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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汤艳娟 通讯员 谭华祥

7月5日，石柱土家族自治县中益
乡突降暴雨，累计雨量达到 96.7 毫
米。受暴雨影响，中益河河水一小时
内暴涨3米，洪水流量约每秒1848立
方米。

这是石柱有监测记录以来，中益
乡降雨强度最大、暴雨间隔时间最短
的一次降雨过程。

此次暴雨天气造成该乡近200人
受灾，200余亩农作物受损，正在建设
的中益河柿子坝人行桥脚手架被洪水
冲垮，乡主干道、农村公路数十处出现
垮塌。

洪水无情人有情。面对来势凶猛
的洪水以及引发的紧急灾情，中益乡
广大干部群众科学应对、积极抢险，全
力确保全乡7个村未出现人员伤亡。

“先保证人员安全，财物
不能抢就不要了……”

灾情，就是集结号。5日凌晨，中
益乡机关干部、驻乡工作队及村干部
闻“汛”而动，听从一项项指令、展开一
个个行动，科学组织排危抢险、妥善安
置受灾群众、全面维护社会稳定……

“快起来！快起来！”“水来了！有
危险！作好撤离准备”……5日凌晨，
华溪村党支部书记王祥生来不及抢救
自家底楼小超市被淹没的货物，组织
党员干部挨家挨户敲门叫醒沉睡中的
村民。

“塌方的地方不要靠近，河道水流
过大不要强行过河，房屋进水农户不
要用电……先保证人员安全，财物能
抢就抢，不能抢就不要了……”5日上
午10点30分，坪坝村党支部书记刘成
勇在“坪坝村”微信群里连发三条信
息。此时他已连续值班近30小时，一
刻也没休息，脸上满是疲惫。

从5日早晨7点到下午3点，坪坝
村党支部副书记柯涛和坪坝村驻村工
作队副队长谭笑一直马不停蹄地在全
村走访，组织群众开展灾后自救重
建。因长时间泡在水中，他们的脚底
泡得发了白。

一天时间里，中益乡对有安全隐
患的48户进行了挨家挨户劝离，对危
桥、漫水桥、垮塌公路等处及时拉起警
戒线、设立警示牌。

“危急时刻，一名党员就
是一面旗帜”

“我是凌晨5点多被华溪村干部的
呼喊声叫醒的。”中益乡敬老院院长吴
辅祥告诉记者，他被叫醒后，发现敬老
院底楼已漫水约20厘米，院内厨房、
储藏室等受到洪水侵袭。

乡里得知险情后，立即安排十多
名党员干部迅速前往敬老院，一面安
慰住在二、三楼的老人，一面搬运一楼
的餐具厨具、粮油食品等，并在水退后
帮助敬老院冲洗院坝，直到恢复原貌。

“多亏了这群年轻人，没有他们的
帮助，我们无论如何都忙不过来！”吴
辅祥对党员干部的及时相助感激不
已。

5日下午，洪水消退后，中益场镇
出现一道特别的风景线——乡政府的
女干部们穿着筒靴、拿着扫帚，帮助群
众清理淤泥。

在小超市店主谭登杰家里，女干
部刘淑蓉把屋内淤泥初步清理后，又
把泡了水的食用油、洗衣粉等一件件
搬到屋外，一边仔细清洗上面的泥污，
一边安抚情绪低落的谭登杰。

“危急时刻，一名党员就是一面旗
帜。看到党员在，我们的心里就很踏
实。”华溪村先锋组村民花仁淑说。

“大家帮我清理完后，饭
都没吃一口就走了”

5日凌晨，暴雨导致坪坝村高台桥
水库水位上涨，洪水漫至公路上，直逼
低洼处村民敖维权的小卖部。然而，
敖维权一家却浑然不知。

“敖维权，洪水要进你家了，快开
门，我们来帮你搬东西。”田坝组组长

聂国发跑到敖维权家敲门示警，十多
位邻居也闻讯赶来帮忙，一家人这才
从睡梦中惊醒。

很快，洪水漫进小卖部。“大家莫
乱，先搬值钱的和不能泡水的，年轻人
搬大件。”聂国发大声指挥着大家，用
了半个多小时，终于把货物全部转移
到安全地方。洪水消退后，大家又帮
敖维权清理积水和淤泥。

坪坝村村民向世红的房屋位于一
条溪沟旁，是全村重点监测对象之
一。5日凌晨5点多，放心不下的村支
书刘成勇第一个来到向世红家，发现
他家的后院已经进水。此时向世红不
在家，只有他22岁的儿子向伟在楼上
睡觉，刘成勇赶紧安排向伟转移到安
全地点。

“我回到家时，刘支书已经组织十
多名干部、邻居帮我清除积水和泥沙。”
向世红说，大家花了近6个小时才把
他家后院的泥沙清理干净，“大家帮
我清理完后，饭都没吃一口就走了。”

石柱中益乡突遭暴雨袭击，获救村民感慨——

“看到党员在，我们的心里就很踏实”

本报讯 （记者 李珩 崔曜）据
市气象台预计，7日至8日，雨水将洒
遍全市，局地有大暴雨，全市最高气温
难超35℃。酉阳、武隆、黔江、彭水地
质灾害气象风险高，需注意监测和防
范。为应对此次暴雨天气过程，市防
汛抗旱指挥部决定将此前启动的防汛
Ⅳ级应急响应调整为Ⅲ级应急响应。

据气象部门预报，7月 6日到 9
日，重庆长江沿线及以南地区仍将有
大雨到暴雨，东南部部分地区有大暴
雨；累计雨量长江沿线及以南地区60
至120毫米，东南部部分地区120至

180毫米，局地可达280毫米以上。
另据水文部门预报，綦江、笋溪

河、塘河、五布河、大溪河、龙河、郁江、
阿蓬江、酉水、梅江等流域干支流部分
河段可能出现超警戒水位洪水；彭水、
武隆水文站最高水位可能接近或超过
警戒水位。

综合实况水雨情、未来降雨和流
域水利工程调度分析，乌江流域可能
连续出现明显涨水过程，部分区县将
出现接近或超过警戒水位洪水。考虑
到强降雨将使乌江流域防汛压力增
大，为减少防洪压力，市水利局提前开
展彭水水电站、银盘水电站、江口水电

站联合调度，尽最大可能腾出更多库
容，接纳新一轮强降雨带来的洪水。

市防汛抗旱指挥部提醒，本次降
雨正值高考期间，各区县、市防指各成
员单位要持续关注水雨情变化，提前
发布预警信息；重点关注考场防洪安
全、考生出行安全，保障接送考生车船
的通行安全；密切关注河流涨水过程，
加强巡查值守，防止考生涉险渡河。
各区县、市防指有关成员单位还要关
注中小河流涨水过程以及乌江干流洪
水，提前组织转移避险，及时开展应急
抢险等工作。

重庆启动防汛Ⅲ级应急响应
腾出库容应对乌江防汛压力

□本报记者 彭瑜

“两河村有人被困在河中！”7月4
日，忠县突降暴雨。当天下午2点左
右，忠县公安局石宝派出所接到群众
报警：“雨还在下，水位还在不断上涨，
情况十分危急！”

民警立即赶赴现场，看到有两人
被困河中，离河岸60余米，且水流湍
急，贸然下水极易被卷走。正在此时，
4名消防员也闻讯赶到。

大家迅速商定，组织水性较好的
消防员渡河救人，先到达被困者身边
的一名消防员把救生衣脱下给女子
穿上，等待下一名队员把救援绳和救
生圈带过来。由于河水湍急，消防员
险些被河水卷走，只能以接力的形式
把救援绳和救生圈送到两人被困地
点。

“援救过程十分惊险！”参加救援
的石宝镇政府专职消防队员邓洪涛
说，当时先救的是被困女子。该女子
异常恐惧，不敢渡河。“我只好在她身
后稳住她的身体，不断给她加油打
气。”绳子一头系在女子身上，一头牵
在岸边民警、消防员和群众手里。大
家喊着口号，合力拉绳，一分钟左右成
功把女子拉到岸边。随后，众人用同
样方法把被困男子和下水救援的消防
员陆续拉到岸边。整个救援过程历时
一个半小时。

据了解，被困男女系夫妻。事发
时女子正在放牛，由于突降暴雨，五分
钟不到河水便涨了上来。结果牛上了
岸，女子却被河水困住。丈夫见状，游
过去准备把妻子带回岸边，却发现水
位越来越高，无法返回，由此发生报警
一幕。

夫妻被困河中 警民合力救出

救援现场。 （受访者供图）

本报讯 （记者 杨铌紫）重庆日报
记者7月6日从团市委获悉，在共青团
中央、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联合开展的
第20届全国青年岗位能手评选活动中，
重庆有27名优秀青年获评。其中，周新
雨荣获“全国青年岗位能手标兵”称号，
万树伟、陈柯宇、陈觅杭等26人荣获“全
国青年岗位能手”称号。

此次被命名表彰的50名“全国青年
岗位能手标兵”和760名“全国青年岗位
能手”，是通过层层遴选、严格审核和社

会公示产生的。他们在本职岗位和工作
实践中脚踏实地、练就本领，集中展现了
新时代中国青年积极进取、不懈奋斗的
精神风貌，是广大青年成长成才、建功立
业的榜样。

据悉，“青年岗位能手”活动自1994
年启动实施，是共青团、人力资源社会保
障部门共同组织开展的为党育人、为国
育才的重要品牌工作。截至今年，全国
青年岗位能手评选已开展20届，累计选
树表彰5801名全国青年岗位能手。

重庆27名优秀青年
获“全国青年岗位能手（标兵）”称号

新华社北京 7 月 6 日电 （记者
温馨）世卫组织近日更新“应对新冠肺
炎疫情时间线”，美方政客据此认为中
方从未向世卫组织报告过疫情暴发。
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6日说，这一说法
完全不符合事实。中国政府和世卫组
织双方公布的时间线都清晰说明，中国
及时、透明地向国际社会分享了疫情信
息。

赵立坚在当日例行记者会上说，中
方作为世卫组织《国际卫生条例》缔约
国，始终本着公开、透明、负责任的态度，
认真履行《国际卫生条例》规定的职责和

义务，向世卫组织、有关国家和地区组织
以及中国港澳台地区及时主动通报疫情
信息。中国政府和世卫组织双方公布的
时间线都清晰说明，中国及时、透明地向
国际社会分享了疫情信息。去年12月
31日，武汉市卫生健康委就在官网发布
《关于当前我市肺炎疫情的情况通报》。
“中方在第一时间向世卫组织作了通
报。事实清清楚楚。”

“一些美国政客歪曲事实，编造谎
言，目的是抹黑中国和世卫组织，服务于
自身政治目的。我们敦促他们尊重事
实，停止政治操弄。”赵立坚说。

外交部：

中国和世卫组织时间线都表明
中国及时透明地分享疫情信息

新华社香港7月6日电 （记者 刘
明洋）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
政区维护国家安全法》第十二条，香港特
别行政区日前设立维护国家安全委员
会。特区国安委6日举行首次会议，全
体成员出席，由中央人民政府指派的国
家安全事务顾问列席会议。

香港特区国安委由行政长官林郑月
娥担任主席，成员包括特区政府政务司司
长张建宗、财政司司长陈茂波、律政司司
长郑若骅、保安局局长李家超、警务处处
长邓炳强、警务处副处长（国家安全）刘赐
蕙、入境事务处处长区嘉宏、香港海关关
长邓以海和行政长官办公室主任陈国
基。陈国基同时兼任特区国安委秘书长。

香港特区国安委按香港国安法第十

五条设立国家安全事务顾问，就特区国
安委履行职责相关事务提供意见，并列
席特区国安委会议。国务院日前已任命
骆惠宁出任特区国安委国家安全事务顾
问。

根据香港国安法第十四条，香港特
区国安委的职责为：分析研判香港特别
行政区维护国家安全形势，规划有关工
作，制定香港特别行政区维护国家安全
政策；推进香港特别行政区维护国家安
全的法律制度和执行机制建设；协调香
港特别行政区维护国家安全的重点工作
和重大行动。香港国安法第十四条亦明
确规定特区国安委的工作不受特区任何
其他机构、组织和个人的干涉，工作信息
不予公开，作出的决定不受司法复核。

香港特区国安委举行首次会议

本报讯 （记者 黄光红）重庆日报
记者7月5日从建设银行重庆市分行获
悉，市金融监管局和该行于近日签署了

“企业氧舱”建设推进合作备忘录。双方
将携手在全市试点推出“企业氧舱”，通
过建立更加精准的政策实施机制和更加
有效的政银企对接机制，促进金融政策
和资金直达实体经济，更好地为受疫情
影响企业输血供氧、纾困解难。

据悉,“企业氧舱”作为集中政府政
策、金融资源的一个批量化帮扶平台、一
种综合化服务模式，其运作模式是：政府

相关部门实施政策帮扶，着力强化政策
宣传引导，协助银行提升综合金融服务
能力和促进营商环境优化；建设银行重
庆市分行对接企业，通过提供优惠信贷、
线上金融支持以及投行融资方案等方式
全面帮扶企业。

“企业氧舱”运行周期一般不超过1
年，实行名单制管理,“入舱”企业需具备相
关条件。即：基本面较好；虽然暂时受到
疫情影响，但经过帮扶能够较快恢复正常
生产经营、提升市场竞争力。目前，该行
已选取首批近100户企业给予定向支持。

“企业氧舱”定向帮扶受困企业

本报讯 （特约通讯员 罗义华）
7月6日，第二届“中国廉洁创新奖”评
选结果公布。大足区纪委监委报送的

“基层党员干部亲属涉权事项公开制度”
获第二届“中国廉洁创新奖”。

“中国廉洁创新奖”评选活动由中国
管理现代化研究会廉政建设与治理研究
专业委员会、清华大学廉政与治理研究
中心（北京廉政建设研究基地）倡议发起
并组织实施，深入挖掘并系统提炼廉洁
创新实践经验，推动先进经验的传播、推
广与应用。

2017年10月，大足区在全区推广了
“基层党员干部亲属涉权事项公开制
度”。该制度主要包括申报、比对、核查、
公示、报告说明、监督检查六个步骤。按
照相关要求，凡是与涉权事项相关的党员
干部，都需要及时、如实向区及相关部门
和镇街申报本人及亲属基本情况和亲属
享受惠民资金（项目承接）的情况；相关部
门、镇街分别建立相应的数据库，对收到
的报告信息进行比对，从中发现是否有瞒
报、漏报等行为，同时将比对结果反馈给
相关部门、镇街进行全面核查。凡是不符
合政策条件的及时取消，并移送同级纪检
组织备案，再将最后结果在报告人所在单
位和资金享受（项目承接）地所在村（社区）
进行双向专项公示。凡未经比对、核查、
公示或公示有异议的惠民资金（项目），区
级相关部门和各镇街不得审批或实施。

大足区获第二届“中国廉洁创新奖”

机构名称：富德生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重庆市长寿支公司
机构负责人：董玥玥
机构编码：000061500115
原机构住所：重庆市长寿区向阳路13号3-2
现机构住所：重庆市长寿区桃源大道6号2-22、2-23
发证日期：2020年7月2日
邮政编码：401220 联系电话：13808343477
业务范围：在重庆市行政辖区内开办以下业务：意外伤害保险、健康保险、人寿保险、年金保

险以及经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批准的其它人身保险业务
成立日期：2011年8月9日 发证机关：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两江监管分局

保险业务机构地址变更公告
机构名称：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重庆市长寿区支公司
机构负责人：霍春 机构编码：000005500115
原机构住所：重庆市长寿区向阳路7号渝东大厦附一楼2号，附五、七楼
现机构住所：重庆市长寿区桃源西路15号1-1/2-1、3-1、5-1、6-1/7-1
成立日期：2003年06月30日
邮政编码：401220 联系电话：023-85321586
业务范围：人寿保险、健康保险、意外伤害保险等各类人身保险业务；人身保险的再保险业

务；国家法律、法规允许或国家批准的资金运用业务；各类人身保险服务、咨询和
代理业务；国家保险监督管理部门批准的其他业务。

发证日期：2020年07月02日 发证机关：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两江监管分局

保险业务机构地址变更公告

机构名称：中国人民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重庆市沙坪坝区支公司
机构负责人：李相平
机构编码：000100500106
原机构住所：重庆市沙坪坝区小龙坎正街139号平街三层3号
现机构住所：重庆市沙坪坝区渝碚路39号庆泰大厦8楼西半层北面
成立日期：2009年3月4日
邮政编码：400030 联系电话：023-61529615
业务范围：人寿保险、健康保险和意外伤害保险等保险业务
发证日期：2020年7月2日 发证机关：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重庆监管局

保险业务机构地址变更公告
机构名称：中国人民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重庆市永川区中心支公司
机构负责人：黄贤明
机构编码：000100500118
原机构住所：重庆市永川区红河中路433号1幢2单元5-1
现机构住所：重庆市永川区红河中路433号1幢1单元2-1
成立日期：2009年3月25日
邮政编码：402100 联系电话：023-61529615
业务范围：人寿保险、健康保险和意外伤害保险等保险业务
发证日期：2020年6月4日 发证机关：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重庆监管局

保险业务机构地址变更公告

机构名称：幸福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重庆市长寿支公司
机构负责人：代远东
机构编码：000124500115
原机构住所：重庆市长寿区桃源西路15号5-10、5-11、5-12、5-13
现机构住所：重庆市长寿区桃源西路15号5-11、5-12
邮政编码：401220 联系电话：85338805
业务范围：意外伤害保险、健康保险、传统人寿保险、人寿保险新型产品、传统年金保险、年金

新型保险以及经中国银保监会和幸福人寿总公司批准的其它人身保险业务。
成立日期：2012年12月6日 发证日期：2020年7月2日
发证机关：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两江监管分局

保险业务机构地址变更公告

以上信息可在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网站上（www.cbirc.gov.cn）查询

下列机构经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批准予以撤销，并收回《中华人民共和国金融许可证》。现予以公告：

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 关于机构撤销并收回金融许可证的公告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重庆梨树湾支行
机构编码：B0003S250000133 许可证流水号：655492
业务范围：许可该机构经营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依照有关法律、行政法规和

其他规定批准的业务，经营范围以批准文件所列的为准。
地址：重庆市沙坪坝区红糟房正街99号附171号
成立日期：1993-12-01 发证日期：2015-11-13
发证机关：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重庆监管局

国
网
重
庆
石
柱
供
电
公
司
员
工
在
中
益
乡
抢
修
受
损
线
路
。

通
讯
员

李
登
峰

摄\

视
觉
重
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