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重庆公安网 www.cqga.gov.cn 报警 110 火警 119 医疗急救 120 法律咨询 12348 公安督察 63758111 市检察院犯罪举报中心 67522000 市公安局犯罪举报中心 68813333 交通报警 122 路灯投诉 63862015 交通违章查询 www.cqig.gov.cn

编辑 袁文蕙 韩毅
美编 何洪

2020年 1月 13日 星期一 8
CHONGQING DAILY

□本报记者 黄琪奥

“中国共产党万岁！”1930年 5
月8日，重庆城内巴县衙门前的院坝
里响起一阵枪声，共产党人刘愿庵高
呼着口号应声倒地。他被军阀刘湘
下令枪杀。

“刘愿庵不仅视死如归，还在遗
书中写下：‘此身纯为被压迫者牺牲，
非有丝毫个人企图。’”1月6日，重庆
市地方史研究会会长周勇介绍。

刘愿庵为何走上革命道路？又
为何留下愿为压迫者牺牲的遗言，周
勇结合相关史料，对重庆日报记者讲
述了刘愿庵的故事。

拒绝刘湘的邀请

刘愿庵生于1895年，原名孝友，
字坚予，陕西咸阳天阁村（今属咸阳
市秦都区）人。1908年，刘愿庵随父
亲到江西，在南昌大同中学堂读书。
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后，他弃学奔
赴南京，参加学生军，声讨袁世凯，后
一度在川军任职。

“刘愿庵走上革命道路时，恰逢
军阀混战。”周勇介绍，彼时，刘湘在
大革命热潮中宣布易帜，加入国民革
命军，为扩大影响，曾辗转托人找到
时任四川省参议会秘书长的刘愿庵，
请他代写了《国民革命军第二十一军
军长刘湘就职宣言》，通电全国。”刘
愿庵出色的文笔打动了刘湘，他邀请
刘愿庵担任秘书一职，但刘愿庵因察
觉刘湘干革命的目的并不纯粹，毅然
拒绝。

被叛徒出卖不幸被捕

1929年 2月，中共四川省委在
成都召开临时省委扩大会议，选举刘
愿庵任中共四川临时省委书记。
1929年4月，刘愿庵发动和领导了
万源固军坝起义，同年6月，他领导
了邝继勋、罗世文等发动川军第二十
八军第七混成旅的遂(宁)蓬(溪)起
义，成立了中国共产党四川工农红军
第一路总指挥部。中共四川省委正
式成立后，刘愿庵任省委书记。随
后，中共四川省委移驻重庆，开始艰
苦而又危险的地下工作。

1930年 5月 5日，时任中共四
川省委书记的刘愿庵决定在秘密据
点——浩池街39号裕发祥酱园铺楼
上召开省委常委会议，商讨有关工作。

但让刘愿庵没想到的是，此时他
已经被叛徒出卖。时任省委秘书处
交通科主任兼会计科主任的陈茂华，
此前因执行送钱款营救李鸣珂任务
时拖延误事，致使营救计划失败，受
到刘愿庵严厉批评，心怀不满。为报
复,陈茂华向警察所送交了告密字
条，说在“裕发祥”楼上有共党集会。

5月5日，正当刘愿庵与四川省
委其他同志商量相关事宜时，大批警

察突然破门而入，他不幸被捕。

留书明志慷慨就义

刘愿庵被捕后，面对反动军阀的
威逼利诱，不为所动。在得知自己将
被处决的消息后，刘愿庵给表姐夫周
竹虚写了一封遗书。

1979年，这封信被捐献给重庆
市博物馆，现藏于重庆中国三峡博物
馆。

重庆日报记者看到，这封遗书仅
有1页，长29厘米，宽24厘米。家书
开头便表达了刘愿庵对兄长关爱自
己的感谢之情。“弟之行动始终不能
为兄赞同，而弟亦不能如兄历年谆谆
劝告放弃工作。然而兄始终对弟之
爱护有加，及对于舍间之照拂，实永
藏心中不敢或忘。”

全信最大篇幅是对家人和自己
后事的交待——

对弟妹：嘱托兄长照顾弟妹成
长——“敢以累兄时加顾助，以待弱
弟妹之成立。”

对父母：嘱托兄长不要将自己牺
牲的消息告诉父母——“弟之死耗，
对舍间务请秘密，勿使老亲知之，即
以弟已出川代为掩盖。”

对遗体：表达了自己捐献遗体的
愿望——“至弟之尸体，已嘱送之医
院解剖，以尽我最后对人类之贡献，
万望无加阻止，虚耗金钱。”

信中的一句话尤为催人泪下，
“此身纯为被压迫者牺牲，非有丝毫
个人企图。”这是刘愿庵对自己一生
的总结，也是他一生奋斗的目的。

刘愿庵在给妻子周敦琬（四川省
委委员、省委秘书机关负责人）的遗
书中更倾诉了一个革命者在临刑前
感天动地的爱情：“把全部的精神，全
部爱我的精神，灌注在我们的事业
上，不要一刻懈怠、消极”“别了，亲爱
的，我的情人，不要伤痛，努力工作，
我在地下有灵，时刻是望着中国革命
成功，而你是这中间一个努力工作的
战斗员！”

“面对敌人的酷刑，刘愿庵坚定
立场，不忘初心的表现，无疑是值得
广大党员干部学习的。”周勇表示，我
们广大党员干部要像刘愿庵一样，心
怀为广大人民谋幸福的初心，就能越
是艰险越向前。

刘愿庵:越是艰险越向前

中 共 四 川 省 委 书 记 刘 愿 庵
（1895—1930）。记者 齐岚森 翻拍

本报讯 （记者 夏元）1月 11
日，重庆日报记者从数字重庆大数据
应用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称数字重庆
公司）获悉，今年一季度，我市将建成

“数字重庆”云平台，形成全市“一云承
载”共享共用共连的云服务体系，为市
级部门及区县政务信息系统“迁移上
云”提供技术支持，推动年内全市完成
政务信息系统“迁移上云”任务。

数字重庆公司是市政府授权的全
市政务数据运营载体平台。该公司自
去年7月成立以来，按照我市智慧城
市建设方案，启动城市智能中枢建设，

加快全市协同办公云平台和新型智慧
城市运行管理中心建设，陆续与阿里、
腾讯、浪潮等行业龙头企业，围绕政务
云、数据治理等领域开展合作。

该公司负责人称，今年一季度建
成的“数字重庆”云平台为“1+5”架
构，其中“1”是全市多云管控平台，

“5”是浪潮、华为、紫光、阿里、腾讯5
个云服务平台，将共同支撑各市级部
门、区县政务信息化系统进行存储、计
算、网络资源动态分配和按需供给，形
成全市“一云承载”共享共用共连的云
服务体系。

为推进全市数据资源“聚通”，今
年上半年数字重庆公司还将完成以数
据大集中为目标的重庆市城市大数据
资源中心主体建设，计划今年内城市
大数据资源中心将接入100家以上部
门及区县的数据资源。同时，在年内
完成全市政务数据资源池建设，依托
城市大数据资源中心升级自然人、法

人、自然资源和空间地理、电子证照等
4类基础数据库，新建政务服务、生态
环境、农业农村等22类主题数据库，
在年内完成相关数据导入和建库。

另外，围绕“绿色机关”“智能机
关”建设，由数字重庆公司建设的全
市协同办公云平台也将在今年一季
度上线。据测算，该云平台与当前各
部门分散的办公系统相比，不仅可节
省50%的财政经费，还能丰富平台智

能化服务能力，提供掌上执法、项目
审批等多个具体应用，推动实现跨部
门、跨层级、跨地域的业务协同管理
和服务。数字重庆公司还将加快建
设城市智能中枢核心能力平台，支撑
全市政务信息化系统基于该平台进
行设计、研发和实施，建立政务信息
化系统集约共建、共享共用，支撑“渝
快办”升级改造，提升政务服务“一网
通办”能力。

“数字重庆”云平台一季度建成
年内完成全市政务信息系统“迁移上云”

本报讯 （记者 杨骏 汤艳娟 实
习生 何春阳）1月12日上午，一列运载
着重庆海尔洗衣机及零部件的货运班列从
团结村出发，通过西部陆海新通道运至印
度孟买。此次班列标志着重庆海尔工业园
首批次家电产品经西部陆海新通道出口正
式启运。

据了解，西部陆海新通道运输，较传统
江海联运的方式可节省约15天。重庆海
尔产业园负责人表示，本次通过西部陆海
新通道运输只是一个开始，未来，该工业园
的空调、热水器等整机产品，也将通过该通
道运输到东南亚国家。

中新南向通道（重庆）物流发展有限公
司负责人王渝培表示，下一步，运营平台将
充分发挥通道物流优势，组织常态化的海
尔出口班列。

江北区相关负责人参加发布活动时
称，近年来，江北区正搭乘西部陆海新通道
发展“快车”，推动形成了通道带物流、物流
带经贸、经贸带产业的开放发展新格局。
本次班列开行，就是江北区与青岛海尔集
团就拓展重庆海尔海外市场，开展新一轮
战略合作的一次具体实践。

到印度较传统江海联运节省约15天

陆海新通道首批次重庆海尔家电出口启运

本报讯 （记者 陈钧 实习
生 王天翊）1月11日，重庆日报记
者从中国移动重庆公司获悉，今年内
主城区所有商圈都将实现5G网络全
覆盖，与此同时，重庆移动还会挑选部

分园区布局5G网络。
“去年，主城区商圈部分区域覆盖

了移动5G网络；今年，我们将推动主
城区商圈的5G网络全覆盖。”重庆移
动高级技术专家周徐说。

周徐介绍，今年内重庆移动会根
据市场反馈和发展，在全市建设基站
12000个以上，以实现主城区所有商
圈和区县城区的连续覆盖。与此同
时，重庆移动将进一步涉足车联网、工

业自动化、智慧城市、智慧楼宇等5G
业务应用，并通过试验区验证5G跨
行业融合创新应用成效，助力5G商
用化发展。而这其中，又以5G在工
业自动化和智慧城市的应用最为亮
眼。目前，重庆移动已与两江数字
经济产业园、礼嘉智慧生态城、鱼复
汽车产业园、西永微电园等园区达成
合作，将率先在这些园区推广试点5G
应用。

主城区商圈今年将实现5G网络全覆盖

“数字重庆”云平台为“1+5”架构

全市多云管控平台

浪潮、华为、紫光、阿里、腾讯5个
云服务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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莽莽青山变身金山银山
——城口践行“两山论”将生态优势变成产业优势

城口地处大巴山腹心，山高坡陡，
地势偏远，这是人们对城口的第一印
象。但正是由于特殊的地理环境，城
口却有着让人羡慕的良好生态。

全县幅员面积493.8万亩，其中
林地面积就占425.97万亩，可谓森林
生态资源禀赋优越。其中，活立木蓄
积量、森林覆盖率这二大指标更是位
居全市第一。

手握良好的森林资源，城口该如
何将其盘活，生态资源优势又该如何
变成产业优势、发展优势？近年来，城
口牢固树立和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
山银山”的理念，按照“共抓大保护，不
搞大开发”要求，坚持生态产业化、产
业生态化发展思路，探索林业产业扶
贫新路子，发展林下种植、林下养殖、
林下相关产品采集加工，实施国家储
备林建设，探索横向生态补偿机制，发
展乡村旅游等，走出了一条群众增收
致富的新路。

点绿成金
莽莽青山“长出”生态产业

“97.6斤、105.2斤、114.4斤、99.6
斤、106.8斤……近日，城口县厚坪乡
龙盘村村民潘光春累得“喘不过气
来”，他要忙着将前几日从地里挖回
的玄参和独活，卖给前来收购中药材
的老板。

在这之前，潘光春想都不敢想
靠着中药材能增收，活了大半辈子
的他过去都是以种植“三大坨”（包
谷、洋芋、红薯）为主，只是空出来的
边角地才种些药材，没有销路，自然
就不敢多种。但现在看着中药材能
卖上好价钱，老潘正琢磨着再扩大
点规模。

潘光春为何信心十足？这与退耕
还林等政策紧密相关。

一直以来，城口森林资源禀赋丰
富，但良好的森林资源却处于“沉睡”
状态，没能给当地老百姓带来经济效
益。为变森林资源优势为产业优势，
近年来，城口按照“念山字经、写林字
文、打资源牌、走特色路”总体要求，着
力推进“树上挂果、林地种药、林下养
鸡、林间养蜂”的立体林业特色产业发
展模式，同时结合退耕还林政策、国土
绿化、经济林项目建设，因地制宜发动
群众栽种了既有生态效益又有经济效
益的中药材、核桃等为主要增收来源
的树种，同时通过“公司+合作社+村
民”利益链接模式，采取林下套种等形
式，带动村民增收。

为壮大中药材、核桃等特色产业，
2018年，城口县又启动了“七大农业
产业扶贫行动计划”，将中药材、核桃
定位为扶贫主导产业。同时，围绕脱
贫增收致富这一目标，县林业局投入
产业扶持资金1740万元，全面落地实

施18个乡镇25个中药材产业扶贫基
地、3个中药材种苗基地、4个初加工
厂、1个精深加工建设项目和1个市场
销售品牌建设，进一步提振乡镇、企
业、种植户的发展信心，让莽莽青山长
出以中药材、核桃等为主打的“生态产
业”。

“去年独活卖了1万多元、玄参卖
了8000余元，刚刚又卖了1万多元。”
老潘乐呵呵地说，除了栽种中药材、核
桃等扶贫主导产业，他还在林下养了
几桶中蜂和一群山地鸡。

截至目前，去年城口仅中药材新
增投产面积达8.4万亩，累计销售中药
材近5900余吨，销售额达1.9亿元，带
动该县2520户贫困户增收。

林旅融合
吃上“生态饭”奔上致富路

“绿水青山既是自然资源、生态资
源，又是社会财富、经济财富。”城口县
相关负责人称，城口县空气质量优良
天数均达350天，有各类植物3800余
种，其中国家重点保护植物197种，国
家一级保护植物6种，二级保护植物
191种。有野生动物700多种，若是
通过林旅融合，“唤醒”这些生态资源，
老百姓照样能过上好日子。

以兴田村为例。东安镇兴田村坐
落在大巴山最深处，空气清新风景如
画。过去，当地村民“靠山吃山”，生活
过得紧巴巴的，全村的人搬出去了一

大半，剩下老人妇女和儿童。后来，结
合农村环境整治，通过林旅融合的发
展模式，穷山村蝶变成美丽的休闲避
暑胜地，“绿水青山变成了金山银山”，
如今大家都抢着搬回来，要开办大巴
山森林人家。发展乡村旅游，吃“生态
饭”兴田村也从穷山村蜕变成“全国美
丽乡村”和“重庆市乡村旅游扶贫示范
村”。

事实上，兴田村只是林旅融合发
展的一个缩影。近年来，城口依托丰
富的自然资源，通过林旅融合着力打
造旅游业升级版，重点聚焦“巴山原
乡·生态城口”精准发力，深入挖掘原
乡、原味、原生、原貌内涵，让游客走进
城口，“住森林人家、享清新空气、吸负
氧离子、听巴山夜雨”成为城口乡村旅
游独一无二的体验。

如今，通过林旅融合，城口25万老
区人民以林地资源和森林生态环境为
依托，在茫茫林海中发展林下种植业、
养殖业、采集业和森林旅游业，实现了
多渠道增收，目前开办大巴山森林人
家上万家，实现人均增收数千元目标。

林业改革
绿水青山置换成“绿色银行”

一棵树用来交易，可以确定它的
价格，一棵树的生态价值多少钱，没人
说得清。推而广之，一座山，一片水，

一片林，生态价值是多少更难确定。
直到去年11月5日，九龙坡区政府与
城口县政府签订了横向生态补偿森林
面积指标购买协议后，绿水青山置换
成“绿色银行”变成了现实。

根据协议规定，九龙坡区将向城口
县支付1.5万亩横向生态补偿资金共计
3750万元，这是重庆在全国首创横向
生态补偿机制实施以来，签订的第二单
横向生态补偿协议。按照协议，该森林
面积指标仅专项用于各区县森林覆盖
率目标值计算，不与林地、林木所有权
等权利挂钩，也不与造林任务、资金补
助挂钩。

生态是城口的最大优势，通过林业
改革除了建立生态效益横向补偿机制
外，城口还具有实施国家储备林建设的
巨大优势。今年重庆启动实施国家储
备林项目建设，城口作为国家储备林试
点示范县，将实施国家储备林项目50
万亩，预计投入资金15亿元，届时每年
林农可获得林地流转资金2500万元。

截至目前，城口县已在修齐镇完
成林地收储6.5万亩。计划至项目期
末，城口县森林覆盖率提高1.5%，平
均每年增加项目地森林单位面积蓄积
7.5立方米/公顷以上，混交林比例提
高 20%，培育大径材林分比例达到
40%以上（珍贵用材林比例 20%），蓄
积净增213.3万立方米。

张亚飞 刘茂娇

如画的大巴山彩叶已经成为了旅游名片 摄/张昌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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