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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夏元

“工贸车站到了，前往会展中心的乘客请在这里
下车。”6月22日，阳光明媚，一台公交车驶入南岸工
贸公交车站，站台上下车的乘客熙熙攘攘。

“在重庆问10个市民，估计8个都知道工贸车站
在哪里，但如果问工贸大厦，可能知道的人就不多
了。”今年74岁的重庆市商业联合会原副会长柳松
说。

距离工贸车站200米远的工贸大厦，准确名称是
“重庆工业品贸易中心”，这幢高103米的21层大楼，
曾是重庆第一高楼。在上世纪80年代，重庆工业品
贸易中心首开我国批发改革先河，是全国商业改革的
风向标之一。

“改革开放前，我国是由生产决定消费，老百姓的
吃、穿、用等消费品都是按计划分配，‘卖难’‘难买’，
是计划经济时期流通领域的一大问题。”柳松说，当时
国内的工业品和农产品都是按一级批发、二级批发、
三级批发、零售依序进行销售，商业企业只是分配机
构，无权进行交易。这极大地阻碍了商品生产和流
通。

为改变僵化的流通方式，1983年8月，时任重庆
市第一商业局局长的张文亭开始谋划成立工业品贸
易中心。

“那时重庆刚试行城市经济体制综合改革不久，
市里要求我们大胆闯出一条路子。”张文亭接到任务

后，和同事们决定先从商业批发寻找突破口，利用朝
天门商储公司的一间仓库进行试点。

1984年1月10日，在那个仓库里，重庆成立了国
内第一个工业品贸易中心。

最初的工业品贸易中心，由重庆市第一商业局下
属的7个工业品专业站（司）各自派员组成，共设立百
货、针织服装、五金等7个交易厅，实行开放批发，由
厂商、产销直接见面交易，打破了以前一、二、三级站
的传统分配方式，这在当时计划经济体制下堪称一大
创举。

“我们当时的口号很响亮，‘批发全方位开放，人
不分公私，地不分南北，谁都可以来买，谁都可以来
卖’。”工业品贸易中心老职工彭子悟说。

这种突破旧体制束缚的全新产销方式，让工业品
贸易中心从创办之日起就受到企业极大欢迎。当时，
四川染料厂、脱硫厂等企业，多次把最紧俏的商品拿
到重庆工业品贸易中心进行优先选购，重庆油漆厂、
重庆衬衫厂等都通过工业品贸易中心这一平台打开
了销路。

从1984年到1986年，重庆工业品贸易中心先后
接纳全国28个省、市的4000多家工商企业前来设
点，商品成交总额累计达10亿元，并组织全国性和地
区性的商品交易会20多次，成交总额超过4亿元，常
年经营商品多达3万多个。

“每到展会期间，商家的摊位要从朝天门摆到
东水门，那场面，火爆！”回忆当时盛况，彭子悟感慨

地说。
重庆的“工贸现象”，很快引来中央领导和全国

28个省、市、自治区党政领导亲临考察，工业品贸易
中心先后接待前来考察的中外代表团120多个、近3
万人次，欧、美、日等多个境外报刊先后用专版推介重
庆工业品贸易中心。

在全国打响了名头，重庆工业品贸易中心扩
容已是势在必行。很快，重庆市委、市政府就在南
坪划拨一块土地，并在附近规划了酒店、公交站等
配套设施，力图将该区域建成为西南地区规模最
大的工业品贸易集散地。当时的国家商业部也非
常支持该项目，不仅划拨资金还主持设计了交易
场所。

1985年底，规划面积3万平方米的工贸大厦破
土动工。1988年，工贸大厦开业，重庆工业品贸易中
心正式进驻。

往后数年，工贸大厦不仅接纳了全国各地数以万
计的工商企业进行商品交易，还举办过香港博览会、
重庆对外经贸洽谈会、西南五省七方对外经贸洽谈会
等国际性展览会，以及中华全国邮票展览会、全国医
疗器械交易会、全国通讯产品交易会等数十个综合性
商品交易会。

岁月如梭，在2000年前后，随着陈家坪展览中
心、南坪国际会展中心相继建成，工贸大厦的会展功
能逐渐弱化。到2004年，重庆工业品贸易中心并入
重庆商投集团，至此退出历史舞台。

□本报记者 颜若雯

从2003年开始，中巴车逐渐淡出市民视野，如今已
经成为重庆人的一种记忆。

淘汰主城区客运中巴车其实是市政府实施“蓝天行
动”、规范客运市场秩序的一项内容，所置换的车辆，全部
使用的都是清洁燃料。

市政府实施的“蓝天行动”，与中央交给直辖后新重
庆的“四件大事”（三峡移民、国企改革、扶贫工作、生态建
设）密切相关。

新重庆扎实办好“四件大事”，一路爬坡上坎，历经十
年奋斗，终由“呱呱坠地”，逐渐成长为“蓬勃少年”。

2007年初春，重庆在国务院新闻办举行新闻发布
会，宣布直辖之初中央交办重庆的“四件大事”基本完
成。

此后的重庆，经济社会持续快速健康发展，开启发展
新航程。

“四件大事”交给直辖后的新重庆

1997年3月14日，八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进入最后
一天。

20多年过去了，但第八届全国人大代表袁昌玉仍清
楚地记得那天开会的情形。她回忆说，大会的议程比较
多，表决设立重庆直辖市的议程排在靠后。

下午3点50分，时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的乔石
宣布，开始投票表决《关于批准设立重庆直辖市的决
定》。2720名全国人大代表按动表决器，3点54分，会场
大屏幕显示出投票结果：重庆成为继北京、上海和天津之
后的中国第四个直辖市。

消息迅速传开，袁昌玉走出会场后，收到了来自媒体
和亲朋好友一个接一个的电话、短信。“大家都在为重庆
直辖而兴奋。”她回忆说，许多市民冲上街头，为这个激动
人心的消息欢欣不已，解放碑甚至放起鞭炮。

同年6月18日，整个山城都洋溢在节日的喜庆气氛
中，重庆市各界3500多名代表参加了直辖市挂牌揭幕大
会。

很快，中央也给新重庆交办了迫在眉睫的“四件大
事”。根据重庆直辖后的特殊市情和中央赋予重庆的历
史使命，1998年3月全国两会期间，时任中共中央总书
记江泽民在参加重庆代表团审议时发表了重要讲话，要
求重庆必须集中精力办好“四件大事”：按时完成三峡工
程重庆库区的移民搬迁任务；搞好国有企业改革，振兴
老工业基地；加快农村经济发展，到本世纪末基本解决
农村贫困人口温饱问题；加强生态环境建设，实现可持
续发展。

累计搬迁安置113万余三峡移民

正在北京举办的“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中国共产党
历史展览中，有这样一件展品：两枚写着“有事找共产党
员”的工作标牌，这是忠县乌杨镇移民干部在护送移民外
迁途中佩戴过的胸牌，见证了那段激荡人心的历史。

1994年12月14日，三峡大坝工程正式动工。因工
程建设需要，重庆、湖北等地共131万三峡移民，需要到
新的地方定居，而重庆承担了85%以上的三峡移民。自
1993年正式实施百万移民工作到全面完成移民搬迁安
置任务，重庆累计搬迁安置移民113万余人。

在这场艰苦卓绝的移民攻坚战中，广大移民远离故
土，举家迁移。重庆的广大共产党员就是佩戴着“有事找
共产党员”的胸牌，想移民之所想，急移民之所急，解移民
之所难，忠实履行“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
谋”的铮铮誓言。

为了纪念三峡移民们的付出，国务院规划在重庆万
州修建了重庆三峡移民纪念馆。日前，记者来到纪念馆，

看到了一面移民干部展示墙——
2001年1月20日下午，正在移民现场办公的重庆市

涪陵区百胜镇副镇长况守川，看到一面正在拆除的移民
房屋土墙即将倒塌，而墙体下还站着一对母子，千钧一发
之际，他冲上去撞开了这对母子，却献出了自己33岁的
年轻生命；

云阳县高阳镇牌楼村原党支部书记叶福彩在得知自
己身患晚期胃癌后，不但没有退缩，反而更加忘我地投入
到了移民工作中。临终前，他唯一的请求就是希望妻子
把自己安葬在三峡水库175米水位线上……

在波澜壮阔的百万移民历史洪流中，广大移民干部
以自己的一言一行，践行了“宁可苦自己，决不误移民”的
庄重承诺。

2010年1月，原重庆市移民局向重庆市三届人大三
次会议提请审议《三峡（重庆）库区移民工作报告》，宣告
至2009年底，重庆已全面完成三峡移民搬迁安置任务，
累计搬迁安置113.8万移民。

此后十年，重庆库区进入以促进移民安稳致富、生态
环境建设与保护、地质灾害防治为主要任务的后续期。

改革让国企焕发新生

直辖对于重庆来说是大喜事，让重庆广大市民为之
欢欣鼓舞，但对年轻直辖市而言，则是起步维艰、任务繁
重。

其中，40万下岗职工、国有企业亏损面超过60％，正
是摆在重庆面前的一大难题。重庆大城市与大农村、大
工业与大农业并存，尽快化解经济社会发展中的突出矛
盾和困难，实现重庆新的振兴，是直辖后的头等大事。

为此，重庆响亮提出：举全市之力打好国企改革攻

坚战。
重庆登康口腔护理用品股份有限公司党委书记、董

事长邓嵘，至今仍对上世纪90年代末的改革经历记忆犹
新——当时，外资牙膏品牌进入中国市场，为抢占市场份
额，不少品牌打起了价格战。

与国际巨头竞争，更是倒逼企业深化改革。为此，登
康成立了市场部，与国际企业展开了深度合作，进行了消
费者定性定量研究。那句家喻户晓的广告语——冷热酸
甜，想吃就吃，也是在这一时期提炼出来的。

企业发展除了自身努力，更需市级层面的统筹创
新。

2004年，重庆渝富资产经营管理集团有限公司挂牌
成立（以下简称“渝富公司”）。政府将分散在全市几千家
国企里的不良债务全部剥离并划入渝富公司，由渝富公
司将这些不良债务做分类整合打包后，再通过更专业有
力的谈判，分别以很低的打折价购回这些资产包，渝富公
司成为这些债务的债权人。

如此运作下来，企业的资产质量因不良债务的剥离
而大大改善。同时，国有银行因为收回了部分不良贷款，
也使得自己的不良资产率得以降低，乐意为之。

通过渝富公司的整体打包运作，重庆数百家国企得
以从多年的债务泥潭中解救出来，重获发展生机。

“渝富就是一个专门为重庆国有企业减轻债务负担、
筹集改制成本以及为企业下一步发展做投资和融资服务
的平台。”渝富公司原总经理陶俊说。

2004年，市委二届五次全会做出关于加快推进新型
工业化的决定，为老工业基地脱胎换骨找到了“秘方”。

到2007年初，重庆国资规模从4年前的1700亿元，
增长到5400亿元，财政贡献率占到57%，成为全国国企
改革的典范。

10年减贫313.42万人

万州区新田镇五溪村位于长江边上，是当年三峡移
民后靠安置的区域。如今，村里海拔400米以上种的是
麻竹，400米以下是漫山遍野的柠檬，放眼望去，是一望
无际的绿色。

“当年刚移民搬迁时，可不是这样。”村支书、村主任
“一肩挑”的冉振爱说，山上土地贫瘠，被称为“乱石岗”。
为了让移民心里没有顾虑，当年他第一个响应国家号召
带头搬迁，带领村民发展柠檬等林果经济。

现在，全村柠檬盛产时产量能达到500万公斤，年销
售收入超过2000万元，人均增收8000多元。

忠县石子乡宝山村3社地处海拔1400多米的高山
上，直辖前，由于贫穷和封闭，仅有的25户人家一度就有
10多户的成年男子娶不到媳妇，小孩大都在小学二三年
级就面临辍学。

从2004年开始，忠县开始实施易地扶贫搬迁，以每
户1万多元建房补助的标准，让宝山村3社25户人家全
部迁至山下。

仅仅两年后，宝山村3社家家户户的新房前建起了
一条乡村公路，当地政府还通过扶贫项目，扶持村民们发
展烤烟、板栗等经济作物。也是在这两年当中，宝山村3
社开始逐渐走出贫困，8户人家娶上了媳妇，辍学在家的
小孩重新走进课堂。

1997年重庆直辖时，18个扶贫开发工作重点县共有
366.42万绝对贫困人口，到2006年底下降到53万人，10
年间，绝对贫困人口减少了313.42万人。

甩掉“雾都”的帽子

2020年，重庆收获333个“蓝天”，全年空气质量为优
的天数达135天，“重庆蓝”从此成为常态。在周百兴看
来，这是一项十分了不起的成就。

原重庆市环境保护局副局长周百兴称得上是重庆
“第一代环保人”。1975年初，34岁的周百兴主动申请从
科委调到刚成立不久的环保局工作。

“当时重庆城最严重的两个环境问题是大气和水均
受到污染，其中位于江北的重庆水泥厂是城区主要大气
污染源，粉尘顺着风从江北飘到渝中，屋顶上都是一片灰
白。”周百兴回忆，而水污染最突出的问题就是位于猫儿
石的重庆造纸厂的工业废水，造成嘉陵江江面飘满泡沫。

1997年直辖后，重庆采取了一系列环保行动，如以
水、大气污染控制工程和固体废弃物处理工程为主要内
容的“三大环保工程”；围绕“山水园林城市”和“青山绿
水”两大战略，实施“碧水”“清新”和固体废物无害化处
理三大工程，以及“清洁能源”工程、“五管齐下”净空工
程……

“针对造纸废水造成水体污染，我们先后采取关停重
庆造纸厂等一批造纸企业，对于燃煤企业造成的大气污
染，我们采取引导企业开展烟气脱硫等措施，使主城大气
二氧化硫和粉尘排放量大幅下降。”周百兴说，在一系列
环保治理措施的实施下，到本世纪初，重庆生态环境质量
有了初步的改善。

2006年底，重庆全年空气质量优良的天数达到了
287天，“雾都”的称号已经不再适合重庆。

经过十年发展，2007年初春，重庆宣布直辖之初中
央交办重庆的“四件大事”基本完成。

统计数据显示：1996年重庆GDP仅1315亿元，人均
GDP为4574元，相当于全国平均水平的78%。经过10
年的努力，2006年重庆GDP达到3907亿元，年均增长
10.2%，总量是1996年的3倍；重庆人的“腰包”也逐渐鼓
起来，城市居民和农村居民收入分别达到11570元和
2874元，年均增长8.7%和6.9%。人均GDP从550美元
增至1749美元。

“四件大事”
开启重庆发展新航程

一幢“工贸大厦”开创国内批发商业改革先河

1997年6月18日，重庆人民大礼堂，重庆直辖市挂牌揭幕大会。
（本报资料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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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52年7月4日

中共重庆市委发出《关于
在“三反”运动基础上进
行整党工作的计划》

1952年7月4日 中共重庆市委发出《关于在“三
反”运动基础上进行整党工作的计划》，要求对全体党
员和申请入党的积极分子进行一次关于共产党员八条
标准的教育，对党的基层组织进行一次普遍的思想和
组织整顿。1952年7月至9月底，在以“反贪污、反浪
费、反官僚主义”为主要内容的“三反”运动基础上，全
市335个支部6349名党员参加了整党工作。这是解放
后第一次大规模的整党。通过整党工作，普遍
提高了党员觉悟，增强了党的战斗力。

中共重庆市委发出《关于
在“三反”运动基础上进
行整党工作的计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