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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李珩

“周副主席，当资本家真比要我的命
还难受呀！老朋友骂我，妻子不理解我，
资本家的日子我真过够了！”1945年8月，
抗战胜利，举国欢腾。在红岩村周恩来的
办公室里，一位西装革履的中年男子却满
腹委屈。

“你本是一个嫉恶如仇的人，却要长
期和那些令你厌恶的人周旋，内心怎能不
痛苦呢！但是，你要从党的事业需要出
发，继续当好‘红色资本家’。”周恩来的一
席话让男子的心绪渐渐平复下来，他暗自
下定决心：继续忍辱负重，一定要完成党
的嘱托！

这位男子正是卢绪章。
12月12日，党史专家厉华为重庆日报

记者还原了当时的情形。厉华告诉记者，
利用广大华行的阵地，卢绪章出生入死为
党筹措经费，被称为“中共隐蔽战线的优秀
战士”。从1937年至1948年，这位传奇的
中共地下党员企业家，为党筹集经费近
400万美元。但他的个人生活却异常俭
朴，从不允许员工和家人浪费一文钱。

“出淤泥而不染，同流
而不合污”

卢绪章出生在浙江宁波一个小商人
家庭，后因家境艰难被迫辍学。1933年，
22岁的他在上海和几个朋友合办广大华
行，经营进出口贸易。到1935年，广大华
行已发展成为一家小有规模的西药商行。

1937年10月，卢绪章加入中国共产
党，广大华行也成为上海地下党组织进行
革命活动的一个据点。

1939年1月，中共中央南方局在重庆
正式成立。同年5月，南方局指示中共江
苏省委，从上海选拔干部到重庆建立党的

秘密工作机构，从事秘密交通、情报和经
济工作。这人，便是卢绪章。

1940年7月，广大华行的一部分迁至
重庆，广大华行和卢绪章的工作在周恩来
的直接领导下进行。为此，周恩来曾叮嘱
卢绪章：“工作环境险恶，你这个‘资本家’
可一定要当得像呀。你要像八月风荷，出
淤泥而不染，同流而不合污。”

此后的短短几年里，广大华行不仅在
昆明、成都、贵阳、西安、衡阳等地开设了
分支机构，还创办了民孚企业公司，由卢
作孚任董事长，卢绪章任总经理。1944
年10月，广大华行与美国开展进出口贸
易业务，成为美国第二大药厂施贵宝在中
国和东南亚的总代理，并且与杜邦、摩根
等财团做成了进口化工、钢材、五金等大
笔生意。据史料记载，全盛时期，广大华
行资产高达119亿法币。

为党筹集经费近400万美元

1942年春天的一场酒宴后，设宴者
卢绪章对前来赴宴的蒋介石侍从室专员

施公猛说：“我们都是浙江同乡人，今后你
只管经常到我家来吧，我老婆能做一手你
喜欢吃的浙江菜。”

卢绪章的一番拉拢让施公猛觉得很
贴心，久而久之，两人便“称兄道弟”。施
公猛甚至将国民党第二十五集团军少将
参议头衔的证明和国民党特别党员的党
证送到卢绪章手中。靠着这些“护身符”，
广大华行在西南和西北地区开展党的秘
密工作有了更多保障。

从1942年起，广大华行开始承担起
为南方局地下党机构提供经费的任务。
1942年春，南方局指示卢绪章，韶关地下
党急需活动经费8.5万元法币。由于支票
汇票转账很不安全，周恩来命令卢绪章化
名“重庆老孟”，直接将经费交给韶关地下
联络员。不久后，卢绪章去韶关将经费交
给了联络员。

卢绪章从韶关返回重庆不久，便得知
接收经费的联络员被敌人逮捕后，经不起
考验叛变了。而且，敌人为了抓捕“重庆
老孟”，特意带领这个叛徒来到重庆寻人。

“当卢绪章接到这个情报时，心情忐

忑，他和助手舒自清等人商量后，认为唯
一办法是暂时离开重庆一段时间，才能甩
开这条尾巴，以保全广大华行。”厉华说。

如何快速离开重庆呢？这时，国民党
第二十五集团军少将参议头衔的证明派
上了用场。卢绪章凭借证明，购买到去昆
明的飞机票，从昆明又到成都，躲过了特
务和叛徒的追踪。约两个月后，卢绪章安
全地回到重庆。

事实上，卢绪章为党筹措的经费何止
8.5万元法币。从1937年至1948年，他
为党筹集经费近400万美元。

“大富豪”的贴身衬衣
打着补丁

在外人看来，卢绪章出入有汽车，赴
宴也是西装革履，但谁也不会想到，这位
家财万贯的“大富豪”，贴身的衬衣却打着
补丁。

为避免引人怀疑，卢绪章不能把衣服
拿到洗染店，甚至不敢请人代洗。于是，
这件打着补丁的贴身衬衣只能由他夫人
亲自洗。洗过之后，将马铃薯磨成浆，抹
在领子上，再熨烫平齐，以使衣领保持硬
挺。他的妻子也没有一件真正的首饰。

他从不允许员工和家人浪费一文
钱。他常说，这些钱都是党的，共产党员
赚的钱都要上缴组织。1949年初，卢绪
章一次送交党组织的经费就达100万美
元。

上海解放后，卢绪章曾担任华东军
政委员会贸易部副部长，后任外贸部副
部长，还是第一任国家旅游总局局长。
离休以后，他在上海安度晚年，1995年去
世。

卢绪章生前曾表示：“当年我下海经
商，那是绞刑架下的生活，脑袋瓜子别在
裤腰带上，党什么时候要钱什么时候给，
多么惊心动魄！所以当我把钱一交，浑身
轻松，没有想过保留个人资产的事情。”

“卢绪章这一生，以实际行动展现了
共产党员廉洁自律的高尚品格。”厉华说，
这种高尚品格对现在的党员干部来说仍
然十分重要，“我们就是要时刻做到严于
律己，廉洁奉公，一身正气，两袖清风，永
葆共产党人的浩然正气。”

卢绪章：家财万贯的无产者

□本报首席记者 陈维灯
实习生 周传勇

冬月十六，酉阳苍岭镇大河口村石泉
苗寨下了入冬后的第一场雪。

清晨的寒气里，请人杀了年猪，年近
八旬的石邦玉亲自下厨。几样小菜、一碗
热气腾腾的刨猪汤，屋里弥漫着香味。一
桌两人，石邦玉和老伴冉晓华却摆上了3
副碗筷，斟上3杯苞谷酒。

两人中间，有碗有筷有酒，却虚位。
两人端起酒杯，敬向虚位，“冉书记，

你说要到我屋里喝刨猪汤。今天，我们杀
了年猪，你一定要来……”

酒一饮而尽，泪眼迷蒙，恍惚间，石邦
玉似又回到10月22日的那个午后……

“城里来的干部，点架子都没得”

那天午后，穿戴齐整，冉晓华携着老
伴，走下苗寨层层的阶梯，登上前往苍岭
场镇的农村客运公交，然后再转车前往酉
阳县城。

石泉苗寨至酉阳县城，全程近百公
里，车程两个多小时，两位老人翻山越岭
前来，为的是送别一位曾经带给他们温暖
和笑声的扶贫干部——大河口村扶贫第
一书记冉景清。

10月16日清晨，与同事通宵加班的
冉景清心源性猝死，年仅41岁。

6天后，冉景清的追悼会在酉阳县城

殡仪馆举行。
一路风尘仆仆赶到殡仪馆的石邦玉

和冉晓华，与其余100多名自发前来的村
民一起，为冉景清通宵守灵。

“他戴个眼镜、短头发、有点黑，人比
较壮实”，石邦玉回忆起2018年1月初识
冉景清时的场景，冬日清晨，石泉苗寨白
雪皑皑，“我老婆也姓冉，他就喊‘姐姐’。
他虽然是城里来的干部，点架子都没得。”

石邦玉和冉晓华并非贫困户，冉景清
却也时常登门拜访，了解村情民意。

“寨子里都是木头房子，我建议要配
置消防设备。”石邦玉的建议，冉景清记在
本子上，也落实在行动上。如今，石泉苗
寨各家各户已接通自来水，消防管道也正
在安装。

“他是个好人，对老百姓好！虽然都
是家长里短、鸡毛蒜皮的小事，但他都处
理得很好。”冉景清的许多事，冉晓华都记
忆犹新。

贫困户石建成、徐敏夫妻分居多年，
家中一贫如洗。冉景清上门调解30余
次，帮两人重归于好，还鼓励石建成发展
起山羊养殖产业。

10月16日，冉景清因公殉职的消息
传来，石建成含泪写下对联：扶贫政策硬
是好，党的恩情忘不了。

对仗并不工整，字也歪歪斜斜，却饱
含深情。

“没有产业，就没有收入，
脱贫就无从谈起”

冬月十六的雪，纷纷扬扬，午时才
停。地处石泉苗寨最高处、村民石敦周的
房子，屋顶已是厚厚一层积雪。

雪天里，有黔江城区的游客到寨子里
游玩，午餐选在了石敦周的农家乐里。

“冉书记到屋头走访的时候，觉得我
这个屋地势好，建议我搞成农家乐，接待
游客。”如今，石敦周的农家乐开业迎客，
冉景清却已撒手人寰。

“大河口村地理位置比较特殊，既是
阿蓬江大河口电站水库淹没搬迁区域，又
地处阿蓬江国家湿地公园，还在大河口电
站水库饮用水水源地保护区范围内。”大
河口村支书赵昭伟介绍，特殊的地理位置
加上水库成库时淹没大片耕地，大河口村
很难发展种植业和养殖业，脱贫攻坚任务
极为艰巨，“没有产业，就没有收入，脱贫
就无从谈起。”

要从何处着手实现大河口村的脱贫
增收？这样的问题，冉景清从驻村第一天
起就在思考。

解题的关键，就在石泉苗寨。
石泉苗寨，又名火烧溪，座落在阿蓬

江畔，已有500多年历史，保存完好，有渝
东南第一苗寨之称。寨子分上中下3寨，
寨上有70多栋木质民居。寨子被1000
多棵古树、500多丘梯田和满山翠竹环
绕，比之前《中国博物馆志》所载“中国最
大的原生态苗寨”贵州郎德苗寨还大。

在村中走访时，冉景清发现时常有周
边区县的游客到此游玩。于是，发展旅游
带动村民增收致富的想法逐渐在冉景清
的脑海里成型。

除了石泉苗寨，地处阿蓬江畔的大河
口村不仅有秀丽的峡谷风光、险峻的悬崖
峭壁，还有两眼常年恒温近60度、每天出
水量逾2000立方米的温泉，这些都让冉
景清看到了发展旅游的美好前景。

“村里还有近10栋大河口电站闲置
的办公楼，冉书记在世时已经在筹措资
金，准备将其中5栋改造成为民宿，能提
供近百张床位。”赵昭伟介绍，村里已筹措
了40余万元的资金，民宿改造工程将在
明年年初启动，“我们还约着下雪的时候
一起泡温泉。今天下雪了，可冉书记人不
在了……”

“路修不好，车开不进来，
旅游就搞不起来”

踏着积雪，接替冉景清任大河口村扶
贫第一书记的徐洲，和驻村工队队员滕建
互相搀扶着，在大雾中摸索前行。

“大盖坪常年起雾，冬天尤其如此。”徐
洲介绍，大盖坪是大河口村绕行黔江通往
本村四组丁家梁的必经之路，“海拔高，又
经常起大雾，到四组5公里的通组路，就这
个区域还剩1公里左右没有硬化了。”

可在冉景清初到村里时，四组甚至不
通机耕道，村民到村委所在地只能步行，
单程超过4个小时。

当时，大河口全村，除了苍岭场镇至
石泉苗寨的县道外，没有1米硬化路。

“丁家梁，冉书记都不晓得去了好多
次。不通路时走路，有了机耕道骑摩托。”
赵昭伟的记忆里，冉景清连人带摩托在大
盖坪的大雾里摔过好几次，“每摔一次，他
都更加坚定把村里的路全硬化的决心。”

如今，大河口村已有硬化公路26公
里，便民硬化路10余公里，全村仅有五组
到六组的近两公里路没有硬化。

“冉书记常说：‘路修不好，车开不进
来，旅游就搞不起来’。”赵昭伟记得，五组
到六组的近两公里村道，由于弯急、坡度
大，施工难度大。为了尽早完成这段路的
硬化，方便村民出行，冉景清生前多次骑
摩托或步行实地查看，和施工方一起研究
解决方案。

明年开春，这近两公里的村道将开始
硬化。冉景清将村里的路全硬化的心愿，
也将实现。

“他是个好人，对老百姓好”
——忆酉阳苍岭镇大河口村第一书记冉景清

本报讯 （记者 廖雪梅）12月12日，重庆日报记者从
市财政局了解到，今年4月至10月，我市已累计发放肉价补
贴2.4亿元，每月惠及优抚对象、城乡低保对象、特困人员、孤
儿、领取失业保险金人员等困难群众129万人。

“肉价变化，既是一个经济话题，更是一项民生关切。”市
财政局人士称，今年4月，我市启动社会救助和保障标准与物
价上涨挂钩联动机制，依据当月城乡低保平均标准和城镇低
收入居民基本生活费用指数涨幅，按月测算发放价格临时补
贴，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困难群众对价格上涨的“痛感”。

据悉，在发放价格补贴的同时，市财政还联合市农业农村
委、市商务委等部门多管齐下，加强冻肉储备，恢复生猪产
能。比如，将能繁母猪保额提至每头2000元，较去年高出
500元；对去年8月1日至明年12月31日，种猪场及规模猪
场重点用于购买饲料、母猪、仔猪等短期的贷款资金，按不高
于同期银行基准利率贴息；将单户养殖场担保余额限额由
300万元提至1000万元，对在保担保贷款到期的实施展期担
保。据统计，为保障生猪产能迅速恢复，重庆财政已安排扶持
资金6.65亿元。

这套保供稳价的“组合拳”也取得成效。截至目前，全市
已新增生猪产能84万头，生猪出栏降幅逐步收窄，加上部分
进口猪肉进入市场等因素，猪肉价格连续多周出现回落。

重庆今年发放肉价补贴2.4亿元
每月惠及困难群众129万人

本报讯 （记者 杨骏 实习生 何春阳）12月12日，
重庆日报记者从2019全球牛羊产业博览会上了解到，中新
南向通道（重庆）物流发展有限公司（简称南向通道公司）与
市冷冻食品行业协会、中国肉类协会牛人俱乐部分会签约，
将依托西部陆海新通道，在重庆共同打造内陆冷冻食品供
应链平台。

据了解，内陆冷冻食品供应链平台落地后，南向通道公
司将为三方在重庆市建立冷冻食品分拨中心提供支持，并
利用自身的物流综合服务平台资源提供物流服务及代理融
资采购等供应链管理服务；重庆冷冻食品行业协会和中国
肉类协会牛人俱乐部分会西南区将利用行业资源为平台提供
行业发展动态、政策法规、重大项目等方面的大数据分析及信
息支持。

南向通道公司方面表示，去年，西部陆海新通道成功实现
了海运冷冻原箱直抵重庆业务，进一步丰富了通道的货源种
类。本次内陆冷冻食品供应链平台的落户，将进一步助推西
部陆海新通道的发展。

“我们还希望，借这一供应链平台助力重庆冷链物流的发
展，并助推重庆成为西部地区冷链集散分拨中心，带动重庆与
周边省市的物流商贸往来。”南向通道公司相关负责人说。

市冷冻食品行业协会会长张良云表示，供应链平台打造
完成并成熟后，每年将为西部陆海新通道增加1万个集装箱
的货物。同时，这一平台将从阿根廷等地区，进口各种优质肉
类与海鲜产品，进一步丰富西部地区的肉类市场。

大批进口优质肉类和海鲜来了

重庆打造内陆冷冻食品供应链平台

本报讯 （记者 李珩）12月12日，重庆日报记者从市
医保局获悉，为提升失能人员生活质量、降低经济负担，去年
以来，我市在大渡口、巴南、石柱、垫江四个区县启动长期护理
保险试点。截至目前，参保人数已达47万人。

据了解，为有效应对人口老龄化，妥善解决长期失能人员
生活照料问题，国家确定在重庆等15个城市试点长期护理保
险（以下简称“长护保险”）。2018年12月，巴南、大渡口、垫
江、石柱成为重庆首批试点区县。

据市医疗保障局有关负责人介绍，长护保险制度试点按
照“先职工、后居民，先试点、后推开”的原则推行，2019年筹
集标准为12.5元/人·月，其中医保基金补助5元/人·月，职工
医保参保个人账户结构调整7.5元/人·月，个人缴费部分按月
缴纳，由单位在代扣代缴医保费时同步进行结构调整，共同进
入长护保险基金。也就是说，职工医保参保人会自动参保，不
需要额外缴费。

参保人员因年老、疾病、伤残等原因长期卧床或经过
不少于6个月的治疗，病情基本稳定，需要长期护理的，可
向失能评定机构提出申请，通过失能评定后确定待遇享受
资格。

在补助金额上，由协议护理机构提供的符合长护保险
服务项目及标准的费用，由长护保险基金按50元/人·日的
标准补助;由第三方服务机构培训并纳入登记管理的护理
服务人员提供护理服务的，其护理补助按照40元/人·日标
准支付;由未经服务培训和登记管理的护理服务人员，包
括家人提供护理服务的，其护理补助按照30元/人·日标准
支付。

“为了让真正有需要的人群进入保险范围，我们对失能人
员的评定十分严格。”大渡口区医保局财务和法规科科长刘婷
婷说，该区引入了肌电肌力检测等，让评定更加科学。

“我们希望能为长期失能人群提供一定的照护资金，以此
减轻家庭的部分负担。”市医保局有关负责人说，巴南、大渡
口、垫江、石柱四个区县现共有47万人参保，在试点基础上，
该保险有望在全市铺开。

失能人员护理保险惠及重庆47万人

卢绪章身份证申请书。（资料图片） 记者 李珩 翻拍

2015年 5月，国务院印发《关于
深化高等学校创新创业教育改革的实
施意见》，提出了完善人才培养质量标
准、创新人才培养机制、健全创新创业
教育课程体系、改革教学方法和考核
方式、强化创新创业实践等一整套任
务体系。

近年来，重庆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高度重视创新创业工作，实施了一系
列有力举措，建基地、参大赛、强实践，

把创新创业教育融入素质教育各环节、
人才培养全过程，推动了教育人才培养
模式深刻变革，实现了从就业从业教育
到创新创业教育的转变，以创新引领创
业、以创业带动就业，形成了学校师生
更高质量创业就业的新局面。

该校以创新驱动发展为统领，以提
升师生创新创业能力和促进科技成果
转化为目标，以建设重工众创空间创新
创业服务平台为载体，有效整合政府、

学校、企业资源，培育创新文化，释放
科技活力，以创新驱动发展，取得多
项成果。

欧阳刚教授指导的“梦爱创意”
团队（重庆睿豪科技有限公司）开发
的机动车油门防误踩智能安全装置
已拥有独立的知识产权，转化金额
30万元；研发的无线指环鼠标通过
OEM的方式加工生产指环鼠标上
万套，转化金额20万元。

夏琪同学在学校孵化基地的扶持
下，成立了互联网O2O模式下的货运
代理有限公司，利用物联网+大数据
模式，已成功运营了10多家货运配送
网点，并成功与海尔集团“日日顺”物
流和三泰电子“速递易”公司合作引入
了智能电子货柜，利用物联网技术解
决了人工差错和成本问题，自主研发
的货运配送专利技术获得了2016年
市科委的创新创业团队30万元资金

支持。学生创业团队“校园联邦”带动
近千名大学生参与社会实践，提供兼
职、创业、就业机会，并获得天使投资，
目前年收入上百万元。

在创新创业带动下，学校积极推
进教育教学改革，提高人才培养质量，
打通高质量就业通道。近3年毕业生
自主创业共计 408人，开办企业 86
家，拉动就业1000余人，科技型、创新
性企业29家，占近34%，通过创业带

动学校毕业生初次就业率均在96%
以上。

在重庆工业职业技术学院看来，
创新创业教育是面向全体学生、与专
业教育融合，为学生终身可持续发展
奠定基础的素质教育。学校希望激活
学生的“创客”基因，培养学生创新思
维、创业意识、创新创业精神和能力，
以创新创业引领学生更高质量就业。

程伟

以创新创业引领学生更高质量就业重庆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