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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么大的雨我真的见得不多，有
一阵就像从天上用盆子泼水一样，动静
大得让人心里发毛。”回想起那场大雨，
江津区贾嗣祥瑞希望小学校长易治林
心有余悸。

6月22日一大早，按照工作安排，
易治林冒雨坐上了去城区参加全区学
前教育安全工作会的车。此时，当地已
经连续下了两天大雨。

会议开始不久，易治林手机上跳出
来一条水利服务中心的消息提醒：受降
雨影响，预计贾嗣未来8小时内将出现
明显涨水过程，最高水位将超过保证水
位4—4.5米。

“邹校长，洪水要来了！我们学校
地势低洼，必须马上启动应急预案，第
一时间先把学生紧急转移出来！”易治
林顾不得开会了，匆忙请假后，立即往
回赶，边跑边掏出手机给分管副校长打
电话。

“学生疏散得怎么样？”满头大汗赶
回学校，易治林张口就问。“放心吧，非
住校生陆续由家长接回家了，住校生正
在加快转移。”得到肯定答复后，易治林
暂时松了一口气。

没过多久，易治林的心又悬了起
来。最新预警信息显示，此次綦河过境
的将是当地1940年以来的最大洪水，
学校所在场镇极大概率将出现洪灾。

果不其然。由于贾嗣祥瑞希望小
学地势低洼，从下午1点开始，学校开始
漫水。而按照最新的预测，最高水位很
可能会淹没学校一层教学楼。

“快点，快点，把一楼的学生全部转
移到高处！”在易治林的组织下，教职工
迅速行动，接力将学生们有序转移到了
安全地带。忙乱中，易治林的一只鞋不
知道什么时候跑掉了。

学生安全了，但一楼各个教室里还
有很多教学用的电脑、书柜、书桌等未

来得及搬运。这些设施受损，洪水过后
学生们无法正常上课。

“快，快，快！必须赶紧把教学设施
全部搬到安全区域！”水位上涨极快，很
快就齐膝深了。没时间想太多，易治林
一边指挥教职工，一边脱掉仅剩的一只
鞋和沾满了泥的袜子，光着脚跳进了水
里，蹚着浑浊的水往教学楼摸去。

“易校长快先上来，这里很多垃圾
和掉下去的碎玻璃，很容易扎伤脚，我
们找双筒靴穿了再下去！”一众老师急
坏了。然而着急的易治林没有回头。

眼看着水位越涨越高，其他人也顾
不上了，纷纷脱了鞋袜光脚蹚进了漫水
的走廊，抓紧搬运教学设施。他们搬的
搬，抬的抬，椅子、桌子、电脑、柜子……
一个个被送到了更高楼层。

贾嗣祥瑞希望小学位于一楼的教室
共有15间，易治林争分夺秒带领教职工
们跑上跑下，搬了一趟又一趟。本以为
洪水只会缓慢上涨，但却是突然就从四
面八方朝着教室涌来，正走到教室门口
的易治林刚好被涌进教室的水带得一趔
趄，差点栽进了泥水里。说时迟那时快，
他一把抓住旁边的门框才站稳了身子。

从上午到天黑，整整近10个小时，
易治林没顾得上吃一口饭喝一口水，打
着光脚板来回跑。

幸好当天的洪水主要是由洪峰引
起，洪峰过后，水位逐渐下降。当晚，
易治林带领学校的全体男教师全部待
命，在洪水逐渐退却后，连夜展开清淤
工作。直到第二天早上7点，光脚板的
易治林才穿上了同事找来的雨靴。

在易治林和全体教职工的奋力救
援下，学生无一受伤，所有电脑、学生书
籍、办公用品都未受到太大影响，学校
日前已经正常复课，教室里又响起了朗
朗读书声。

江津区融媒体中心 黄柏添 代华

洪水中的光脚校长江津

胜天水库开闸泄洪
受持续降雨影响，位于金刀峡镇的胜天水库水位上涨，为了保

证水库坝体安全，胜天水库近日开闸泄洪。
胜天水库位于黑水滩河上游华蓥山脚下，总库容1128万立方

米。黑水滩河主要流经北碚区金刀峡镇、柳荫镇、三圣镇、复兴街
道、水土街道和两江新区部分区域，最后汇入嘉陵江。

北碚区融媒体中心 秦廷富 摄

区县头条 9CHONGQING DAILY

2020年7月9日 星期四
责编 刘俊颖 美编 张雪原

7月4日，梁平区回龙镇清平村，
植保无人机团队队员在操作无人机进
行“飞防”作业。当前正是水稻病虫害
防治的关键时期，梁平区供销合作社
深化“三社”融合发展，组织基层供销

合作社为龙门、回龙等12个乡镇共4
万余亩水稻开展无人机统防统治等社
会化服务，服务农户超1万户，提高了
农业生产效率，确保了水稻丰产丰收。

梁平区融媒体中心 熊伟 摄

北碚 造纸黑液制成环保餐具

梁平“飞防”灭虫 助农增收

铜梁 破产重整后民企重生
“多亏了铜梁区人民法院破产合

议庭的帮助，让我们企业重获新生。”
近日，重庆林腾机电有限公司副总经
理刘雪萍万分感慨地说。

因负债超出了公司的承受范围，
资金链存在重大缺口，2017年初林腾
机电向铜梁区法院提出破产重整申
请。企业一旦破产，公司200多名员
工该何去何从？经过承办法官的深
入调查研判，发现林腾机电自身债务
结构简单，公司设备完好，产品具有
较高技术含量，即便面临重重危机，
国内外市场依然保持稳定的订单量。

既然企业没有患上“绝症”，就要
想办法帮助企业走出困境。铜梁区
委、区政府和区法院开展“府院联
动”，同心协力探寻救治企业良策。
在缺乏可借鉴经验的情况下，政府、
法院和指定的管理人沉着破解一个
又一个的难题，与投资人和债权人展
开多轮重整投资谈判，重整方案终于
在2018年6月启动，法院和管理人全
程进行监管。

然而一波三折。2020年4月，作
为投资人的主要原料供应商突然停
止供货，导致林腾机电生产经营一度
停摆。此外，投资人的2000万元注
资也迟迟未到账。重整工作一度陷
入僵局，对未来重燃希望的公司员工
也开始人心浮动，情绪极不稳定。

在此情形下，铜梁区法院启动破
产合议庭，召集管理人、债务人及投
资人等相关人员反复进行协调，对重
整中的问题逐一梳理，要求各方增强
合作意识、全盘考虑公司发展、严格
遵守重整计划，并就林腾机电的内部
治理、投资款注入、投资方前期垫资
及管理人后期监管等问题提出合理
化建议。

经过反复协商，各方终于达成一
致意见，投资方按约一次性完成了
2000万元投资款的注入，原料供应商
恢复供货。今年1至6月，林腾机电
实现工业产值5800万元，实现了“企
业破产不停产、员工不失业”。

铜梁区融媒体中心 李慧敏

垫江 树典型激发脱贫动力
“现在党的政策确实好，我小女

儿读书学费全免了，每年还有助学
金，但是我觉得致富不能只靠政策，
还要靠自己勤劳的双手。”日前，在垫
江县桂溪街道集体社区脱贫攻坚恳
谈会上，建卡贫困户聂贵学饱含深
情，讲出了自己的心里话。

脱贫攻坚已到了决战决胜的关
键阶段，从根本上转变群众“等、靠、
要”等落后思想，提升贫困人口内生
动力，才能为打赢脱贫攻坚战奠定最
坚实持久的基础。桂溪街道通过宣

传引导，树立发展典型，引导其他贫
困户（脱贫户）提高自身发展动力增
加收入，取得了良好成效。

如今，桂溪街道建档贫困户172
户519人已全部实现脱贫，年人均纯
收入达到1.3万元，贫困户的日子越过
越红火。桂溪街道将继续广泛宣传身
边的脱贫奋进典型，充分激发贫困群
众脱贫致富奔小康的积极性和主动
性，形成“人人争当脱贫之星，个个勤
劳奔小康”的浓厚氛围，巩固提升脱贫
成果。 垫江县融媒体中心 陶孝权

高新区 上半年招商成绩亮眼
突如其来的疫情，对天然具有

“外向性”的招商引资工作来说无疑
是个巨大的挑战。重庆高新区用半
年时间交出了一份“亮眼”的招商成
绩单：1—6月新签约正式合同项目37
个，加上即将签约项目，投资总额达
605.6亿元。

“疫情在家办公那段时间我们可
没闲着，团队的每个人都在埋头苦干
写‘论文’。”重庆高新区招商公司负
责人说。一摞摞厚厚的研究资料，60
多个主动策划的招商专案，是招商团
队交出的“寒假作业”。

2月底正值企业复工复产之际，口
罩、酒精、手套、防护服……“全副武装”
的招商工作人员熟练打包好行囊，第一
时间外出拜访企业，北京、上海、深圳、
杭州……截至6月底，累计前往10余
个重点城市，拜访目标企业225家，用
实际行动迎难而上、抢抓机遇。

上半年，重庆高新区成功签下延

长石油重庆运营中心、正邦集团西南
总部、泰格医药临床研究西部（重庆）
中心等9个10亿级以上项目，合同总
投资额达191.8亿元。总投资约200
亿元的重庆光大人工智能产业基地
项目正式揭开面纱，平安建设大健康
产业园、中国电子·重庆信创产业示
范基地等100亿级项目取得实质性进
展，韩国BINEX、亦度疫苗等生物医
药产业项目有序推进，总投资超75亿
元的华润12吋晶圆生产线项目即将
建设……

根据科学城发展要求和高新区
产业发展规划，聚焦大健康、新一代
信息技术、先进制造、高技术服务四
大主导产业，锁定数字经济、人工智
能、生物医药、检验检测等13个细分
领域开展精准招商，上半年高新区四
大主导产业签约正式合同项目数量
占比达100%，产业集聚日益凸显，产
业生态初具规模。 通讯员 李心宇

利用造纸厂的“废料”造纸黑液，
生产制作出环保型仿瓷餐具；红薯制
品下脚料变身预防肿瘤的产品……在
环西南大学创新生态圈，科技创新力
量让“奇思妙想”转化为助推产业发展
的强劲动能，让绿色经济成为北碚高
质量发展的源动力。

造纸黑液的新出路
位于天生创新创业街的木质素重

庆科技有限公司有一项“黑科技”，那就
是通过提取造纸黑液中的木质素，经过
一系列工艺，生产制作出新型的仿瓷餐
具。

“造纸黑液里含有大量木质素，但
几乎都是被当做污染源或废弃物浓缩
后烧掉了，还有些被任意排放，不仅没
有将资源有效利用，还污染环境。”木
质素重庆科技有限公司相关负责人介

绍，造纸黑液是制浆过程中提取纸浆
后产生的一种副产物、废弃物，但并不
是有毒有害物质。因此，该公司利用
这些黑液生产制作出新型仿瓷餐具，
不仅是对废料的二次利用，同时也能
够降低造纸厂高昂的黑液处理成本，
彻底改变木质素被焚烧排放的命运。

制作红薯淀粉过程中产生的废液
与造纸黑液有着类似的经历，西南大学
药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李学刚团队把
它们当作“宝贝”。据了解，该团队已从
红薯淀粉废水和干薯片等加工下脚料
中提取到红薯抗乳腺癌和结直肠癌的
活性成分，开发出了预防肿瘤的产品。

有机废弃物变身
“餐厨、种植、养殖产生的城乡有机

废弃物是重要的面源污染来源，一旦处
理不当会破坏生态环境、威胁人体健
康。但它本身又是宝贵的有机质资源，
可以用于生产绿色有机肥料。”西南大
学资源环境学院教授陈新平带领的团
队一直在做绿色新型肥料的研发与应
用。

团队主攻方向有两点：一是对城乡
有机废弃物减量化、无害化、资源化处

置，实现资源绿色循环利用的同时生产
绿色新型有机肥料；二是促使传统化肥
向绿色新型肥料升级，实现为绿色农产
品提供“绿色粮食”的同时，从源头保护
生态环境。

目前，该团队已开发了12个新型
绿色肥料品种，申报国家发明专利3
项，在产业应用方面也为多家龙头企业
和上市公司绿色肥料产品升级、绿色科
技服务升级和绿色作物生产应用提供
有力支撑。

新型电池对环境更友好
“第一批新能源汽车电池面临‘退

役’。业内预计，截至今年，我国退役电
池累计约20万吨。”九环新动能产业技
术研究中心负责人介绍，目前市场上新
能源汽车多为三元锂电池，这种电池存
在利用率不高、充电难、充电慢、续航里
程较短等问题。

“我们正在积极致力于开发新型
电池，相比三元锂电池，这种新型电池
具有价格低、环境友好、高比容量等优
点。通俗来说，就是更环保、更安全、
更方便回收利用。”该负责人介绍。

研究中心还提出了闭环式产品开

发理念，即在电池材料、储能设备、智
能管理以及电池的梯次利用回收过程
中，利用大数据以及管理系统，推出智
能化和云共享系列产品。

让“金点子”结出“金果子”
为什么这些公司和团队能让“金点

子”源源不断结出“金果子”？北碚区科
技局副局长宋晓辉给出了答案：“在环
西南大学创新生态圈内，从选种、育苗、
造林直至成材，每个环节都有相应的服
务平台和工程助力，获得这些成果也在
意料之中。”

环西南大学创新生态圈自去年5
月揭牌以来，不断完善政策、技术、人
才、资本“四大链条”，推动政产学研深
度融合，现已经形成一条完整的孵化服
务体系，促进大学科研成果就近转化。
目前已吸引了包括木质素、九环新动能
产业技术研究中心等在内的58个国内
外科技创新项目、科技企业和创投基金
签约落户，涉及人工智能、大数据、农业
科技、生物科技、医疗健康等领域。这
些项目和企业紧扣绿色发展理念，助力
北碚高质量发展。

北碚区融媒体中心 张灵 韦玉婷

南川 河沙村安置点的幸福宴
6月30日，南川区太平场镇河沙

村河沙安置点的村民们一早便忙开
了，“住新家、推豆花、讲故事”活动就
要开场。

清晨6点，住在2栋的赵兴学便
泡好了10斤黄豆，开始推豆子、点豆
花。她是点豆花的好手，用石磨磨好
豆子，再用滤帕过滤，待到一大锅热
豆浆出锅，加上胆水慢慢搅拌，豆花
便成型了。左邻右舍也都忙进忙出，
一个个喜气洋洋。

河沙村安置点于去年年底交房，目
前已全部入住，共有48户103人。“搬
进新家肯定有个适应过程。”河沙村党
委“第一书记”郭三辉说，此次“住新家、
推豆花、讲故事”活动就是为了尽早让
大家适应小区生活，融洽邻里关系。

村民们积极性很高，一听说“打
平伙”吃饭，有钱出钱，有力出力，还
有的直接拿来了自家的香肠腊肉给
大家加菜。中午12点，正式开席，麻
辣鱼、回锅肉、香菇鸡、老鸭汤……加
上刚做好的豆花，香气扑鼻。

饭桌上，贫困户赵兴学首先打开了
话匣子。“一个月前，我和老伴搬进了两
室一厅的新房，没想到这辈子能住上这
么好的房子，用上天然气。”此前，赵兴
学居住在河沙村一个半山坡上的木房
子里，四面透风，屋外如果下大雨屋内
就下小雨。因患有直肠癌，2014年赵
兴学被纳入建档立卡贫困户，因房子破
旧，加之此前也未享受过农村危房改造
政策，按照相关规定，可享受国家易地
扶贫搬迁政策。去年底，她在河沙村安
置点申请到了一套新房子。

“安置点就在马路边，到哪里都
方便，水电气路网设施也很完善。最
安逸的是离家200米就有个蔬菜基
地，空闲时去打零工，70元一天，连新
工作都有了。”说起搬进安置点的日
子，张学进竖起大拇指。大家你一言
我一语，个个脸上洋溢着幸福的笑
容。 南川区融媒体中心 马君如

走进位于港城园区的海尔互联工
厂，自动化作业的机器臂来来往往，对
洗衣机内筒进行激光精密焊接和自动
化装配……“推动产能提升四成，良品
率提高到99.8%，还节省近一半人力。”
内筒生产负责人邓彬介绍。

5G和工业互联网的联袂“出演”，
让数字技术在智能工厂中闪现出绚烂
火花，成为江北区发展的重要支撑。今
年1—5月，在新冠肺炎疫情冲击下，江
北区规模以上信息服务业逆势而上，取
得了营业收入 84 亿元，同比增长
100.3％的佳绩。

数字经济快速增长
鱼复工业园金康赛力斯智能工厂

内，1000多台机器人替代传统制造业
的人头攒动，关键工序均实现智能化生
产，全程只需几位技术人员通过屏幕进
行操控。在江北，领先的数字技术正向
传统制造各个环节渗透，原本传统的工
厂、车间变得“耳聪目明”。

2017年7月，江北区在全市率先启
动智能江北建设，谋划早，重落实，该区
的数字经济始终保持快速增长。截至
目前，以奥特斯、紫光华智为代表的“芯

屏器核网”全产业链加快培育，江北区
已有专精特新企业18家；拥有7家国
家级两化融合贯标企业；建设市级智能
工厂和数字化车间14个；长安全球研
发中心、金融科技认证中心、智能装备
工业互联网联合创新中心、海尔衣联网
智慧生态研究院等优质项目竞相落户
……2019年，江北区数字经济产业部
分实现增加值71.61亿元，增长79.3%，
增幅排名全市第一。

5月29日，小米消费金融正式落户
江北，并将金融科技作为发展核心，融合
更多线上、线下消费场景提供全新的金
融服务。随着各行业数字化转型进入
深水区，科技金融对促进科技成果转化、
增强自主创新能力、培育发展战略性新
兴产业、引领经济发展方式转变更具深
意。在此背景下，江北区引进、培育一批
金融科技龙头企业，鼓励行业龙头企业
设立供应链金融公司，鼓励金融机构在
支付清算、零售银行、借贷融资等领域合
规应用大数据、人工智能、区块链等新技
术，提高金融服务实体的精准性。

服务业数字化转型
“早就看中这款平板电脑，赶上

“6·18”促销，一键下单便宜了好几百
元！”今年“6·18”期间，京东电器超级
体验店通过独创的沉浸式消费体验与
丰富的线上直播、线下活动，迎来井喷
式增长，成交额环比上月增幅达到
200%。传统老店齐祥灯饰广场开辟
了智能云货架的电子屏，顾客可以直
接扫码进入线上购买。在江北，越来
越多的服务业企业实现了数字化转
型。

江北是重庆乃至西部地区的服务
业重镇，为顺应服务业数字化大潮，江
北着力实施了服务业数字化工程，大
力培育直播电商、社交电商、社群电
商、小程序电商等新兴消费领域和消
费热点，探索打造无人超市、智能售货
机、“无接触”配送等新需求。以永辉
超市、盒马生鲜等旗舰公司为龙头，发
展了一批“线上超市”“网上餐厅”“线
上家政”“网红带货”等生活服务企业，
为消费者提供“见屏如见面”的生活服
务体验。

传统零售企业也纷纷发起“数字
化”转型大练兵，观音桥商圈、江北嘴
商圈、北滨路经济带，紧紧抓住数字内
容产业发展“风口期”，发挥综合优势，

全力打造全市数字内容产业高地。

优质项目频频落地
今年4月，江北区集中开工了15

个新基建项目，总投资达85.8亿元，涉
及无人驾驶、智能制造、金融科技、网商
产业、5G基础设施、智慧民生六大领
域，预计达产后可实现产值220亿元。

优质项目缘何频频落地？“滴滴出
行于2014年进入重庆市场，之所以落
户江北，一是江北区良好的经济软实
力和综合竞争力，二是良好的区位优
势，更重要的是区委、区政府对新兴产
业独到的理解和思考让人眼前一亮，
所以我们很快就‘牵手’了。”滴滴出行
相关负责人一语道破。

“数字经济是新生事物，需要的是
嘘寒问暖，而不是求全责备。”7月 2
日，在江北区发展数字经济推进大会
上，区委书记李维超提出要进一步抓
规划引领、项目建设、市场主体，“三送
两办一访”行动要实现对数字经济企
业全覆盖，进一步突出“送”的效果、强
化“办”的效率、提升“访”的频次，让企
业获得更多“真金白银”。

江北区融媒体中心 王偲媞

“嘘寒问暖”助数字经济蓬勃发展江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