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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 张莎）8月1
日，“身边好人”微访谈在九龙坡举
行，飞机驾驶舱前挡玻璃破碎依然
安全返航的飞行员刘传健、为村民
被骗 800 元而跨省追捕“忽悠天
团”的走马派出所民警何超等登上

“九龙好人”榜。
妻子双目失明，丈夫成了她的

眼睛，带着她买菜、逛街……89岁
的朱德安就像带着一个孩子一样，
悉心地呵护着自己的妻子。“老伴
老伴，老了，咱们就是伴，在一起才
是幸福。”当这句话从89岁的朱德
安嘴里说出来时，依然能够感受到
夫妻间那份甜蜜与温馨。

朱德安夫妻住在白市驿镇
高田坎村，老两口相濡以沫了
56年，在 2010年，妻子何登明外
出买菜时，却因一场意外导致双

目失明，从此生活只能依靠丈
夫。

“才开始那会儿，彼此都不习
惯，穿衣、吃饭……几乎生活的一
切，都被打乱了。”朱德安的儿子回
忆，幸好父亲的乐观与积极感染了
双目失明的母亲，让她重拾生活信
心。

“我就像个小娃儿一样，啥子
都干不了，全靠我老头，这么多年
了，他从来没抱怨过。”何登明幸福
地说。

据了解，今年以来，九龙坡区
组织开展“最美九龙工匠”“最美创
新创业者”“最美村（社区）工作者”
等最美系列评选及“我推荐、我评
议身边好人”活动，发现凡人善举，
培育道德明星，树立了一大批道德
标杆。

“身边好人”微访谈走进九龙坡

老人照顾盲妻8年
成她另一双眼

本报讯 （记者 周尤）8 月
1 日起，中国铁路成都局集团有
限公司持续扩大运能投入，在成
渝高铁、渝贵铁路、渝万客专等
热门线路加开动车组 300 余趟
次，满足周末等客流高峰时段的
旅客运输需求。8 月 1 日至 8 月
16日期间，铁路部门将在重庆西
至贵阳北间往返加开160趟动车
组。

据了解，今年“7·1运行图”调
整后，铁路部门进一步深化铁路运
输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深入实施“客
运提质计划”，落实客运组织“分时
运输”的经营理念，通过增加周末时
段、节假日及阶段性高峰时段的车
流组织，扩大客流饱满阶段的客运
能力。

根据对上月周末、高峰时段的
客流和运能分析，铁路部门精准
测算出了热门地区旅客出行的需
求变化，为此重点加强了相应线
路的能力组织。其中，在8月份的

每个周末时段（周五至周日）每天
加 开 成 都 东 至 重 庆 北 G8521、
G8523 次 ，重 庆 北 至 成 都 东
G8526、G8524 次等 4 趟成渝高
铁。同时，每天还将分别加开重
庆北至万州北C6440 次、万州北
至重庆北C6439 次，成都东至广
安南D5166 次、广安南至成都东
D5165 次，贵阳北至盘州 G5389
次、盘州至贵阳北G5390 次等动
车组，方便旅客周末出行。此外，
8月1日至8月16日期间，铁路部
门还将在重庆西至贵阳北间往返
加开160趟动车组，在8月2日、3
日、5日往返加开 12趟成都东至
乐山方向的动车组。

据了解，随着高铁客流的日益
增加，铁路部门将继续挖掘和开发
诸如夜间动车、定制列车等符合旅
客出行习惯、出行需求的客运产
品。同时，铁路部门还将进一步推
动客运产品升级，为旅客提供更加
优质的服务。

8月1日至16日

重庆西至贵阳北
往返加开160趟动车

本报讯 （记者 周尤）“吃
冰镇西瓜啰，特别解渴！”8月1
日下午3点半，沙坪坝小龙坎商
圈“清凉驿站”爱心行动免费取
水点，突然传来吆喝声，一群身
着蓝色背心的志愿者忙得不亦
乐乎，把一个个大西瓜现场切
开，然后一瓣一瓣放进冰柜。

重庆日报记者上前打探，原
来他们是中建二局西南分公司

的志愿者们。他们不仅带来了一大包西瓜，还有30瓶矿
泉水、20瓶牛奶和防暑解暑药品。

“重庆日报尹明工作室联合餐饮巨头陶然居发起‘清凉
驿站’爱心大行动，体现了很强的社会担当，我们觉得十分
有意义，当即决定组织公司志愿者前来送清凉物资，也是为

‘清凉驿站’加油！”带队的中建二局西南分公司团委书记陈
柯宇说，公司目前已准备了1万余元的清凉物资。

重庆日报记者在现场看到，志愿者们弯着腰，把一
块块西瓜整齐码放进冰柜第二层。“西瓜容易坏，不宜放
太多，但是很解渴，搁到第二层方便大家拿。”志愿者曾
令芬是一名党员，刚刚摆好西瓜，她又和其他志愿者一
起去抬矿泉水，等到全部忙完，汗水早已把衣服打湿。

除了沙坪坝商圈，8月1日下午，中建二局西南分公
司志愿者还来到杨家坪商圈，为这里的“清凉驿站”送去
清凉物资，并现场为环卫工人发放冰镇西瓜。今日，志
愿者还会把另外3个商圈的冰柜填满，为炎炎夏日送去
一丝清凉。

“近年来，公司积极投身公益，每年夏天都会收购困难
农户的西瓜、李子等水果，送给工地一线工人吃。也是因为
一直热心公益，所以这次义无反顾地加入了尹明工作室发
起的‘清凉驿站’爱心活动。”陈柯宇告诉记者，高温下，环卫
工、交警同志、外卖小哥等依然坚守在岗位一线，为他们提
供解暑物品，是普通市民参与城市建设的一种方式，也是向
坚守城市一线岗位的工作者表达敬意。在为期1个月的爱
心活动中，公司志愿者将不定时为冰柜进行补给。

《“清凉驿站”现身夏日街头》后续>>>

“清凉驿站”来了一群志愿者
他们给冰柜装水装奶装防暑药，还现场切西瓜

8月1日，在杨家坪商圈的“清凉驿站”，中建二局西南分公司的志愿者为环卫工发西瓜。
记者 周尤 摄

本报讯 （记者 黄乔）8月1日，江
津法院宣判全市首例检察机关提起的破
坏生态环境和资源保护领域刑事附带民
事公益诉讼案件。因犯非法捕捞水产品
罪，被告人邓某除被判处有期徒刑外，还
需承担鱼类增殖放流的生态修复责任。

据了解，国家和重庆均规定2018年
3月1日至6月30日为禁渔期。2018年
3月15日，被告人邓某在属于禁渔区的
永川区凤凰湖工业园永川河栏杆滩段用
电击的方式捕鱼，捕获渔获物24.15千
克，被永川区公安局民警与永川区农业
综合监察执法大队执法人员当场查获。

经中国水产科学研究院长江水产研
究所评估，邓某电捕鱼对永川河的成鱼
造成的总损失量约为96.60千克，导致幼
鱼直接损失量约为3.08万尾，对浮游生
物、无脊椎动物、软体动物等损失量难以
估算。因此建议在电捕鱼水域增殖放流
成鱼96.60千克、幼鱼3.08万尾。

为保护生态环境，维护社会公共利
益，江津区检察院在对邓某的违法犯罪
行为提起公诉的同时，依法提起附带民
事公益诉讼。案件审理过程中，邓某对
自己的犯罪事实和犯罪行为供认不讳，
同时愿意承担附带民事责任，并主动预

缴10000元用于增殖放流购买鱼苗。江
津区人民法院开庭审理后当庭宣判，认
定邓某犯非法捕捞水产品罪，判处有期
徒刑十个月，并全部支持了江津区人民
检察院的刑事附带民事公益诉讼请求，
责令邓某增殖放流成鱼96.60千克、幼鱼
3.08万尾。

“长期以来，环境资源犯罪中的生态
修复需求，多是通过被告人自愿修复的
方式进行回应，缺乏科学规划。在被告
人不愿承担修复责任时，一直缺乏有力
措施对因犯罪行为造成的生态损害进行
修复。”江津法院相关负责人介绍，本案

是《最高人民法院 最高人民检察院关
于检察公益诉讼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
的解释》于今年3月2日施行后，重庆宣
判的第一件破坏生态环境和资源保护领
域刑事附带民事公益诉讼案件。案件审
理过程中通过专业机构鉴定的方式，使
得环境资源犯罪中的生态修复措施更具
科学性。该案的宣判，标志着生态修复
请求得到了司法的刚性保护，也彰显了
司法机关为把重庆建设成为长江上游重
要生态屏障和山清水秀美丽之地提供更
加坚强司法后盾与更加有力司法保障的
坚定决心。

全市首例检察机关提起的破坏生态环境和资源保护领域刑事附带民事公益诉讼案件宣判

禁渔期非法捕鱼 男子获刑十个月

“才聚渝北”之二

“宽松的创新创业环境，
加上没有了后顾之忧的生活
环境，使引进来的和本土人才
留得住，并激发出其干事的激
情。”渝北区委人才办负责人
说。

“我就是为渝北的干事好
环境留下来的。”刘念说，“渝
北虽然没有深圳等地的机会
多，但在这里能够放开手脚
干，没有住房、家属就业、子女
入学等后顾之忧。”

目前，留在渝北干事业的
刘念已是渝北引进的一位临
空海外英才。这位美国坦普
尔大学毕业的有机化学博士，
美国化学学会、纽约科学学会
会员，曾获得世界专利4项，
其中有2项获得美国专利授
权、1项获得欧洲专利授权、5
项获中国专利授权，在《有机
化学通讯》等知名杂志上发表
论文8篇。

刘念1997年考取了美国
坦普尔大学的全额奖学金去
留学。在美国，他从事的工作
是开发一种新型的糖尿病
药。这款药在短短的3年之
内，就突破了年销售额10亿
美元。

被引进渝北后，刘念在重

庆春瑞医药化工有限公司总
工程师的岗位上，把国外最新
制药理念带来，开启了丙型肝
炎系列仿制药的工艺开发及
生产。

有一种维帕他维的丙肝
药，其合成路线是非常长的，
要达到20步才能合成，而且
所需要的原材料国内没有。
激发出干事激情的刘念，仅用
了5个月的时间，就把制造这
一药物的所有问题解决，生产
出合格的产品。

在渝北，目前有数以百计
像刘念这样的人才，在没有了
后顾之忧后，都在宽松的创新
创业环境中，尽情地发挥着自
己的才干，为渝北的经济和社
会发展做出贡献。

环境，留住了人才，更激
发出人才干事创业的激情。

渝北 环境留才才更稳

“引进人

才 只 是 第 一

步，把人才留

下来，让他们

在渝北安心创

新创业，这是

‘才聚渝北’要

做的‘稳定’工

作。”渝北区委

人才办负责人

说，“因此，对

引进的人才和

本土人才，我

们坚持用环境

留人。”

那么，渝

北是如何用环

境留人的呢？

“人才价值的体现，在于有
事干、能干事、干好事。”渝北区
委人才办负责人说，在环境留人
中，渝北区优先打造人才创造干
事创业的大环境，让人才能够在
渝北大展手脚，体现自己的价
值。

在打造干事创业大环境中，
渝北区认真落实党委联系服务专
家工作制度，推进院士专家工作
站、博士后工作站等创新创业平
台建设，优化人才创新创业生
态。并依托仙桃大数据与物联网
学院和区高层次人才服务中心，
建设人才培训培养、服务展示两
个平台。在这些平台里，人才创
业申办企业申报项目得到“一对
一”的服务。

干事大环境的打造，让人才
有了施展拳脚的大平台。如重庆
创通联达智能技术有限公司，在
干事的大环境中，公司所集聚核
心技术研发团队的人才不仅稳定
地留在了渝北，还凭借专业的智能

硬件平台，帮助多家无人机、VR
（虚拟现实）/AR（增强现实）厂商
实现创新模型产品化并量产。

在渝北，引进的和本土人才
通过这样的干事平台，把自己的
科技才能有效地发挥出来，干成
自己想干的事。

目前，渝北已经搭建起市级
以上研发中心183家，数量居全
市之最。这些研发中心不仅集聚

起大批的人才，还是渝北引进人
才和本土人才干事的大平台，并
成为人才干事创业的大环境。

除为人才提供干事的平台
外，渝北还从科研投入、职称评
定、成果申报和奖励等方面，为人
才创造好的环境。

如在人才申请科技创新券
中，区里建立起科技创新券网上
服务平台，使在市级平台注册的

科技型企业和服务机构不用再次
注册，就可完成渝北区创新券的
领券和接券等功能。通过这一服
务，使渝北的人才科技创新券的
总申领额度将达5000万元。

“这样好的干事大环境，让
我们能够放开手脚在舞台上施
展才干，能够安安心心地留在渝
北创新创业。”重庆春瑞医药化
工有限公司总工程师刘念说。

“要想人才把全身心都放到
干事创业上，就必须让他们没有
后顾之忧。”渝北区委人才办负
责人说，区里从做好各方面的服
务上，为人才解除后顾之忧。

在为人才提供服务上，渝北
通过充实人才服务专员力量，为
各类人才提供一站式、精准化、零
距离服务，积极营造更具吸引力
的人才服务环境。并通过优化

“智慧人才”平台，改版升级“两江
人才网”，开发完善人才信息管理

体系，实现“线上线下”同步服务
人才。

与此同时，渝北通过制订
相应政策，确保持有“人才服务
卡”的各类人才，凭卡可直接办
理奖励资助、住房安居、子女入
学、配偶就业、医疗保险、落户、
居留和出入境等服务事项，各
职能部门不再重复审核人才资
格，减少审批环节，精简服务流
程，缩短办理周期，确保人才

“一卡通关”。

“留得住配偶和孩子，才留
得住人才和项目。”渝北区委人
才办负责人说，在优化服务中，
渝北努力做好引进人才的配偶
就业、子女入学、医疗保障等服
务。

在渝北，通过“临空海外英才
千人计划”引进的人才，其非本区
户籍的海外人才子女，可享受本
区户籍学生同等待遇。而且，海
外人才子女义务教育阶段可由渝
北区教委按本人意愿安排、推荐

就读区属学校。
海外人才配偶愿意在本区就

业的，可根据其原就业情况及个
人条件，按照双向选择的原则，由
渝北区人力社保局、意向就业单
位（行业）主管部门及用人单位积
极做好联系协调工作。

在医疗保障上，海外人才在
渝北区工作或服务期间，每年为
其提供一次免费健康体检服务；
在定点医院就诊，享受绿色通道
服务。

为人才创造干事创业的大环境A

优化服务让人才没有后顾之忧B

好环境既留住人才
又激发出人才的干事激情C

王彩艳 赵东旭
图片由渝北区委组织部提供

服务专员为人才讲解政策渝北充实10名人才服务专员竭诚为全区人才提供优质服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