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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 杨骏）4月
26日，重庆日报记者从市国土房
管局官方网站了解到，市国土房
管局、市财政局、市城乡建委、中
国人民银行重庆营业管理部四部
门就我市住房公积金贷款的使用
情况将进行联合执法。存在限
制、阻挠、拒绝购房人使用住房公
积金贷款的房地产开发企业和房
屋销售中介机构，可能被暂缓其
楼盘预售许可，暂停网上签约。

日前，市国土房管局官方网
站发布了《重庆市国土资源和房
屋管理局重庆市财政局重庆市城
乡建设委员会中国人民银行重庆
营业管理部关于维护住房公积金
缴存职工购房贷款权益有关事项
的实施意见》。《意见》表示，为维
护住房公积金缴存职工合法权
益，有效发挥住房公积金制度作
用，规范房地产市场秩序，净化房
地产市场环境，按照住房城乡建设
部等四部委联合印发《关于维护
住房公积金缴存职工购房贷款权
益的通知》（建金〔2017〕246 号）
要求，市国土房管局结合本市实
际，提出了九点意见。

一、压缩贷款审批时限。市
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和受托银行
要规范公积金贷款业务流程，减
少审批环节，压缩审批时限。准
予贷款且资料齐全的应在10个
工作日内完成审批；在审批后，完
成抵押登记5个工作日内发放公
积金贷款。对不准予贷款的，应
当说明理由；资料不齐全的，应一
次性告知需补充完善的资料。

二、严格委贷业务考核。受
托银行要支持公积金组合贷款，
在安排商业贷款额度时，应积极
满足住房公积金组合贷款的需
求，并及时发放住房公积金组合
贷款。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要加
强对受托银行的考核，完善考核
办法。对组合贷款额度分配不恰
当，影响组合贷款发放的，以及限
制、阻挠、拒绝购房职工使用住房
公积金贷款或延时发放住房公积
金贷款的，扣减贷款手续费；情节
严重的，暂停或取消住房公积金
委托业务（含归集业务和贷款业
务）办理资格。

三、加强销售行为管理。国
土房管部门、城乡建设部门要加
强房地产市场监管，房地产开发
企业应及时向住房公积金管理中
心申请住房公积金贷款备案。在
销售商品住房时，房地产开发企
业和房屋销售中介机构，须一次
性公开房源，不得以未向住房公
积金管理中心申请备案为由拒绝
购房人使用住房公积金贷款购
房，不得以任何形式增加限制条
件或附加条件阻挠或拒绝购房人

使用住房公积金贷款购房，不得
在选房上、房屋销售价格上差别
对待使用住房公积金贷款的购房
人。房地产开发企业和房屋销售
中介机构须将上述内容以书面承
诺形式在楼盘销售现场予以公
示。

四、提高抵押登记效率。各
级不动产登记机构应当严格按照
有关规定，及时受理住房公积金
贷款抵押登记申请，提高公积金
贷款抵押登记效率，确保在受理
之日起7个工作日内完成抵押登
记手续。

五、公开业务办理流程。各
级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要通过电
视、报刊、广播、网络等新闻媒体，
公开住房公积金贷款业务流程、
审批要件、办理地点、办理部门和
办结时限，并在业务办理网点显
著位置设立宣传牌、公告栏予以
明示。

六、建立部门信息共享。市
国土房管部门、市城乡建设部门、
人民银行重庆营管部按照国务院

“互联网+政务服务”要求，建立
住房公积金贷款业务办理信息共
享机制，提高住房公积金贷款业
务办理效率和服务水平。

七、加大联合惩戒力度。各
级国土房管部门、城乡建设部门、
人民银行重庆营管部、住房公积
金管理中心要建立联动查处机
制。对经查实存在限制、阻挠、拒
绝购房人使用住房公积金贷款购
房的房地产开发企业和房屋销售
中介机构，由住房公积金管理中
心责令其限期整改；对违规情节
严重、拒不整改、整改不落实、反
复违规的开发企业、房屋销售中
介机构，要公开曝光，由住房公积
金管理中心书面建议国土房管部
门暂缓该楼盘预售许可，暂停网
上签约，书面建议城乡建设部门
暂停预售监管资金拨付；对违规
情节特别严重的，由住房公积金
管理中心书面建议人民银行重庆
营管部，记入企业征信系统。

八、畅通投诉举报渠道。对
房地产开发企业和房屋销售中介
机构阻挠或拒绝购房人使用住房
公积金贷款的，可通过12329住
房公积金管理中心热线、12345市
民热线投诉反映。根据投诉举报
线索，各级国土房管部门、城乡建
设部门、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要
快速响应，及时查处。

九、集中开展专项检查。由
市住房公积金中心，会同市国土
房屋执法总队、各区县国土房管
部门、各不动产登记中心开展公
积金贷款购房专项检查，严厉打
击房地产企业和房屋销售中介机
构违规行为。

四部门联合执法

重庆拒绝公积金贷款的楼盘
可能暂缓预售

4月26日，巫溪县塘坊镇梓树村七
组贫困户王广华将老父亲近期到县医院
住院的票据整整齐齐地整理好，等着李书
记上门走访时交给他代为报销。

王广华等待的李书记，就是塘坊镇党
委副书记李国平，李国平负责联系梓树村
的扶贫工作，王广华是他结对帮扶的6户
贫困户之一。像这样代为报销住院费的
事儿，李国平已帮王家办了好几次。

但李国平一直没来。王广华并不知
道，李国平现在正躺在巫溪县人民医院
ICU病房内——4月22日，李国平在梓树
村走访贫困户时，因下雨路面湿滑摔下
4米多高的堡坎，至今昏迷未醒。

他在下村扶贫的路上摔成重伤

李国平的办公桌上，还摆放着他的工
作笔记，记录着每一天的待办事项。4月
21日的工作笔记中写着：“大走访、大排
查要细致，要落实摸排好各个农户的情
况！”

笔记到这一天戛然而止。
第二天一大早，他开着自己的私车，

搭载着梓树村驻村工作队队员肖宗海前
往梓树村走访贫困户。出发前，肖宗海
说：“这次就开我的越野车吧，你这车开山
路已擦挂得不成样子了！”李国平不同意：

“反正不成样子了，还是开我的。”
上午10点，两人开车经过梓树村三

组李本政家。“上次给他家带了点前胡种
子，我去看看种子发芽没？”李国平将车停
在路边，便往道路右侧堡坎上的李本政家
走去。

肖宗海听李国平说过，李本政家的看
门狗很恶，他便跟在李国平身后，从入户
路外侧小心翼翼地通过。

李家大门敞开，却没人在家。两人便
准备离开。返程时，为避开拴在院子入口
处的恶狗，两人仍然从道路外侧通过。谁
料前一晚刚刚下了雨，外侧的道路上堆积
着淤泥，踩到淤泥的李国平脚下一滑，便
从4米多高的堡坎上滑了下去……

肖宗海追下去时，李国平已躺在了道
路的边沟里，胸口剧烈起伏，大口大口地喘
着粗气。肖宗海赶紧给村干部和120打
了电话，将李国平送往巫溪县人民医院，
医生诊断为肩胛、腰椎多处骨折。当天下
午，李国平出现颅内出血症状，接受了开
颅手术，之后被送往ICU病房观察。

扶贫工作期间他遍访农户

4月26日上午10点，当重庆日报记
者来到李本政家时，看门的花狗“汪汪”叫
着冲过来，李本政赶紧拿根棍子赶狗。

“我们不是兄弟，但他每次上门总是
叫我哥哥。”说话间，李本政的眼泪便流了
下来。李本政以前种植了十亩烤烟，但技
术不过关。自从李国平联系梓树村以来，
连续几年都请来镇上的烤烟技术员上门
为他指导烤烟技术，靠着种烟的收入，李
家的日子一直过得不错。

今年，由于烤烟种植计划调整，老两
口想转产干点别的，却没有门路，于是跟
李国平提了提，谁知他便上了心。4月6日，
李国平带来了两斤前胡种子，兴冲冲送过

来，并叮嘱了许多注意事项。“这次他就是
来看种子发芽情况的。”李本政抹了一把
泪，“没想到就出了事！”

说话间，坎下的公路上传来农用三轮
车的喇叭声，李本政探出头一看，一对老
夫妻正站在堡坎下，着急地向上张望。

原来，这是九组的余祥顶、孔祥珍夫
妻俩，老两口已60多岁了，轻易不出门。

“我们开了2个半小时才到你家，就是想
问问李书记咋出的事？”余祥顶拉着李本
政的手，“李书记帮我们九社跑公路硬化
的事，跑了好多趟。眼下公路硬化了，大
家都等着他来呢。”

等着李国平的还不止九组的村民，梓
树村七组贫困户王广华也在等着他。王
广华是村里典型的贫困户，父亲患有脑血
栓，母亲得了癌症，儿子今年刚20岁，一
家人穷得叮当响，直到前年还住在已四处
开裂的土坯房里。李国平结对帮扶王广
华后，通过“借羊还羊”为他家发展起山羊
产业，还通过申请易地扶贫搬迁补助、差
异化补助等方式，帮助他建起了新房。

每次来到王广华家，李国平都会悄悄

塞给他几百块钱，让他给父母治病。而临
走时，也总会留下一句“兄弟，你好好做
（产业），有事只管找我！”

“你好好做（产业），有事只管找我！”
这也是李国平的口头禅。梓树村村支书
唐万财告诉重庆日报记者，李国平联系梓
树村以来，村里的9个村民小组、758户村
民，他挨个走访，很多村民都认识他，手机
里都存有他的电话，他的办公地点——镇
政府3楼右手边第一间办公室也成了村
民们熟悉的地方。

4月25日，九组村民余权到镇上办
事，习惯性地去3楼敲他办公室门，大门
紧闭着！余权这才想起李书记出了事儿，
红着眼睛离开了。

他对儿子说：我们对贫困户
要尽职尽责！

李国平摔成重伤让妻子董泽敏和儿
子李滔也非常着急。母子俩每天守在重
症监护室门口，眼巴巴地等待着。

尽管已习惯了丈夫早出晚归，但4月
21日晚上9点，当李国平带着一身疲惫
回家瘫倒在沙发上时，董泽敏还是忍不住
心疼，问了句：“周末还要加班啊？”李国平
对她笑了笑：“不能算加班！大走访大排
查要细致，对贫困户要尽职尽责。”

第二天早上7点，李国平匆匆出了
门，夫妻俩连话也没能说上一句。其实，
李国平家住文峰镇场镇，距离塘坊镇政府
只有十多分钟车程，但他总是这样早早出
门上班，生怕浪费了一分一秒。

“对贫困户要尽职尽责！”李国平总是
这样告诉儿子李滔。李滔是巫山县龙溪
镇铁厂村驻村工作队成员，干的也是扶贫
工作。父子俩一见面就讨论扶贫，有时还
要就工作方式等问题在电话中争论半天。

“我只希望他能早日清醒，早点恢复
健康，继续跟我聊扶贫！”李滔哭着说。

此事发生后，巫溪县委、县政府高度
重视，要求医院全力救治，三峡中心医院
专家也赶到巫溪，对李国平开展会诊救
治。目前，李国平病情趋于平稳，但仍未
脱离生命危险，截至4月26日晚8点记者
发稿为止，李国平仍昏迷未醒。

李国平是巫溪县塘坊镇党委副书记，负责联系梓树村的扶贫工作。4月22日，
他在走访贫困户的路上摔成重伤，至今昏迷不醒。李国平扶贫工作期间，遍访梓树村
农户，他常常在村民面前的口头禅是——

“你好好做，有事只管找我”
本报记者 龙丹梅

在长安汽车股份公司，有7个工人，
享受的福利待遇和公司副总一样，张传华
就是其中之一。这个只有高中学历、木工
出生的技术工人，凭借自己努力多次获得
汽车修理技能相关奖项，并享受国务院政
府特殊津贴，成为公司一级技能专家。

张传华用实际行动上演了一部逆袭
大片，主角就是他自己。

专家：“望闻问切”找故障

“有问题，找张传华”，这是与张传华
一起工作多年的同事常说的话。1994年
6月，张传华进入长安汽车股份公司汽车
制造厂总装车间，师从全国劳模、全国技
术能手、长安汽车技能大师王邦本学习汽
车调试工作。

“那时修车挺脏的，又没什么钱挣。
因为没有升降台，还得钻到车底下去。我
一个大个子在狭小的空间里常常一待就
是半天。”即使工作辛苦，张传华仍有自己
的坚持——只要比别人付出得多，收获的
自然就更多。随着汽车行业的高速发展，
为了面对调试工作的新挑战，张传华阅读
了大量汽车维修类书籍，内容涵盖钣金、
发动机、电路等各个方面，记录的读书心
得和工作笔记达10余万字。凭借这份执
着，他逐渐成长为一个能够解决汽车各种
疑难杂症的专家。

经过20多年的历练，如今的张传华

更是将“内功”练得炉火纯青：看一眼机
器，就能发现有没有少零部件；闻一下汽
车尾气，就能基本清楚车辆运转是否正
常；听一下发动机的响声，就能判断出车
子有什么问题……

能手：发明小工具为企业每
天节约50万元

近年来，国家大力提倡科技创新，张
传华也转型到了生产研发。他紧紧围绕

质量提升开展工作，抓住困扰生产过程的
重大难题进行攻关。他的研发成果，大到
为公司每年节约创造1000余万元，小到
生产线上普通工人用的日常工具。

张传华以前所在的车间是生产商务
车的，生产线是“前置后驱（发动机在前，
驱动器在后）”。后来车间开始生产轿车，
但轿车“前置前驱”的生产线要求与现有
车间并不匹配。每天都需要停线20分
钟，进行生产线的调试后才能开工。

“那个时候日子不好过。工人加班加
点做，有时候都完不成生产任务。而且

‘停一分钟就是2500元’，停线每天带来
的损失多达5万元。”在大家一筹莫展时，
张传华站了出来。他翻阅书籍、现场勘
测、反复实验，经过一个半月的奋斗，成功
研制出一个小工具。通过这个工具，生产
线不用停线调试，也能让两种车型实现装
配率100%。这个条状的钢制小工具成
本才50元，却解决了企业大难题。

老师：桃李满天的传道者

张传华具备的“十八般武艺”和自己
长期在生产一线的经历密不可分。如何
将自己在职业生涯中收获的知识和经验
传授给更多青年员工，是张传华一直思考
的问题。

2016年，公司成立张传华市级技能
专家工作室。自工作室成立起，他就开始
埋头编写维修案例及课件。截至目前，他
已编写出50余套。

不仅如此，张传华还多次参与市场走
访和培训工作，先后有数百余名4S店维修
人员参加了他的讲座并从中受益。工作室
团队还走进高校，与重庆电子工程学院开
展校企合作，共计培训30人次，50余学时。

近年来，张传华与公司30余名年轻
员工签订了“名师带高徒”的配对协议。
在他的悉心培养下，有4人获得“全国技
术能手”称号，3人获得“全国青年岗位能
手”称号，2人获得“中央企业技术能手”称
号，6人获得“兵装集团技术能手”称号。

张传华是长安汽车一级技能专家，他积极传授技术，带出了一支国家级技能团队

他研制小工具解决大难题
本报记者 周尤

李国平（左二）走访贫困户。 （塘坊镇政府供图）

德润巴渝德润巴渝··新时代重庆人新时代重庆人

本报讯 （记者 李星婷）4
月26日，重庆日报记者从重庆城
市管理职业学院获悉，在由团中
央、全国学联共同举办的2017年
度高职学生“践行工匠精神先进
个人”寻访活动中，该校学生陈科
霖荣获特别奖。全国仅有10名
大学生获特别奖，重庆仅此1名。

全国2017年度高职学生“践
行工匠精神先进个人”寻访活动
于去年11月启动，旨在寻访品学
兼优、立志做大国工匠的当代高
职学生典型。我市的寻访活动覆
盖了市内40所高职院校，共有
20余万学生参与。

陈科霖就读于重庆城市管理
职业学院计算机网络技术专业。
2016年6月，陈科霖联合有创业
意愿的同学一起成立了重庆芏科
科技有限公司，从事环保、生物降

解等方面的研发项目。
重庆日报记者了解到，近年

来，陈科霖团队采用无缝折叠的
关键技术，生产出可折叠回收的
垃圾箱、环保碗筷等；他们研发的
Dukeer 数据线，正反两面可分
别为苹果手机和安卓手机充电；
他们采用新型盆栽技术的“一方
蘑菇”项目，带动了沙坪坝区凤
凰镇杨家庙村的蘑菇种植基地增
收……团队也经常在各类创新创
业大赛、科技竞赛中斩获大奖。

据悉，除陈科霖外，重庆电子
工程职业学院李潇界、重庆工商
职业学院杨文亮、重庆化工职业
学院盛余、重庆商务职业学院张
丙霖、重庆公共运输职业学院方
贵海等5名同学，获得2017年度
高职学生“践行工匠精神先进个
人”优秀奖。

重庆大学生获全国
“践行工匠精神先进个人”特别奖

最 美 基 层 干 部

张传华在工作中。 （市总工会供图）

基 层 劳 动 者 代 表

机构名称：恒大人寿保险有限公司重庆分公司

机构负责人：李军

机构编码：000103500000

原机构住所：重庆市北部新区星光大道92号土星B1栋25、26、27层

现机构住所：重庆市两江新区高新园星光大道92号25、26、27层

成立时期：2008年07月04日

邮政编码：401121 联系电话：023-88279719

业务范围：人寿保险、健康保险、意外伤害保险等保险业务

发证日期：2018年4月12日

发证机关：中国保监会重庆监管局

保险业务机构地址变更公告
机构名称：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重庆分公司
机构负责人：曹阳
机构编码：000017500000
原机构住所：重庆市江北区江北城西大街25号平安财富中心电梯楼层20-21层、16层03、04号
现机构住所：重庆市江北区江北城西大街25号平安财富中心电梯楼层20-21层、16层03、04号、13-1
成立时期：2002年05月16日
邮政编码：400023 联系电话：023-60370000
业务范围：企业财产损失保险、家庭财产损失保险、短期健康保险、意外伤害保险、建筑工程保险、
安装工程保险、货物运输保险、机动车辆保险、船舶保险、能源保险、法定责任保险、一般责任保
险、保证保险、信用保险、种植保险、养殖保险、代理国内外保险机构检验、理赔、追偿及其委托的
其他有关事宜，经中国保监会批准的其他业务。
发证日期：2018年02月28日
发证机关：中国保监会重庆监管局

保险业务机构地址变更公告

本报讯 （记者 周尤）4月
26日，我市举行庆祝“五一”国际
劳动节大会暨职工文艺汇演。我
市2个先进单位被授予全国五一
劳动奖状、13名职工获得全国五
一劳动奖章，19个集体获得“全
国工人先锋号”称号。

重庆顺安爆破器材有限公
司、重庆猪八戒网络有限公司2个
先进单位被授予全国五一劳动奖
状；饶波、刘勇、曹光富等13名先
进职工获全国五一劳动奖章；重
庆航墙铝业股份有限公司设计
部、云阳县环境卫生管理所清扫
清运大队、西南油气田分公司输
气管理处梁平输气作业区等19
个先进集体获“全国工人先锋号”
称号。

会上，市总工会还表彰了一

批重庆五一劳动奖状、重庆五一
劳动奖章和“重庆市工人先锋号”
获得者。市总工会相关负责人介
绍，今年推荐评选工作具有三个
突出特点，即坚持面向基层一线，
加大产业工人的推荐力度；具有
较强时代性和先进性；具有广泛
的代表性。为确保评选工作公平
公正公开，市总工会坚持评选标
准，严格推荐程序，严明工作纪
律，严把名额比例关、评选标准关
和评选质量关，自下而上，优中选
优，层层选拔产生推荐对象。

市总工会邀请劳模、先进工
作者以及基层职工代表共700人
到场观看职工文艺汇演，汇演通
过舞蹈、小品、快板、情景剧等节
目，展示了广大劳动者拼搏进取、
甘于奉献、开拓创新的时代风采。

重庆13名职工
获得全国五一劳动奖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