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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川日报全媒体讯（通讯员 王 华 涂学建 文/图）部队立新功，家

乡扬美名！12月25日，伴随着报喜的锣鼓声，中国人民解放军火箭军

某旅部队官兵代表、永川区军地部门领导来到永川籍立功战士蒋诗聪

家中走访，送去立功喜报，寒冬里的暖流涌向光荣之家、涌向家乡父老

乡亲。

据悉，今年30岁的蒋诗聪自2008年入伍以来，始终牢记父老乡

亲的嘱托，在部队苦练军事本领。11年来，作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火箭

军某旅的通信操作手，其军政素质强、专业技能精、作风纪律严、完成

任务出色，多次被评为先进个人、优秀士兵、优秀士官。今年，蒋诗聪

因表现突出、成绩优异，被部队荣记三等功1次。

当天上午，在阵阵喜悦的锣鼓声中，蒋诗聪所在部队领导把三等

功表彰喜报送到蒋诗聪父亲手中。随后，慰问组一行在蒋诗聪家中详

细了解了其家人的身体状况和生活情况，感谢他们为部队和祖国培养

了优秀人才。看到承载着荣誉的沉甸甸的喜报，蒋思聪的父亲脸上露

出欣喜且骄傲的笑容，他表示将继续做好坚强的后盾，希望孩子在部

队再立新功、再创佳绩。

永川区人武部副部长王炳江介绍，军地联合为立功受奖官兵家庭

送喜报，是拥军优属的具体体现，是提升军人荣誉感、幸福感的重要途

径，也是让军人成为全社会尊崇的职业的有力抓手。区人武部将继续

大张旗鼓地宣传立功受奖典型事迹，通过“看得见、摸得着、听得到”的

宣传方式，吸引更多有志青年报名参军，积极投身国防和军队建设。

永川好男儿立军功 军地联动送喜报

图为部队领导把表彰喜报送到蒋诗聪父亲手中。

永川日报全媒体讯（记者 刘 灿 文/图） 近日，重庆市城

市管理执法总队来永就城市管理秩序突出问题综合治理专项

行动开展专题调研。

调研组实地调研了中山路街道昌州社区C型商圈、胜利

路街道玉屏社区大巷子、南大街街道泸州街社区昌州市场和

九点利后街4个重点地区马路市场。调研组认为，永川区执

法队伍精神面貌良好，城市执法工作成效明显，城市管理秩序

突出问题综合治理专项行动开展扎实，取得了明显实效。希

望多总结经验成果，在全市执法队伍中进行推广。

重庆市城市管理执法总队来永调研

图为调研组开展实地调研。

永川日报全媒体讯（通讯员 袁小茜）日前，区房地产测量

公司党支部与永荣镇子庄村党总支在永荣镇子庄村小安溪河

道联合开展“情系小安溪”美化家园党员志愿者行动。

活动中，子庄村党总支书记杨显贵介绍了小安溪河及河

道治理相关情况。11名党员身穿志愿者服装、手拎垃圾袋，

沿着小安溪河道旁的小路弯腰捡拾路边和草丛中的纸巾、果

皮、塑料袋、玻璃瓶等各种生活垃圾，两个多小时清理了近3

公里河岸的垃圾。通过此次活动，志愿者们美化了小安溪的

环境，提高了环保意识。

区房地产测量公司：

开展“情系小安溪”美化家园行动

永川日报全媒体讯（通讯员 吴平侠）今年以来，陈食街道

积极为爱心企业与辖区贫困群众之间架起脱贫攻坚沟通桥

梁，帮助有爱心、有社会责任感的各类企业和爱心人士对接贫

困帮扶群体，把这些爱心企业和单位纳入“陈食街道脱贫攻坚

帮扶团”，让大家“抱团扶贫”。

近日，重庆高速中油富渝能源发展有限公司董事长和总

经理一行，从重庆主城来到陈食街道开展暖冬行动，践行企业

责任、助力精准扶贫。该公司为陈食辖区困难群众捐赠棉被

158床，每床棉被重达8斤，让贫困群众在寒冬切身感受到来

自高速路建设者的温暖和关爱。“能为陈食街道贫困群众送去

一点帮助，是我们企业义不容辞的责任，我们企业愿与社会各

方形成脱贫攻坚合力，为打赢脱贫攻坚战贡献自己力所能及

的力量。”该公司董事长在梅家桥村捐赠现场介绍说。

当日，这批捐赠棉被就及时分发到贫困户家中，让贫困群

众“被”感温暖。

陈食街道：

发动企业捐赠棉被暖人心

永川日报全媒体讯（通讯员 叶兴旺 文/图）

为全力做好圣诞节期间消防安保工作，进一步

提高辖区火灾防控水平，12月24日晚上，永川

区消防支队在全区范围统一开展错时消防安全

夜查活动。

该支队联合辖区派出所出动3个检查组，对

夜间营业的公共娱乐场所、商场、宾馆、饭店等

人员密集场所进行监督检查。检查期间，消防

监督执法人员重点就建筑消防设施、消防控制

室值班人员持证上岗情况，疏散通道、安全出口

状态等方面进行了检查。此次夜查共检查重点

单位15家，发现隐患33处，整改隐患22处，针

对存在的问题，要求场所负责人员立即采取措

施，进行整改，并做好防范措施，确保不发生火

灾事故。

永川区消防支队集中开展平安夜消防安全夜查行动

图为检查人员在宾馆检查消防设备。

永川日报全媒体讯（记者 凌泽英）近日，永川青少年活动

中心·星越篮球训练基地挂牌仪式在国贸篮球场举行。这标

志着青少年活动中心·星越篮球训练基地正式成立，将培养和

储备更多优秀篮球人才。

据青少年活动中心负责人介绍，星越篮球训练基地的成

立是该中心体育类培训项目的有力补充，青少年篮球训练对

于强健青少年体魄、提高体育技能，尤其成为青少年终身体育

运动的项目具有重要的意义。基地成立以后，将在现有青少

年篮球培训项目的基础上，规范师资，规划青少年篮球项目培

训，以新青少年宫搬迁为契机，着力培养和挖掘我区青少年篮

球队员，培养和储备更多的优秀篮球人才，促进我区青少年篮

球事业发展。

据悉，重庆星越体育俱乐部成立于2017年，专门从事体

育赛事的组织策划和篮球培训。至今，该俱乐部已连续举办5

届永川区业余篮球联赛，并多次承办永川区内行业（系统）篮

球赛、周边区县邀请赛等。

永川青少年活动中心·星越篮球训练基地

挂牌成立

他用十年磨一剑，带领团队攻坚

克难，终获全市科技进步一等奖；作为

学术技术带头人，他不断推动校企合

作，将科研成果转化为生产效益，推动

永川产业发展；他教书育人，培养的

70余名硕士研究生均成为了各地制

造业的精英人才。他，就是重庆文理

学院智能制造工程学院院长罗天洪。

十年车桥，终获科技进步一等奖
2018年5月，罗天洪教授担任重

庆文理学院机器人工程学院/机电工

程学院院长。2019年7月，他担任重

庆文理学院智能制造工程学院院长，

成为重庆市学术技术带头人。同年

11月，罗天洪入选首批重庆英才·创

新领军人才，巴渝学者计划特聘教授。

罗天洪教授主要从事智能制造过

程系统集成、机器人新型功能部件与

整机开发、机械装备关键部件及系统

设计等方面的研究，先后主持包括国

家自然科学基金面上项目、国家重点

研发计划课题在内的国家、省部级和

企业科研项目40余项，发表学术论文

80余篇，其中40余篇被SCI/EI收录，

授权发明专利43项，获得重庆市科技

进步一等奖(排名第一)在内的省部级

一等奖2项、二等奖1项、三等奖1项。

随着国家基础建设提升，对特种

车桥转型提出新需求。国产特种车桥

性能存在很多问题，主要归纳为以下

三点：一是缺乏完善的设计理论，二是

缺乏成套的技术手段，三是缺乏高效

的生产工艺。为解决这些问题，罗天

洪教授带领的团队从2009年起开始

与重庆大江信达车辆股份有限公司合

作开展特种车桥的研究工作，力争突

破关键技术，支持国产特种车桥向高

性能转变。

功夫不负有心人，罗天洪教授带

领的团队用十年的时间突破了三大关

键设计技术，发明并研制了两种新结

构，针对特种车桥制造周期长、生产成

本高等问题，提出了车桥制造新技术

与方法，建立了特种车桥壳体构件生

产线，生产节拍降低了80%以上，设

备占用率节省了33%以上。设计的

新型湿式多片制动器安全性优良，制

动平稳，设计的新型贯通式驱动桥重

量降低了22%，价格降低了50%。该

项目成果推广应用覆盖的企业广，14

家大型工程机械企业产值行业占比超

过70%，取得了较好的社会效益与间

接经济效益，累计约为10.30亿元。

2019年9月，罗天洪教授及其团

队凭借“高性能特种车桥关键技术研

究及产业化”项目获得了重庆市科技

进步一等奖。

校企合作，推动永川高质量发展
罗天洪教授团队积极开展校企合

作，与永川多家企业展开合作，努力实

现研究成果产业化，推动永川高质量

发展。

2019年5月，罗天洪带领团队与

永川的重庆固高科技长江研究院有限

公司联合申报了重庆市技术创新与应

用发展专项重点项目“长距视觉驱控

一体化智能移动弧焊机器人研发与应

用”，项目研发总投入500万元。该项

目采用激光视觉引导技术和基于驱

动、控制和视觉一体化闭环鲁棒控制

技术研发出可进行自主长距离移动、

高精度识别和自动跟随焊缝的移动式

智能移动焊接机器人，实现焊接智能

化，通过前端高精度传感技术应用和

驱控视一体化控制器系统集成技术有

效降低生产成本，提升产品性价比和

市场竞争力。

紧接着，罗天洪的团队又与永川

的重庆红江机械有限责任公司联合申

报了重庆市技术创新与应用发展专项

重点项目“船用柴油机燃料喷射系统

核心零部件柔性智能化制造技术研究

应用”，项目研发总投入559万元。该

项目建设以公司智能制造发展战略目

标为基点，重点围绕船用柴油机燃料

喷射系统核心零部件的生产，构建智

能化生产线。

前不久，城市道路绿篱修剪机器

人的面市受到多家企业及广大市民的

追捧。2018年8月，罗天洪就承担了

重庆市城市管理科技计划项目“城市

道路绿篱修剪机器人研发与应用”，并

于2019年12月完成了项目的结题。

该项目研发的绿篱修剪

机器人作为产学研一体

化的代表亮相2019中国

国际智能产业博览会，带

动了城市道路绿篱修剪

机器人市场的启动，开展

了商业化运行模式探索。

2018 年 12 月，罗天

洪教授团队承担了四川

浩康科技有限公司的横

向项目“半球部件机器人转运柔性末

端执行器研制”，于2019年12月完成

了项目的结题。该项目研制了一套适

用于一定尺寸范围的半球形部件的机

器人转运柔性末端执行器，实现对半

球形部件的吸取移动，从而完成搬运

工作，并且确保在搬运过程中部件不

会发生跌落。

诲人不倦，培养硕士研究生70余人
“砥砺人品，造民族之干城；探索

奥秘，塑师生之真情；泛舟学海，结同

窗之至纯；跋涉书山，展学子之本领。”

这是罗天洪教授团队工作室的训言。

罗天洪教授诲人不倦，桃李满天

下，从2007年开始培养硕士研究生，

至今已指导了70余名硕士研究生。

所培养的硕士研究生中，有9人正在

攻读博士研究生，其余学生均成为了

各地制造业的精英人才。

除了指导硕士研究生，罗天洪教

授还积极投入本科生的培养，先后教

授《机械工程专业导论》《液压与气动

技术》《机电传动控制》等课程，指导毕

业学生完成毕业设计达50余人。

罗天洪教授还先后主持“机械设

计制造及其自动化专业国家卓越工程

师计划”等国家和省部级质量工程项

目5项，建设经费2000万余元，指导

学生参加全国“挑战杯”等大学生科技

活动获国家级奖项2次、省部级6次，

发表教改论文10余篇。

入选重庆英才·创新领军人才不

是终点，而是新的开始。罗天洪告诉

记者，接下来，他将带领重庆文理学院

机械工程学科向特色型“双一流”迈

进。

用技术创新传承工匠精神
——记重庆英才·创新领军人才、重庆文理学院智能制造工程学院院长罗天洪

本报记者 涂 燕 通讯员 范 磊 文/图

图为罗天洪教授为学生授课。

永川日报全媒体讯（记者 杨 雪

通讯员 刘海军）近日，区公路服务中

心对科创学院、惠佳幼儿园、三教八

一村小等59所学校周边安全设施进

行增补，进一步保障师生出行安全。

前不久，区公路服务中心组织

精干力量，对 G348、G246、S105、

S417等道路校园周边隐患问题进行

大排查大整治,在59所学校周边增

设单悬臂“前方学校”提示标志102

块、单柱式“前方学校”提示标志10

块、人行道标志55块、禁停标志193

块、校车停靠点标志70块、振荡标线

206平方米、普通热熔标线平方米。

截至目前，所有工程已全部完成。

区公路服务中心：完善校园周边设施 保障出行安全

永川区规划和自然资源局城乡规划修改公告

建设
工程
设计
方案
修改

项目名称

重庆市永
川区政鑫
国有资产
经营有限
责任公司
增设电梯

项目位置

西外老街
178- 180
号 资 产
（原永川
区民政局
办公房）

申请修改单位

重庆市永川区
政鑫国有资产
经营有限责任

公司

修改事宜
重庆市永川区政鑫国
有资产经营有限责任
公司申请在其西外老
街 178- 180 号资产
（原永川区民政局办
公房1-3楼）增设电

梯一部

公示地点
永川区规
划和自然
资源局公
示 栏 、项
目 现 场 、
永川区政
府门户网

公示时间

2019 年 12
月25日至
2019 年 12
月31日

联系方式

49899162
龚先生

永川区规划和自然资源局地址：永川区人民北路6号

详情请登录重庆市永川区政府门户网工程建设信息公开专栏（http://www.cqyc.gov.cn/ztzl/gcjs/）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