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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南 抢抓双循环机遇 建设重庆南向开放窗口
“走进西部，洽谈未来！”5月21

日，第三届中国西部国际投资贸易洽
谈会（以下简称“西洽会”）在重庆国
际会议中心拉开帷幕。

作为一个国家级、国际化、综
合性展会，在此次展会上，巴南区
无疑是亮眼的地区之一：N8 区域
合作馆面积380平方米的巴南馆、
N7大健康产业馆的重庆国际生物
城展位、N1重庆馆的南彭公路物流
基地展位，多层次、全方位的展示，
不仅让人看到巴南坚定有力的开放
步伐，也让巴南收获颇丰，签下百亿
大单。

‘十三五’时期，巴南积极抢抓双
循环机遇，持续完善开放通道平台，
不断壮大开放型经济，加快优化营商
环境，使巴南开放发展实现了新突
破。”巴南区商务委主要负责人表示，
接下来，巴南区将坚持更高水平扩大
开放，积极参与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
建设，力争“十四五”时期基本建设南
向开放窗口，为重庆建设内陆开放高
地贡献力量。

依托重庆公路物流基地
打造南向开放通道平台

“平时铁路、飞机出境知道得多，
今天看到这个公路物流基地才知道，
重庆也有公路方面的对外开放通

道。”在N1重庆馆，重庆公路物流基
地展位人潮涌动，大家把目光放在了
这个地处巴南的国家级综合性枢纽
级公路基地上。

“从最开始的探索，到如今的完
善，重庆公路物流基地不仅是巴南，
更是重庆对外开发的重要窗口。”巴
南区相关负责人介绍，作为西部陆海
新通道重要承载地，自重庆公路物流
基地开通南向的重庆跨境公路班车
以来，已构建起跨境公路运输为主，
公铁与陆海联运为辅的多式联运国
际物流体系。

目前，跨境公路班车累计开通8
条干线运输线路，实现中南半岛全覆
盖和中亚部分国家覆盖，布局海外分
拨点30个，建立起覆盖泰国、越南、
缅甸等东盟国家一二线城市的干线
运输网络。跨境公路班车从2016年
4月28日首次运营至2021年5月18
日共计发车6228车次，发运国际标
准箱14013TEU，总重约9.66万吨，
总货值约36.19亿元。

今年4月28日，公路物流基地首
次使用重庆获批的西部内陆省市第
一个GMS行车许可证，首次开通的
重庆—老挝万象跨境公路班车直通
车，使中国货车一站到底直达目的
地，无需在边境口岸换装换车，促进
了重庆与东盟地区陆运通道的互联
互通。

同时，全市唯一一个公路型保
税物流中心——重庆南彭公路保税
物流中心（B型）（以下简称“南彭B
保”），现已入驻企业 30 家，截至
2020年 12月累计实现进出区货值
约101亿元。为打造进出口特色商
品交易市场，东盟商品集采城一期
已开业面积约2300平方米，已累计
引进14家机构和企业入驻，形成“集
东盟卖全国，采全国销世界”的双向
贸易态势。

此次西洽会上，展出了具有代表
性的东南亚特色进口商品以及出口
东南亚的重庆本地或周边省市的农
副产品、小家电用品、手工艺制品等，
吸引了众多市民的关注。

积极融入双城经济圈
在开放合作中实现互利共赢

此次西洽会上，位于N8区域合
作馆的巴南馆除了占地面积大以外，
巴南区与成都温江的同区域携手展
示，更将巴南区积极扩大开放、积极
融入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的坚定姿
态展现得淋漓尽致。

在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战略
的大背景下，巴南区主动积极对
接，与成都温江达成了战略合作协
议。目前，双方正聚焦同为国家第
一批“战略性新兴产业集群发展工

程”、国家城乡融合发展试验区战
略机遇，促成国际生物城与成都医
学城战略合作，探索发展“飞地经
济”，合力共筑生物医药高地。重
庆国际免疫研究院、成渝药物制造
工程研究中心等川渝合作平台正
加快建设。

巴南馆以巴南与温江区共同围
绕推动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合作为
主题进行全方位展示，通过多个“液
晶屏+展台”的形式，分板块展示城乡
融合发展示范区、南部新城（重点展
示经济园区和物流基地）、大江科创
城、国际生物城、惠民智慧总部新城
和高职城的发展规划及重点企业、特
色产品。

此次西洽会重大项目签约仪式
上，巴南区与温江区再度握手，签约
共建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巴南·温
江）数字农业科技园和种苗科技园项
目。项目位于重庆公路物流基地及
巴南区新建圣灯大道两侧，重点布局

“一核+一带+多中心”。其中“一核”
为以中农富通农业科技嘉年华、农业
科技众创空间大楼、国际农业会展交
易中心、西部陆海新通道花卉苗木交
易中心为一体的科创总部；“一带”为
以粮食景观试验田、种子研究基地试
验田为主的景观农业带；“多中心”为
涵盖国际农科合作示范基地、全球有
机生活旗舰店、“巴温”小型科创农庄

等多个特色项目。
下一步，巴南区将进一步扩大开

放，更加深度地融入到成渝地区双城
经济圈中，力争把农业科技园和种苗
科技园项目，打造成渝地区双城经济
圈非毗邻地区合作的样板区，同时为
全国城乡融合发展提供可复制可推
广的经验。

打造最优营商环境
产业高质量发展步伐铿锵有力

西洽会是重庆打造的一个以招
商引资为主的国际性盛会，利用此次
盛会，让巴南收获了实实在在的真金
白银。展会期间，包括惠科股分、宗
申集团、南山控股、蕾明视康4家行
业龙头企业与巴南签约，共落地5个
重大项目、合同资金138亿元。

近年来，巴南区将优化营商环境
作为扩大开放的基础必备件之一，通
过线上线下“双管齐下”，持续深化改
革。该区的《建“项目管家”制，兜底
全程服务》获评重庆市优化营商环境
十佳示范案例。

此次西洽会上，作为巴南电子信
息产业龙头的惠科电子就被巴南良
好的营商环境打动，再次投资50亿
元，建设惠科显示模组生产线项目。
项目建成后，将进一步扩大惠科在显
示领域的优势，推动巴南电子信息产

业迈上高端。
同样做出这一选择的还有宗

申。作为在巴南成长起来的龙头企
业，此次宗申将投资12.5亿元，建设
高端零部件研发产业化项目，打造
航空发动机和新能源汽车高端零部
件研发、生产制造基地。项目达产
后年预计产值11.76亿元，年新增税
收约4500万元，新增就业岗位1550
个。

“随着这批重大招商项目的签
约，巴南区3月-5月招商季活动也即
将划上圆满的句号。”巴南区招商投
资局相关负责人介绍，3月-5月招商
季期间，巴南区共签约长安汽车
B561、惠科显示模组生产线、宗申研
发产业化、南山控股·重庆巴南新能
源科技园等招商项目38个，合同金
额340亿元，完成年度目标任务的
43.5%，超额完成招商季提出的阶段
性目标任务。

“相信随着我们持续扩大开放，
优化营商环境，必将吸引更多企业落
户巴南。巴南不仅将成为重庆南向
开放窗口，也将成为重庆南部重要经
济增长极。”巴南区商务委主要负责
人信心十足地说道。

王彩艳 杨敏

□新华社记者 王迪

在四川省自贡市大安区，随处
可见以小说《红岩》中江姐命名的地
名：江姐小学、江姐中学、江姐村、江
姐广场。

这里是江姐人物原型，中国共
产党优秀党员、著名革命烈士江竹
筠的故乡。“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周年，参观江姐故居的人特别
多，几乎每天都有几百人，最多的时
候一天有1000多人。”自贡市大安
区江姐村党委书记张平说。

1920年，江竹筠出生于大山铺
镇江家湾一个农民家庭。为生活所
迫，幼年的江竹筠跟着母亲到重庆
投奔亲戚，后来在当地的一家织袜
厂做了近三年的童工。进入小学，
江竹筠勤奋刻苦、成绩出众，只用三
年半就完成了小学的全部课程。

随后，江竹筠先后进入重庆南
岸中学、中国公学附中、中华职业学
校和四川大学学习。1939年，还是
一名中学生的江竹筠加入了中国共
产党。1940年秋，她进入中华职业
学校学习，并担任该校地下党组织
负责人，从事青年学生工作。

1943年，党组织安排她为当时
中共重庆市委领导人之一的彭咏梧
当助手，做通信联络工作。同时，他
俩扮作夫妻，组成一个“家庭”，作为
重庆市委的秘密机关和地下党组织
整风学习的指导中心。1945年，江
竹筠与彭咏梧正式结婚，后留在重
庆协助彭咏梧工作，负责处理党内
事务和内外联络工作，同志们都亲
切地称她“江姐”。

1947年，江竹筠受中共重庆
市委的指派，负责组织大中学校的
学生与国民党反动派进行英勇斗
争。在丈夫彭咏梧的直接领导下，
江竹筠还担任了中共重庆市委地

下刊物《挺进报》的联络和组织发
行工作。这一年，川东党组织开始
把工作重点转向农村武装斗争，彭
咏梧奉上级指示赴川东领导武装
斗争，任中共川东临时委员会委员
兼下川东地方工作委员会副书
记。江竹筠以中共川东临委及下
川东地委联络员的身份和丈夫一
起奔赴斗争最前线。

1948年，彭咏梧在组织武装暴
动时不幸牺牲。江竹筠强忍悲痛，
毅然接替丈夫的工作。

1948年6月14日，由于叛徒的
出卖，江竹筠不幸在万县被捕，被关
押在重庆渣滓洞监狱。国民党军统
特务用尽各种酷刑：老虎凳、吊索、
带刺的钢鞭、撬杠、电刑……甚至残
酷地将竹签钉进她的十指，妄想从
这个年轻的女共产党员身上打开缺
口，破获地下党组织。面对敌人的
严刑拷打，江竹筠始终坚贞不屈，

“你们可以打断我的手，杀我的头，
要组织是没有的。”“毒刑拷打，那是
太小的考验。竹签子是竹子做的，
共产党员的意志是钢铁！”

1949年11月14日，在重庆解
放前夕，江竹筠被国民党军统特务
杀害于渣滓洞监狱，年仅29岁。

新中国成立后，江竹筠的事迹
被后来脱险的狱友写进了小说，又
被陆续搬上舞台、银幕和荧屏。

2007年，位于自贡市大山铺镇
江家湾的江姐故居正式对外开放。
如今，这里已被列为四川省爱国主
义教育基地，每年都有大批党员干
部、群众来此追思缅怀。

2009年9月，江竹筠入选“100
位为新中国成立作出突出贡献的英
雄模范人物”。

“我们村的老百姓到了外面都
会很自豪地说自己是江姐村的人。”
张平说，“江姐是为新中国成立作出
贡献的女中豪杰！”

（新华社成都5月23日电）

江竹筠：坚贞不屈的巾帼英雄

本报讯 （记者 韩毅）近日，重
庆市文化和旅游发展委员会发布公
告，经重庆市旅游景区质量等级评定
委员会评定，聂荣臻故里景区被评为
国家AAAA级旅游景区。

“聂荣臻故里景区成功晋升国家
4A级旅游景区，是我们大力打造精品
红色旅游主题线路的一个成功案例。”
江津区文化旅游委主任郑军燕称，江
津是聂荣臻元帅的故乡，党史资源、红
色资源丰富，其中重庆市第一批革命
文物1处（聂荣臻故居，不可移动文
物），正在申报重庆市第二批革命文物
75处（含可移动和不可移动文物）。

目前，江津区正致力将这些红色
资源串珠成链，把红色资源变成党史
学习教育的鲜活教材，方便党员群众
就近就便开展党史学习教育。

如聂荣臻元帅陈列馆，针对各级
党组织和党员干部，打造了“党交给我
的任务都是坚决完成的——聂帅精神
报告会”，以及《聂荣臻元帅的初心与
使命》《传承聂帅家训弘扬清廉家风》

等专题讲座，时长从半天、一天到两
天，力求让党员干部通过学习教育，触
动思想灵魂，学有所获。

针对青少年，则打造了儿童版本、
少年版本、青年版本等“聂帅精神进校

园”活动版本，春风化雨般让青少年在潜
移默化中接受教育。针对普通游客朋
友，也打造了优美、温馨、人性化的观展
环境，开展“我们的节日·春节、清明、端
午、中秋”等传统节日活动等。

接下来，江津区将继续依托丰富
的党史资源、红色资源，在集中梳理、
集中修整、集中宣传、集中利用“四个
集中”上下功夫，充分发挥好红色资源

“存史”“育人”的历史和现实功能，聚
焦学史明理、学史增信、学史崇德、学
史力行，引导广大干部群众把党史学
习教育的成果转化为工作动力和成
效，做到学以致用、知行合一。

江津把红色资源变成党史学习鲜活教材

□本报记者 韩毅

戈壁深处，一个巨大火球跃出地
平线，霎时把大地和天空映得雪亮，蘑
菇云、烟团随之升起，轰隆隆的巨响和
狂风中，大地也在颤抖……1964年10
月 16日，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
功，有力打破了超级大国的核垄断和
核讹诈，提升了中国的国际地位。

触发管，是原子弹引爆装置的关
键部件。彼时，我国一共研发了两枚，
一枚随着原子弹爆炸化作烟云，备用
的一枚则被永久保存下来。你可知
道，保存下来的这枚触发管去了哪里？

“作为见证聂荣臻带领科技大军
铸就国防科技伟业的实物，如今它已
成为文物，被我们永久馆藏。”5月20
日，聂荣臻元帅陈列馆馆长万金容向
重庆日报记者讲述了这枚触发管背后
的故事。

时间回溯到新中国成立之初，面
对复杂的国际形势，为了给社会主义
建设创造和平安定的环境，中共中央
作出建立和发展原子能事业的战略决
策。年近六旬的聂荣臻元帅主动请缨
挂帅出征，带领科技大军踏上科技强
军、科技强国的伟大征程。

然而，到了1960年7月，前苏联单
方面撕毁协定，撤走专家，带走图纸。
此时，我国又面临三年困难时期。在
这内外交困的情况下，国防科研战线出
现了“两弹”是“上马”还是“下马”之争。

“那是毛主席、周总理交待的，我
也向毛主席、周总理保证过，搞不出

‘两弹’，我死不瞑目。”聂荣臻旗帜鲜
明地力主“两弹”继续坚持攻关。

1961年8月20日，经过深入调查研
究后，聂荣臻签发了一份报告——《导

弹、原子弹应坚持攻关的报告》，呈送
中央。报告指出：争取三五年或更长
一些时间研制出中程、远程地地导弹，
爆炸初级的原子弹和能装在导弹上的
比较高级的原子弹是可能的。

这是一份可行性报告，更像是一
份军令状，得到了毛泽东、周恩来等人
的大力支持，也使“两弹”研制得以继
续推进。

此后，聂荣臻把在战争年代总结
出的指挥艺术，有效地运用到科技工
作中来，提出了原子弹研制工作的7
条建设性意见：培养科技干部、落实知
识分子政策、组织全国大协作、各级干
部当好勤务员等，这些措施有力地促
进了“两弹”攻关的顺利进行。

1964年 10月 16日下午3点，伴
随一声惊天动地的巨响，巨大的蘑菇
云腾空升起……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爆
炸成功，守候在电话机旁的聂荣臻得
知这一喜讯，一面向张爱萍表示慰问，
一面与周恩来总理互致祝贺。

当天深夜22时，中央人民广播电
台播发了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
的消息，顿时举国欢腾。《人民日报》随
即发表了套红大字的“号外”。第二天
一早，当工作人员把“号外”送到聂荣
臻手里时，他边看边高兴地说：“把这
号外留下，留着纪念。”

中国原子弹的研制成功，打破了
超级大国的核垄断和核讹诈，提升了
中国的国际地位。邓小平曾说过：“如
果60年代以来中国没有原子弹、氢
弹，没有发射卫星，中国就不能叫有重
要影响的大国，就没有现在这样的国
际地位。这些东西反映一个民族的能
力，也是一个民族、一个国家兴旺发达
的标志。”

后来，为缅怀聂荣臻元帅，原子能
工业部把当时原子弹引爆装置的关键
部件——触发管（备用的一枚），送给
了聂荣臻的女儿聂力。1999年11月，
聂荣臻元帅陈列馆开馆之际，聂力将
这枚极为珍贵的触发管捐赠给了陈列
馆。

“如今，这一见证了聂帅带领科技
大军铸就国防科技伟业辉煌历程的触
发管，被放置在陈列馆的展柜里，默默
向人们讲述那段难忘的历史。”万金容
称。

“搞不出‘两弹’，我死不瞑目”
一枚触发管见证聂荣臻奠基国防科技事业艰辛历程 1919年5月24日

川东学生救国团正式成立
1919年5月24日 由川东

师范、重庆联中、巴县中学等校

学生代表发起的川东学生救国

团正式成立，制订《川东学生救

国团临时简章草案》，发表《救国

团宣言》和《哭告同胞书》，并通

电全国，声援北京五四爱国运

动。6 月 28 日，川东学生救国团

改名为川东学生联合会，会议决

议与民族资本暂时联盟，以商学

联合会名义调查日货和处理奸

商等事项，为抵制日货运动确立

行动目标。在五四爱国运动中，

川东学联是重庆和川东地区反

帝反封建的重要组织，其主办的

《川东学生周刊》在宣传新文化、

新思想活动中发挥了重

要作用。

中共重庆市委宣传部 中共重庆市委党史研究室 重庆日报 联合推荐

数 风 流 人 物

聂荣臻元帅陈列馆

聂荣臻元帅陈列馆位于江津城
区，由江泽民同志亲笔题写馆名，是全
国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国家国防
教育示范基地、全国科普教育基地、全
国社会科学普及教育基地、全国关心
下一代党史国史教育基地、全国首批
党性教育基地网上展馆、国家二级博
物馆、国家AAAA级旅游景区、全国家
庭教育创新实践基地、川渝青少年思
想政治教育基地。

目前，聂荣臻元帅陈列馆拥有文

物藏品18681件，展览采用雕塑、油画
等艺术形式和声光电技术，从“立志报
国”“开国元勋”“科技主帅”“新的长
征”“风范长存”五个方面，生动再现了
聂荣臻元帅光辉的一生。

聂荣臻故里

聂荣臻故里景区是国家4A级旅游
景区，位于江津区吴滩镇郎家村。景区
东起上院子，西至狮山村，南到中院子，
北达郎家村，主要景点包括聂荣臻故
居、冲口私塾、聂氏染房、田间学校等。

其中，聂荣臻故居为全国重点文

物保护单位，坐西向东，三重堂建筑，
共有房屋 17 间。聂荣臻青少年时代
在此生活了15年。

红军桥

红军桥位于江津四面山景区内。
1935年1月，土城战役打响，四面

山四面乡洪海村（今四面山镇林海村）
村民冒着生命危险救助了7名红军伤
员。红军伤员伤愈离开四面山前夕，
为了感谢老乡救命之恩，在洪海村通
往山外道路需涉水而过的溪涧上修建
了一座木质便桥，还留下了一封信（现
收藏于重庆中国三峡博物馆）。

解放后，此桥被命名为红军桥。
（记者 韩毅）

江津区部分红色资源简介

触发管。 (受访者供图)

聂
荣
臻
元
帅
陈
列
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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