板
板桥至蟠龙洞段农村公路，被评为“全
国美丽乡村路”，这也是重庆市唯一一
条获此殊荣的公路。

这可乐坏了周边村民。如今在朋
友圈转发村里的美景，成为梁平蟠龙镇
扈槽村村民一大兴趣。

主城、万州乃至外省市游客慕名而
来。当地“唐家坡印象”农家乐老板朱
丽娟称，尽管今年受雨天增多的影响，
客流量较去年基本持平，但来自梁平以
外的游客占了1/3，而以前主要是本地
客。

成为热门景点后，朱丽娟明年准
备在农家乐新增一项目：中小学研学
基地，让来此游玩的小孩子学习、了解

更多的农耕生活和文化。“让游客留得
下、玩尽兴。”朱丽娟对新项目充满期
待。

不仅如此，沿线乡镇（街道）及时抓
住机遇，开设近20个乡村民宿和农家
乐，带动改善沿线15余万人的生产生
活状况，农户人均收入上万元，真正实
现脱贫致富。

綦江区永新镇的梨花节已成为綦
江的一张名片。以前，对游客们来说，
最头疼的就是堵车。

綦江永新镇石坪村村支书幸定
华说，春天前来赏花和夏天摘梨时
节，最长堵车时间达5个小时。对旅
游团来说，大巴无法开进景区，游客
只能在离村1公里的地方下车，步行
到景区。

2018年，綦江区交通局启动了道
路改造升级项目，将4.5米的路面拓宽
至7米并实行单向环道，新建和升级了
5个停车场，可容纳几百辆车停放。如
今旅游大巴可以直接开进景区。“现在
路修好了，不堵车了，今年自驾摘梨的
比往年多了三成。”幸定华说。

“促进农村产业和旅游业的发展，
是‘四好农村路’建设的一个重要目
标。”市交通局表示，如今，随着农村公
路延伸，我市民宿旅游等产业得到快速
发展，目前我市已有农家乐2万多家，
年营业额超过20亿元，从业人员达到
20万人左右，成为吸引农民工返乡创
业的重要载体。

“四好农村路”通达幸福处

（上接1版）
“这对农家乐影响大哦。”刘耀群

曾是马营村建卡贫困户，2018年他将
房屋整修后开起了农家乐，不到半年
时间便摘掉了贫困帽。看到生意一天
天好起来，刘耀群高兴不已，但让他焦
虑的是，随着游客增多，饮水开始无法
正常供应。

除50家农家乐受影响外，村民的
日常用水也出现困难。对此，村民意
见很大，多次找到村支部书记徐克友
商量解决办法。但由于村里资金有
限，缺水问题迟迟得不到解决。

今年，镇村两级干部按照“为民服
务解难题”要求，通过走村入户、开院
坝会等形式，点对点收集群众意见。
徐克友在梳理问题时，将“村里缺水问
题”作为解决“两不愁三保障”突出问
题专项整治工作，向镇上及区水利部
门进行重点申报，寻求镇区两级双重
支援。

很快，区水利局会同满月镇相关

部门、马营村委召开协调会，联动解决
村里的用水问题。经过多次讨论，决
定在马营村的山谷修建一座马扎营水
库，这样一来，既能满足村民基本用
水，也能保障村里农家乐以及大型旅
游项目的推进。“如今，该项目已进入
设计阶段，月底就进场施工，待项目建
成后，能满足近5万人用水，村子将彻
底告别饮水难。”徐克友说。

截至目前，开州区在北部喀斯
特地貌山区、浦里和东部片区的台
地区投资了上亿元资金，拟修建5座
小二型水库，解决10万人的饮水问
题。

山里娃享受良好教育

今年9月，在武汉打工的朱军亮，
听说大进镇扩建的综合教学楼正式
动工后高兴不已，随即将这一消息转
告给在辽宁打工的妻子张小玲：“以
后娃儿读书也能享受到城里的优质

教育咯。”
大进镇是全市18个深度贫困乡

镇之一，同时也是开州人口最多的镇
之一，其中学生娃就有6100多人，但
由于教育设施配套有限，时常出现70
个学生一个班的情况。比如大进镇中
心小学，按正常安排学校能保证1600
个孩子读书，但由于场镇扩大以及异
地扶贫搬迁人口的增多，学校最终容
纳了2500多个孩子。

大进镇中心小学校长刘德权说：
“一个班娃儿多了，教室打挤外，更不
便于管理。”学生家长也说：“大班额难
免会导致自己的娃娃享受不到好的教
学资源，一个班人多了，老师对娃儿的
照看肯定顾不过来”。

“每次开家长会，家长都询问解决
办法。”群众的诉求，刘德权也急在心

里。多次向镇领导和区级相关部门反
映，今年9月，区教委、乡镇干部召开
专题汇报会、入户征求群众意见建议，
并整合帮扶资金和教育专项基金，大
进镇中心小学扩容建设得以正式启
动。

为保证山里娃享受良好资源，区
教委牵头联系市级帮扶集团、单位进
行班班通设施优化升级改造，并安排
大进小学教师到山东省或重庆市的
重点学校进行培训，“计划增加10个
教学班，明年下半年正式对外招生，
届时大班额问题将得以解决。”刘德
权说。

开州区还将“消除大班额”作为主
题教育期间优先解决问题之一，采取

“财政出一点、帮扶集团捐赠一点、社
会捐一点”等方式，筹集建设资金20

多亿元，在全区计划新建21所学校，
目前已建成2所。

大病负担进一步减轻

尹开华是开州区麻柳乡百合村五
组建卡贫困户，由于患有尿毒症，医疗
负担沉重。但今年9月的一次住院报
销，老尹自己却只掏了7503元。这次
住院跟三年前住院的费用差不多，尹
开华自己却掏得更少了。

原来，老尹在完成大病医疗保险、
精准脱贫保等一站式报销服务基础
上，特别资助政策又为他减免了一万
多元医疗费。

在开州，仅去年31504户贫困户
中,因病致贫的就有10385户 32860
人。为减轻这类人群的医疗负担，近
年来区里先后为其购买了大病医疗保
险、扶贫济困医疗基金等7种保险服
务。但由于部分贫困户完成医疗报销
后，自付比例仍偏高。

区里在广泛征求各方意见，结合
建档立卡贫困户的实际需求后，出台
了特别资助政策。即是区内住院后自
付费用超过5000元以上的，区内再进
行80%的支助；区外住院超过5000元
低于5万元的支助50%，超过5万则
支助40%。同时，针对建卡贫困户年
龄大、政策接受难等问题，乡镇还设立
了健康扶贫办，负责代办建卡贫困户
的医疗报销。

在特别资助政策帮助下，今年全
区已为328名建卡贫困户减免医疗费
用425万元，减低了贫困群众的医疗
负担。我们按照“为民服务解难题”要
求，扎实推进“两不愁三保障”突出问
题专项整治，就是用真心真情问需于
民，解决群众特别是贫困群众生产生
活的困难。”开州区相关负责人告诉记
者，他们将结合“为民服务解难题”更
加深入开展“两不愁三保障”突出问题
专项整治，切实提高广大群众的获得
感和幸福感。

问题一项项解决 实事一件件办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