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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 汤艳娟 实习
生 吴志杰）12月26日，我市首家中
国、意大利合资保险区域总部——中
意人寿重庆分公司在江北嘴正式开
业。这是江北区积极打造内陆国际金
融中心，今年引进落户的第3家中外
合资保险区域总部。

中意人寿保险是江北区今年引进
的第5家保险公司区域总部，也是今

年第3家落户江北区的中外合资保险
区域总部。今年在重庆新设立区域总
部的保险公司，全部落户江北区。截
至目前，该区累计聚集全国及区域性
保险总部23家、占全市的38%。

“江北区紧扣内陆国际金融中心
核心区建设，金融业招商致力于招‘大
商’‘好商’。”江北区金融办相关负责
人介绍，“今年全区共引进金融、总部

机构35家，交出了一份满意的金融招
商成绩单！”

在传统金融方面，全市唯一的台
资银行富邦华一银行重庆分行、花旗
银行重庆分行两家外资机构的落户，
进一步提升了江北区金融开放高地建
设；全市唯一健康险——平安健康险
的落户，标志着平安旗下“人寿、财产、
养老、健康”四大保险板块齐聚江北

区。不仅如此，人保财险、中意人寿、
华泰人寿、众诚汽车保险等6家保险
类区域总部均落户江北区，是历年来
保险机构招商数量最多的一年。

在新型金融方面，重庆两心信
用管理有限公司成功落户江北区，标
志着美团金融加速布局江北金融板
块，将引领互联网金融企业在江北区
集聚；重庆民营企业纾困基金顺利落
户，该基金首期规模将达100亿元，
致力于帮助重点民营企业渡过资金
难关、助推全市民营经济持续健康
发展。

江北区今年引进金融、总部机构35家

本报讯 （记者 廖雪梅）市财政
局12月26日发布消息称，我市执行
的行政事业性收费项目已从2016年
的121项减少到今年的36项，减幅达
70%。至此，市定涉企行政事业性收

费项目已全部取消。
据了解，今年中央更大规模减税降

费措施持续落地重庆，除了增值税改
革、小微企业普惠性减税、社保降费等
政策外，取消、降低、减免行政事业性收
费和政府性基金等举措也备受关注。
今年，重庆共取消收费基金16项、减免
6项、降低收费标准的有7项，全年减
费预计13亿元左右，市级设立的涉企
行政事业性收费已实现“零收费”。

今年1月1日，我市取消道路运
输经营许可证件等收费；5月13日，
免征药品和医疗器械注册申请费；7

月1日，减免不动产登记费，降低因私
普通护照、往来港澳通行证件等收费
标准……一系列减费措施推出，给企
业和市民带来哪些好处？

市财政局有关人士介绍，7月1日
起，我市对申请办理变更登记、更正登
记等情况免征不动产登记费，对申请
办理车库、车位、储藏室不动产登记，
单独核发不动产权属证书或登记证明
的，不动产登记费由每件550元降为
80元。与去年同期相比，这项收费半
年左右时间减征了446万元。

再比如，7月1日起重庆降低出入

境证照类收费，因私普通护照收费每
本由160元降为120元；往来港澳通
行证收费标准降为每张60元。7至
12月，该项收费共为企业和市民减负
2880万元。

该人士还透露，重庆自2000年起
一直坚持“晒”收费清单，实行目录管
理，每年底常态化在市财政局、市发展
改革委门户网站公布行政事业性收
费、涉企行政事业性收费目录，杜绝已
被清理的收费项目改头换面重新进入
政府收费序列，确保降费政策丝毫不
差地落实到企业和个人。

市定涉企行政事业性收费项目已全部取消
重庆目前执行的行政事业性收费项目减少到36项

□本报记者 匡丽娜

1948年8月，作为华蓥山起义重
要组成部分的广安代市、观阁一带的
起义行动相继失败，敌人对从华蓥山
撤离回重庆的革命者进行了大肆搜
捕。部分资料还暴露了一位起义指
挥人员的体貌特征：年近六旬、人胖、
鬓白、脚跛，并称此人在华蓥山建立
西南总支部，亲自指挥华蓥山暴动。

“这个人就是曾霖。”12月 25
日，渝北区社科联副主席刘佑红向重
庆日报记者讲述了一段动人故事。

出狱后，想方设法寻找
党组织

“1897年 11月，曾霖出生在重
庆市渝北区龙兴镇一个贫苦农民家
庭。”刘佑红介绍，1925年，曾霖由共
产党员黄克建介绍，进入叶挺领导的
国民革命军第四军独立团。

1927年1月，独立团改编为第四
军二十五师七十三团，曾霖担任团部
参谋。当年6月，曾霖随军调至江西
九江马回岭，并经张堂坤介绍，光荣地
加入中国共产党，成为一名共产主义
战士，参加了南昌起义。8月3日，根
据中共中央指示，起义军陆续撤离南
下广东，因国民党军队围追堵截，起义
军分散转移，曾霖被迫离开部队。

“虽然离开了部队，但曾霖并没
有抛弃自己的革命理想。”刘佑红介
绍，1927年11月，带着组织交代的
使命，曾霖辗转来到汉口，接上组织
关系。后经组织安排于1928年3月
回到重庆，改名田梓材。

1933年，受组织派遣，曾霖到叙
府（宜宾的别称）去做土匪李客熙的工
作。曾霖找了一个与李客熙熟悉的人
牵线，并随身带了一封介绍信上路。
没想到，路过犍为县时，这封信被敌
人查出，曾霖被当作“通匪嫌疑犯”关
进了监狱。直到1936年冬，曾霖的
同学兼拜把盟兄刘耀奎升任司令，路
过犍为县时，才将曾霖保释出狱。出
狱后，曾霖想方设法寻找党组织。

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
曾霖得知叶挺任新四军军长的消息，
经好友吕超介绍到八十八军范绍增
部任副营长，欲借该部出川抗日之
机，寻找党组织和新四军。1939年，
范绍增部到达江西弋阳，曾霖遂写信
给叶挺和周子昆，提出要到新四军参
加革命。信送出不久，叶挺回信，嘱
咐他到新四军上饶办事处。曾霖立
即离开范绍增部，经上饶到皖南，回
到了自己的队伍。

经审查，党中央批准
曾霖重新入党

回到部队，曾霖将自己脱党后的
情况如实向周子昆作了汇报，提出要
回到党的怀抱。但是，由于离开组织
的时间过久，周子昆要求曾霖先好好
干革命工作，待时机成熟再解决组织
关系。随后，周子昆安排曾霖担任新
四军军部副官处第三科副科长，
1940年11月，曾霖调新四军特务团
做侦察参谋。

1941年1月震惊中外的皖南事
变发生后，曾霖所在团改为右纵队，
奉命经茂林往铜山、占高岭，向太平
方向佯攻。1月9日夜间，曾霖带着
侦察员在部队前方侦察前进，到达大
康王街上时，队伍被敌军冲散。腿部
受伤的曾霖带着十多人藏在附近的
谢村山上，断粮三天。1月13日夜，
国民党军队搜山，曾霖不幸被捕。

在关押期间，曾霖始终没有暴露
身份，只说自己是被新四军聘去当机
关枪教官的，其他一概不知。在狱
中，曾霖的腿伤不断恶化，直到1941

年底，他才被一个四川老乡担保出
狱，送去医治。

1943年初，曾霖从湖南湘潭动
身返渝，几经周折，于10月回到重
庆。他先到曾家岩50号周公馆报
到，汇报自己被俘后的情况，次日即
被安排到八路军办事处学习。1944
年9月去延安，先后在党校军训班六
部、二部等处学习两年。因曾霖于
1936年就和党组织失去了联系，组
织问题一直未得到解决，1944年，经
审查，由陈毅证明，党中央批准，决定
让曾霖重新入党。

牢记党员身份，为党的
事业奋斗终身

1946年6月，组织决定派曾霖回
四川工作。1947年2月，四川省委书
记吴玉章召开省委及《新华日报》负
责人会议，准备发动武装斗争，让曾
霖负责华蓥山武装起义的军事指挥。

“尽管曾霖的右脚留有顽疾，但
为了察看地形，他爬坡下坎，日晒雨
淋，走遍了华蓥山区。”刘佑红称，
1947年下半年，曾霖亲自指挥部署
各项起义准备工作。经过半年的努
力，有近一半的乡保政权和武装掌握
在共产党员、进步群众和统战对象手
里；曾霖还办了两个小型兵工厂，建
立了三支游击队，控制了县三青团和
教育理事会，并利用国民党的派系矛
盾，支持和掩护党的地下活动。

考虑到大多数游击队员和领导
骨干未打过仗，缺乏军事常识，曾霖
先后在邻水、岳池、广安等地举办了
八期游击训练班。训练内容除政治、
形势、“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气节教
育、救护常识外，还讲解了游击战术
知识。没有教材，曾霖就将自己的军
事常识和亲身战斗经历，用生动的实
例和通俗的语言进行讲解，让学员们
受益匪浅。

1948年8月，华蓥山起义发动后，
曾霖率领部队在广安的打锣湾与邻水
的国民党军队作战，在敌人重兵包围
之中弹尽粮绝。曾霖带领剩余的20
多人突围时被冲散，孤身一人在罗渡
溪一户人家住了两天，又在荒坡上宿
了三夜，之后撤回重庆，因未能找到
组织，回到江北县龙兴老家隐蔽。

回到龙兴后，曾霖也并未消极等
待，他一方面四处寻找组织，一方面
积极开展工作。在失去组织联系的
情况下，他利用本地的一些社会关
系，边隐蔽边坚持斗争。他在龙兴考
察发展党员，并于1949年建立龙兴
支部，领导当地党员和群众在反征
税、反征粮、反抓丁等方面取得成效，
他还派人打入当地自卫队，掌握国民
党地方武装。重庆解放前夕，他又发
动党员和进步群众写标语、出墙报，
宣传党的政策，揭露敌人反动罪行。

“重庆解放后，经党组织审查，曾
霖恢复了组织关系，并在新的岗位上
作出了新的贡献。”刘佑红说，曾霖同
志两次被迫与党组织失去联系，但毫
不气馁，始终牢记自己的党员身份，
继续为党的事业奋斗，最终回到党组
织的怀抱。今天，我们的党员干部也
应像曾霖同志一样，心中时刻装着党
组织，切实做到思想上认同组织、政
治上依靠组织、工作上服从组织、感
情上信赖组织。

曾霖：找到党组织重新入党

□本报首席记者 陈钧
实习生 王天翊

“技术精湛，德高望重的梁立群大
师走了，这是中国钢铁设计行业的巨
大损失！”

12月25日，听闻原重庆钢铁设
计院总工程师梁立群因病逝世的消
息，中冶赛迪集团有限公司党委书记、
董事长肖学文感叹地说。

说技术精湛，因为梁立群是重庆目
前仅有的四个全国工程勘察设计大师
之一，他主持了武钢、宝钢、鞍钢等多套
世界先进水平的热轧工程设计，为国
家重大钢铁工程设计作出重要贡献。

说德高望重，因为梁立群从事钢铁
设计工作50余年，历任现场设计队队
长、工程总设计师、院总工程师等职务，
从未离开过火热的高炉和滚烫的钢
水，用烈火丹心书写了一段钢铁人生。

设计国内最大钢管厂
解决国家急需精密管材

1957年，新中国工业刚刚起步，
急需进口先进设备，建立民族工业体
系。

这一年，成都东郊开始建设当时
国内规模最大的专业化钢管厂——成
都无缝钢管厂，重庆钢铁设计院（下简
称重庆院）承担了这项任务，梁立群担
任成都无缝钢管厂设计总负责人。

支撑成都无缝钢管厂的主要设备
是从匈牙利购买的三套轧管机主机。
这三套主机采用周期轧管和顶管工
艺，如用来生产一般的钢管，在当时是
不错的工艺和技术。

不过，新中国建设最急需的是石
油工业、制造业、国防工业等行业专用
的无缝钢管。这就要求利用现有设
备，对生产工艺进行更新。

梁立群责无旁贷地接下这个任
务，他带着重庆院设计人员翻阅当时
苏联等国外刊物、收集大量资料，依靠
自己的技术力量，重新制定产品工艺，
在成都无缝钢管厂的产品目录中加入
了石油套管、油井管、锅炉管等短缺品
种。

成都无缝钢管厂投产后，成为中
国钢铁工业的主力军。

1967年，国家为解决国民经济发
展中急需的金属材料品种（包括宽铝

板）的生产问题，决定依靠国内力量建
设九套大型设备，梁立群担任了其中
两套设备的设计总负责人。

在梁立群以及一机部和冶金部
40余名专家的努力协作下，1970年
两条成套生产线在成都无缝钢管厂落
成，用于生产航空、精密仪表、石油、机
械、军工、舰艇等行业用精密、高强冷
轧冷拔无缝钢管，填补了国内空白，解
了中国精密管材紧缺的燃眉之急。

参与设计8套工程项目
产出全国80%的宽带钢

经过成都无缝钢管厂一役，梁立
群在业内已小有名气。

上世纪70年代，武钢引进国外先
进技术，建设1700毫米轧机工程，负
责设计工作的重庆院派梁立群担任设
计联络组组长和后期现场设计队队
长，率70余人的设计团队进驻武钢。

这一驻，就是5年。
这5年，梁立群基本把全部工作

时间花在了1700毫米热轧现场。他
带着团队一面为工程建设服务，一面
学习、消化引进技术。

“我记得那时，梁老白天带着我们
学习国外提供的图纸、资料，还下地
沟、钻深基，搞清每一个设备、每一个
技术细节，晚上则整理测绘得来的数
据，写成笔记和专题材料。”一位当时
跟着梁立群进驻武钢的重庆院退休工
程师回忆道。

事后重庆院整理资料时发现，进
驻武钢的5年里，梁立群和他的团队
留下了300余万字的笔记和专题材

料，测绘出上千张图纸，这些资料为重
庆院积累了宝贵的热轧设计技术。而
梁立群所带团队的队员，很多后来都
成为中国热轧工程领域的设计人才。

经过武钢1700毫米热轧引进项
目的成功实践，重庆院奠定了在全国
热轧设计市场的优势地位。梁立群和
他的团队，又先后投入到宝钢2050毫
米热轧、鞍钢1780毫米热轧改造工
程、本钢1700毫米热轧、新疆八一钢
铁公司1750毫米热轧等工程中。

从承担武钢1700毫米热轧工程
开始，梁立群在此后30年里，一共组
织、主持了国内8套新建或改造的热
连轧工程设计，其产量约占当时全国
热轧宽带钢产量的80％。

与此同时，经由梁立群组织设计
的热轧设备国产化率从第一套的
20％提高到80％，老厂改造的热轧设
备国产化率达90％，自动化控制设计
达到70％以上，使热轧技术进步和本
土化迈出了一大步，为中国热轧工程
设计和建成作出重要贡献。

测绘设计中国最大钢厂“心脏”
为宝钢1、2、3号高炉建设贡献智慧

在梁立群的众多照片中，他非常
看重与重庆院领导在宝钢高炉前的一
张合影。

高炉是钢厂的“心脏”，参与高炉
设计，是每个钢铁设计工作者的梦想。

上海宝钢建设时，是国内最大、最
先进的钢厂，梁立群参与了宝钢1号
高炉的测绘和2、3号高炉的设计。

宝钢1号高炉的建设，以引进成

套设备为主，国内专家承担配套设计、
消化吸收引进技术。以梁立群为首的
国内专家组织了对宝钢1号高炉和初
轧机关键设备的图纸测绘，还开办学
习班组织讲座，消化吸收世界先进高
炉设计技术。

后来宝钢2号高炉以国内专家担
任主设计，从1号高炉吸收的经验和
技术，就运用到了宝钢2号高炉建设
中。

宝钢2号高炉是我国第一座自行
负责建造的4000立方米级特大型高
炉，除自动控制设计以中方参加外商
为主、三电设备成套引进外，高炉主体
设备国产化率达91.5％。同时，较1
号高炉增加了11项新技术，采用了十
余项高性能新设备等。

在设计宝钢3号高炉时，梁立群
又带领团队总结1号、2号高炉生产和
建设经验，广泛收集国内外成功发展
的新技术，制定技术方案，特别在高炉
长寿、冷却系统、精料及小粒焦回收、
除尘系统等方面做了重大改进。

3号高炉1994年9月建成投产，
其设备国产化率更进一步达到95％，
投资较2号高炉降低15％，投产后各
项技术指标均是宝钢最好水平，居世
界先进水平，1999年获国家建设部授
予的国家优秀设计金奖。

博学肯钻、善于总结、勇于创新
热轧项目都想请大师“出马”

1994年，梁立群被国家建设部授
予“全国工程勘察设计大师”称号。

工程勘察设计大师除必须具备坚
实的专业理论知识和丰富的实践经验
外，还要求在勘察设计领域取得卓著
成绩，在国内外享有较高声誉。

而梁立群获此殊荣，当之无愧。
“博学肯钻、善于总结、勇于创

新”，这12个字，是梁立群同事对他工
作方式、态度的概括。

“他熟悉冶金工厂的主要专业，精
通板材工艺，是国内冶金界热轧领域知
名专家，几十年里，国家建设大型热轧
项目首先考虑的设计单位是重庆院，
而每一个项目总是要想到请梁立群大
师‘出马’”。梁立群的同事回忆道。

1983年7月，冶金工业部任命梁
立群为重庆院总工程师，在此岗位上
的10年间，他负责主持、组织完成了
以热轧项目和宝钢工程为重点的大量
工程设计任务，同时在分管全院科技
工作中也做出了显著成绩。

梁立群还有一个特点：喜欢泡在
现场。这点从他与重庆院领导，在宝
钢高炉前的合影就能看出来，照片中
梁立群身着劳保服，双手还带着劳保
手套。而正是这种身体力行，才让梁
立群能在工程设计和管理中，及时发
现、消化、吸收新技术，让自己的专业
水平长时间保持业内领先。

烈火丹心 钢铁人生
——记全国工程勘察设计大师梁立群

本报讯 （记者 李幸）12月26
日，渝北区举行2019年下半年招商引
资项目集中签约活动，现场签约31个
项目，计划总投资384亿元。其中投
资亿元以上项目26个，项目涵盖智能
制造、软件信息、创新金融、生物医药、
商贸商务等多个领域。

在智能制造方面，长安汽车股份

有限公司拟投资50亿元，在仙桃数据
谷打造以长安汽车智能化转型“北斗
天枢”计划为背景的长安汽车软件中
心，将通过应用AI、大数据、5G/车联
网、自动驾驶等领域新兴技术，建设云
服务集成、大数据管理、车软硬分离、
AI算法开发四大技术能力，支撑长安
数字化转型。

投资上10亿元的大项目中，鲁能
集团计划投资15亿元在中央公园片
区打造鲁能城商业综合体；北京润萌
教育科技有限公司计划总投资10亿
元，开展全国儿童核心能力发展的数
据生成、数据分析、数据应用等业务。

渝北区长谭庆介绍，今年以来，渝
北区围绕“五个千亿级”产业集群精准
招商、专业招商。截至今年12月，引
进亿元以上项目 102 个，合同投资
1290亿元，此次签约项目将为渝北加
快推进新旧动能转换、打造“五个千亿
级”产业集群注入新动力。

渝北区31个重大招商项目集中签约
计划总投资达384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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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立群（右一）在参与设计的宝钢工程前留影。 （中冶赛迪供图）

12月26日，南岸区303剧场，廉洁诗文诵读节目表演正在进行。当日，
“清风润万家——家庭助廉·好风传家”专题音乐、诵读活动举行。活动分为廉
洁诗文诵读及演唱、音乐剧、主题演讲、女声独唱、情景小品、倡议朗读等七部
分。此次活动以家庭助廉为核心，进一步营造了以德治家、以廉养家的廉洁家
庭氛围。 记者 龙帆 通讯员 杨雪婷 摄

清 风 润 万 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