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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赵迎昭

克罗地亚摄影师Martin S.(中文
名陈马丁）是位“80后”重庆女婿。在渝
生活两年多，他爱上了麻辣鲜香的重庆
火锅，更迷恋上了重庆独特的城市景
观。6月14日，他在接受重庆日报记者
专访时说，他将参与到6月18日举办的

“我爱重庆·精彩一日——百万市民拍重
庆”主题摄影活动中来，记录重庆城市发
展和人民生活。

在陈马丁眼中，重庆有着立体魔幻的
气质，“我很喜欢带上相机漫无目的地闲
逛，去发现这座城市与众不同的特质。”

重庆的老街巷令他着迷。“老街巷充
满了历史沧桑感和温度，置身其中，我能
感受到重庆人的乐观豁达和悠闲安逸。”
陈马丁说，在山城巷等老街巷中“扫街”
充满了各种可能性，非常有趣。

他认为，城市每时每刻都在发生着
变化，用镜头记录下老街巷中令人感动

的一景一物，可以保存历史记忆，“如果
今后一些老街巷消失了，人们是会想念
它们的。通过照片，人们可以追忆在这
里的美好时光。”

流光溢彩的渝中半岛、红柱绿瓦的
鸿恩寺塔、造型具有现代感的重庆大剧
院……陈马丁还拍摄了大量反映重庆新
风貌的作品，“我来重庆是因为妻子，留
下来是为了和她一起享受在这里的美好
都市生活。”

据了解，陈马丁和妻子开设了一家摄
影公司，他们频繁出差，到各地为客户拍
照。“中国的年轻一代追求独一无二的摄
影风格，我从他们身上感受到了开放、自
由、独立，和他们合作的过程中总是会碰
撞出创意的火花，这十分有趣。”他说。

据悉，本届“百万市民拍重庆”主题
摄影活动由重庆日报、重庆市摄影家协
会主办。活动投稿作品的拍摄时间必
须是2020年6月18日0时至24时，拍
摄内容为与重庆相关的人、事、物等。
大赛要求投稿图片须在1000万像素以
上，并撰写相应的图片说明（包括时间、
地点、内容简介）。活动投稿邮箱为
cqrb@vip.163.com，截稿时间为6月19
日凌晨2时。摄影爱好者投稿时请留下
真实姓名和联系方式，主办方将举行评
选活动。

克罗地亚摄影师陈马丁：

重庆与众不同的特质令人着迷

□本报记者 左黎韵

6月15日清晨，位于大渡口区的
重庆万吨冷储物流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万吨公司”）一派繁忙，一辆辆卡车
有序驶入装卸站台，工人们将货物打
包装车，运往我市各大商超、市场。万
吨公司产品在西部地区冷冻食品交易
市场占据了主导地位。

近年来，作为我市唯一纳入全国
老工业基地调整改造试点的大渡口
区，着力推动产业转型升级，在做大存
量上下功夫，通过优化营商环境、实施

“互联网＋”智能化改造、加强品牌建
设等举措，使辖区产业发展逐步由

“重”变“轻”、由“轻”变“好”，走出一条
高质量发展之路。

“一企一策”优化营商环境

万吨公司的前身是重庆肉联厂，
于 2008 年完成收购重组后正式成
立。目前，该公司拥有总容量约12万
吨的大型冷藏库群，是我市最大的一
级冷冻食品交易市场。

“作为大渡口区老牌企业，我们之
所以能实现可持续发展离不开政府部
门的关心和相关政策的扶持。”万吨公
司总经理谢尚权表示。

大渡口区以深化“放管服”改革为
契机，摸清辖区企业整体情况，精准施
策，对区级重点企业实行“一企一策”，
成立了由区级领导牵头的服务专班，
整合区经信委、区人社局、区商务委、
建桥园区等部门资源，建立起政企沟
通联系帮扶机制，定期召开专班调度
会，及时解决企业的急难问题，全力保
障企业建设运营发展。

新冠肺炎疫情发生后，大渡口区
就针对万吨公司成立了“疫情防控服
务专班”，指导和督促其做好疫情防控
工作，并帮助其解决用工、物流、资金
等难题，助力其复工达产。

不走马观花，不隔靴搔痒。除了
推行“一企一策”，建立保姆式服务，解
决企业实际困难外，该区更出台了一
系列惠企政策，为企业减负松绑。

“为缓解企业‘成本贵’‘负担重’
的问题，我们着力降低企业税收、物
流、金融、用能等方面成本，从而激发
民营资本活力。”大渡口区发改委副主
任吴涛称，截至目前，全区共落实70

余项惠企政策，涉及资金17.86亿元；
今年1—3月，大渡口区还针对疫情出
台了税费优惠政策，为辖区企业新增
减税降费350.8万元。

智能改造助推产业升级

“熔炉温度正常，可继续加入原料
生产……”在重庆国际复合材料股份
有限公司生产车间内，两名工人正对
着中央控制室的电子显示屏，监控着
玻璃纤维生产中最重要的池窑融化环
节。控制室外是一条全新升级的智能
生产线，十余台AGV智能物料小车代
替人工作业，忙而有序地穿梭于密密
麻麻的货架之间运输物料。小车停车
精度为5毫米，能有效识别各类不同
等级的物料，比人工操作更精准。

目前，重庆国际复合已建成数字
化车间。在两年时间里，他们从一家
劳动密集型企业逐渐向智能制造迈
进，用工人数减少了1/3，人均产能却
提高1.2倍。

在大渡口，像重庆国际复合这
样，通过智能改造步入发展快车道的
企业还有很多。“近年来，我们正积极
运用大数据智能化对传统工业进行
升级改造。”大渡口区经信委相关负
责人表示，该区整合了市区两级资
源，通过财政性资金撬动企业加大研
发投入，生产高附加值产品，提高利
润率。同时，建立智能制造评估体

系，按照“项目化、清单化”要求制定
智能化改造项目库，将评估结果与后
续资金安排挂钩，使政策引导资金发
挥好“撬棒”作用。

此外，大渡口区还多次开展两化
融合、智能化座谈会、工业数字化制
造分享等活动，帮助企业了解大数据
在工业领域的发展和应用，为其制定
传统工艺智能改造方案，提升企业智
能化水平。

截至2019年，大渡口区依托市区
级财政累计投入资金6000余万元，带
动企业实施智能改造项目45个，全区
建成2家智能工厂、1个数字化车间。
全区规上工业企业利润总额达15亿
元，人均年产值达105.4万元。产业发
展由“重”变“轻”、由“轻”变“好”，取得
初步成效。

品牌建设擦亮金字招牌

在加快智能化进程的同时，大渡
口还将品牌建设作为质量提升的重要
抓手。数据显示，大渡口区71家规上
企业中，就有31家企业92个产品获得
重庆名牌产品，其名牌产品占比量在
全市各区县中名列前茅。

重庆秋田齿轮有限责任公司是
大渡口区的一家老牌企业，公司自
1993年创立以来，便一直致力于各型
汽车齿轮和摩托车齿轮的研发与制
造。近年来，秋田齿轮在大渡口区相

关部门的帮助和牵线下，从一家劳动
密集型企业逐步发展为集研发、制
造、销售为一体的现代化民营企业。
目前，秋田齿轮各型汽车、摩托车齿
轮的产销量均超过了1亿件/年，并与
日本本田、意大利比亚乔、隆鑫宝马、
比亚迪、长城等国内外多家汽车商达
成长期合作关系。

“秋田齿轮的成功升级与大渡口
区聚焦产业高质量发展，不断提升品
牌实力分不开。”大渡口区市场监管局
副局长张远征说，近年来，大渡口区围
绕“高质量产业之区、高品质宜居之
城”这一总体目标，将培育打造质量品
牌作为质量提升的切入点。

一方面，该区每年都会根据区内
企业发展现状，制定品牌培育计划，由
区领导带头，深入企业走访调研，按照
主要领导亲自抓、分管领导具体抓、责
任科室跟踪抓的“三抓”工作模式，为
企业搭建起零距离服务平台。

另一方面，该区着眼“市长质量管
理奖”等含金量较高的质量奖项，在奖
项申报上下功夫，以奖项申报倒逼质
量提升，擦亮大渡口高质量发展的金
字招牌。

目前，辖区已有多家企业获得"重
庆市市长质量管理奖"，名牌产品数量
排名全市前列。“下一步，我们还将进
一步实施品牌战略，加快新旧动能转
换，以存量变增量，推动制造业高质量
发展。”张远征说。

大渡口作为我市唯一纳入全国老工业基地调整改造试点的区，通过优化
营商环境、智能改造、品牌建设努力探索传统工业高质量发展路径——

传统工业这样激发新动能

□本报记者 郭晓静 崔曜

我们这座城市开通的第一条轨道
线路——2号线，将在6月18日迎来
它15岁生日。

对于重庆轨道集团运营二公司车
间安全管理杨杰而言，每年此时都能
勾起他的美好记忆。因为15年前，杨
杰正是驾驶2号线首发列车的司机。

时间追溯到2005年6月18日，杨
杰驾驶列车从大堰基地出发，来到始
发点动物园站。“站台上早就是人山人
海，列车出发时车厢内已经没有空
位。”杨杰还记得，列车启动时车厢内
传来了阵阵掌声和欢呼声。

27分钟后列车抵达较场口站，他
顺利完成首秀。

如今，杨杰已离开了司机岗位，转
做车间安全管理，也在培训新的司
机。不过提起15年前的往事，仍是历
历在目。

这不像开列车
更像在开飞机

“这不像是列车，更像是开飞机。”
杨杰经常跟同事开玩笑说，加速、停止
全靠操控板上的一根驾驶手柄，更像
是驾驶飞机。

“手柄向下压是加速，向上是减
速。”杨杰称，司机除了要关注手柄外，
还要接受指挥部的各项指令，操纵各
项仪表。司机必须随时关注仪表盘的
各项数据，不能有一丝松懈。若司机
分神，手松开驾驶手柄3秒后，系统会
自动报警提示；若司机仍不“上手”，列
车将自动减速，直至停下。

在外人看来这份工作特别酷，杨
杰却觉得压力很大，毕竟“手柄轻四
两、责任重千斤”，作为司机，自己的操
作关乎整车人的安全。

从坐进驾驶室那一刻起，杨杰就
绷紧了神经。列车穿行在隧道内，固
定区段例如终点站、道岔车站都有信
号灯，每经过一个信号灯，杨杰都要仔
细观察周围的环境，在信号灯显示正

常、道岔正常的情况下，列车才能安全
通过。列车行驶过程中，隧道内是不
能出现异物的，比如气球、垃圾之类都
会对接触网造成影响，一旦隧道内出
现红灯，列车就必须停止行驶并进行
紧急处理。

过了大坪站
风景更好看

谈到沿途哪段风景最吸引乘客
时，杨杰想起了一个有意思的细节。

2号线首发当天，大多数乘客是来
体验轨道交通的，并非出于通勤目

的。沿途的风景很吸引人，特别是列
车从大坪隧道驶出，美丽的江景让车
厢里的乘客连连发出“哇”的惊叹。

杨杰称，过了大坪站以后景色
变得丰富起来，滨江路、高架桥、步
行街……穿行于城市间的2号线列车
就是一个流动观景台。“甚至，沿途每
一个站点都是一个文化景点。”杨杰回
忆说，当年临江门车站内营建“时光隧
道”，黄花园车站设摄影展厅，曾家岩
观光隧道展出了重庆本地名家书法手
笔。

除了沿途的风景，车厢里面也有

不少看点。当时，车内显示屏位于每
辆轻轨列车车门上方，屏幕可收看音
乐、旅游、美食等娱乐节目，乘客可以
欣赏到包括CHANNEL-V、SMG等
频道的音乐节目和光线传媒的“娱乐
现场”节目。

为了这一刻
准备了两年

2002年到2004年，杨杰前往上
海培训，两年间跟着老师学习操纵上
海地铁1号线和3号线列车，为后面回
渝独立驾驶单轨列车做准备。

“很多人觉得驾驶轨道列车就一
根手柄的事情，事实上列车出发前要
做的准备工作有很多。”杨杰当年也向
日本的司机跟车学习过，他们的很多
理念让杨杰受益至今。

在上海，每一辆列车出发前都要
经过两次“体检”，第一次是前一天夜
晚停运后维保人员的专业检修，第二
次就是列车司机发车前的例行检查。

“因为有例行体检，我们这些接车
司机最早在凌晨4点起床，提前1个小
时对列车进行由内而外的巡查。”杨杰
说，大到驾驶室、车门、制动装置、牵引
装置，小到喇叭、配件、门上的盖板、雨
刮器，列车上的每一个角落都不能放
过。

“不过，也别把驾驶轨道列车想
的太复杂，它跟驾驶其他交通工具也
有共通点，唯手熟尔。”杨杰说，在长
期的训练中他们积累了很多经验，比
如列车在过弯时候该提前多久减速，
手柄转动多少度，如何利用牵引力平
稳过弯……这一切的准备和积累，都
是为了安全平稳地把乘客送到目的
地。

轨道2号线明天迎来15岁

首发列车司机杨杰讲述通车往事

本报讯 （记者 孟涛）6月16日，
重庆日报记者从市教委获悉，教育部近
日发布了《关于做好2020年边远贫困地
区、边疆民族地区和革命老区人才支持
计划教师专项计划有关实施工作的通
知》（以下简称《通知》），2020—2021学
年全国计划选派22842名教师，其中重
庆将选派400名义务教育阶段教师。

2020- 2021 学年全国计划选派
22842名教师，其中义务教育阶段计划
选派21635名，非义务教育阶段计划选
派1207名，重庆选派的400名教师均为
义务教育阶段教师。支教以全日制工作
形式为受援地提供服务，时间为1年，鼓
励延长支教时间或留任工作。大学生实

习支教、农村义务教育阶段学校教师特
设岗位计划不列入选派范围。短期的基
层巡讲和支教、试用期教师也不列入选
派范围。

选派的教师原则上为中级以上专业
技术职务的骨干教师，学校管理人员应
具有较强的组织领导能力和丰富的学校
管理经验。专任教师主要承担学科教学
和班级管理任务，组织教研活动开展业
务培训和教学指导，充分发挥骨干示范
作用，与当地教师形成教学团队，带动受
援学校整体提升学校教学水平和育人管
理能力，教育管理人员主要从事学校管
理工作，推动受援学校全面提高教育教
学和管理水平。

重庆将选派400人到“三区”支教

重庆国际复合材料股份有限公司的智能化生产车间。 （大渡口区委宣传部供图）

6月15日，杨杰在轨道2号线大堰基地对学员进行培训。如今，他已转做车
间安全管理，将多年的驾驶经验传授给学员。

记者 罗斌 摄/视觉重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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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 张莎）6月16日，
重庆日报记者从九龙坡区获悉，秦安股
份总部基地及新能源项目基地在该区西
彭园区正式开工建设。

秦安机电是全球知名汽车零部件供
应商，主要为长安福特、上汽通用五菱、
长安汽车、吉利汽车、广汽集团等提供汽
车发动机气缸盖、气缸体、曲轴及变速器
箱体壳体等，秦安股份总部基地及新能

源项目基地计划建设集研发、生产、销售
于一体的新能源汽车驱动系统生产线，
同时配备国家级先进试验室和博士后工
作站。该项目有望带动九龙坡区乃至重
庆市汽车制造生产企业和优势技术集
聚。

该项目预计2022年建成投产，全面
建成达产后，预计年产值将达到20亿元
以上。

秦安股份总部基地
及新能源项目基地在渝开建

本报讯 （记者 王丽）6月16日，
2019“讲好中国故事”创意传播大赛云
颁奖典礼暨2020年度大赛云启动仪式
在北京、重庆、长沙等9地同步举行。经
过激烈角逐，重庆4件作品分获2019

“讲好中国故事”创意传播大赛特等、一、
二、三等奖。

2019“讲好中国故事”创意传播大赛
由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指导，中国外文局主
办，以“讲好新时代中国故事”为主题，面
向国内外大学生、留学生、企事业单位、各
类媒体机构和社会组织，公开征集讲述中

国故事的视频和短视频作品。
经过层层选拔，本次大赛最终产生

3件特等奖，4件一等奖，14件二等奖和
19件三等奖。重庆参赛作品《城市的温
度》《左手》《糖艺》《何以为家》分获本次
大赛特等、一、二、三等奖。

为广泛动员社会各界积极参与大赛
活动，2019年，大赛首次联合14个省区
市和城市举办地方分站赛，重庆分站赛
便是其中之一。重庆大学新闻学院作为
重庆分站赛的承办单位之一，在本次大
赛中获得优秀组织奖。

“讲好中国故事”创意传播大赛“云上”颁奖

重庆4件作品获奖

本报讯 （记者 崔曜）6月16日，
重庆日报记者从市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
室获悉，市防汛抗旱指挥部于当日19时
起发布江河洪水和山洪灾害III级预警。

根据气象预报，6月16日夜间到17
日夜间，我市将有大范围强降雨天气过
程，东北部地区暴雨到大暴雨，其余地区
大到暴雨。根据水文预报，本次降雨过

程30个区县中小河流可能出现不同程
度涨水过程，个别河流可能会出现超警
戒水位洪水。

重庆相关区县、市防指成员单位要
高度密切关注水雨情变化，提前做好山
洪灾害、城乡内涝以及嘉陵江、渠江过境
洪水等防范应对工作。相关区县要依法
适时发布预警，及时启动应急响应。

重庆发布江河洪水和山洪灾害III级预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