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恪守社会公益责任

龙湖集团与残疾人创业者老秦的“圆梦之约”

今年是龙湖集团
发展的第 28 个年头。
作为重庆城市建设及
房地产开发的重要力
量之一，龙湖集团在坚
持稳健发展的同时，始
终积极践行企业社会
责任，将公益植根于企
业文化。针对生活困
难的残疾人，龙湖集团
展开“帮扶助赠”，为一
个个困境中的残疾家
庭，带去温暖和希望。
巫溪县天元乡镇江村
的秦吉权，就是其中的
受益者之一。

身残志不残
养猪带来新希望

今年54岁的秦吉权，家住巫溪县
天元乡镇江村。近日，见到秦吉权时，
他正在给母猪添水喂食，看着小猪仔
在圈里奔跑嬉戏，秦吉权满脸洋溢着
幸福的笑容。由龙湖集团资助建立的
汤秦养殖场目前已投产经营3年有
余，看着自己的养殖场已小有规模，秦
吉权脸上洋溢着幸福和自豪。

秦吉权是一位残疾人。28岁时，
他和村里多数年轻人一样外出打工，
在一次事故中，秦吉权永远失去了自
己的左手掌。受伤之后，秦吉权的生
活陷入了困境。“出去打工难，妻子又
体弱多病，当时维持家里4口人的基
本生活都困难。”说起那段艰难的日
子，秦吉权依然满怀感伤。

从2008年起，秦吉权开始尝试养
猪。受制于资金和技术，规模一直停
留在小范围的放养中。但是，秦吉权
家的基本生活也因此有了保障，秦吉
权也看到了新的希望。后因环保等问
题，需投入资金改建圈舍，秦吉权再度

犯难。“重建圈舍，凭自己的力量肯定
搞不起来，所以一直没法动工。”秦吉
权回忆道。

收入稳定可观
助困帮扶效果显现

正当一筹莫展时，秦吉权的命运
在2018年迎来了转折。

通过市残联的走访，秦吉权家的
困难开始被有关部门和社会各界重
视。2018年，龙湖集团了解情况后，
通过市残联，出资20万元资助秦吉权
进行新建圈舍，将过去的散养模式升
级成正规化、产业化的养殖经营。

经过重新选址，秦吉权的汤秦养
殖场在2018年 9月开始建设，并于
2019年4月正式投入运营。经过十
来年的经验积累，秦吉权的养猪技术
已逐步成熟，2019年当年就出售生猪
百余头。“第一年就赚了几万块钱，养
猪这么多年，终于赚到钱了。”回忆着
前些年的情况，初尝甜头的秦吉权脸
上满是喜悦。

2020年，秦吉权再次扩大养殖规
模，当年出栏生猪几百头，再次增加了
收入。

秦吉权说：“到2020年底，养殖场
带来的纯收入已达30多万元。扩大
规模搞正规养殖场一直就是我的梦
想，感谢政府及龙湖集团，让我终于圆
了梦”。

除开养猪，目前秦吉权还在天元
乡开了家酿酒坊，用传统工艺进行手
工烤酒。据其妻介绍，秦吉权酿烤的
手工白酒在乡里也颇受欢迎，常有乡
邻家中有宴请就来找他打酒，为他们
养殖之外也带来了额外收入。

饮水思源
爱心传递共奔富裕路

养殖场的成功为秦吉权带来了巨
大的收益，除了继续扩大生产规模等必
要支出外，老秦将剩下的资金全部用到
了回报社会和帮扶其他残疾人身上。

对于其他想干养殖业的残疾人，

秦吉权将小猪仔以远低于市价甚至是
无偿赠送的方式提供给他们，并为这
些养殖户提供饲料。除此以外，秦吉
权还免费担当技术指导，为他们传授
养猪的知识技术。

针对特别困难的残疾人，秦吉权
也伸出了援手。2019年在汤秦养殖
场的猪圈扩建时，秦吉权邀请同村的
钟继华、叶振华等几位生活困难的残
疾人前来帮忙，并以高于常人的标准
为他们发放薪酬。秦吉权感叹道：“自
己也是残疾人，对他们这种无力外出
做工的情况感同身受。我深知残疾人
的困难除了物质方面的，还有精神层
面的。所以除了养殖场这边，平时也
会请他们去酿酒坊帮忙烤酒，给他们
开工资，使他们有工可做，让他们时刻
感受到自己还能被这个社会所需要”。

此外，在去年疫情防控关键期，秦
吉权还向当地政府捐赠了2万元用于
疫情防控。

秦吉权坦言：“事业搞起来后，我
就把自己的残疾补助名额让出去了，

希望那些更需要帮助的人尽快走出困
境。我是依靠政府及龙湖集团的帮助
才有了今天的成果，所以我时刻怀着
感恩之情，愿意尽自己所能去帮助其
他困难的人，也希望以自己为样本，从
思想上带动更多的残疾人，让他们重
新看到改变生活的可能”。

先富带后富，共奔富裕路。龙湖
集团的鼎力援助，让秦吉权走出了人
生的“至暗时刻”。怀着这份感恩的
心，秦吉权接过帮扶接力棒，通过“传
帮带”继续传递爱心，帮助更多残疾家
庭增收。

“虽然我没有能力报答你们对我
的深恩，但我会以此激励自己，向你们
学习，将你们的爱传递给更多需要帮
助的人。”在写给龙湖集团的感谢信
中，秦吉权的话语朴实而温暖。

让善意扎根
龙湖持续践行社会责任

据了解，自2010年开始，龙湖每

年投入不低于500万元用于公益帮
扶。从最初关注的农村孤寡老人，到
贫困户危房改造，再到对贫困残疾人
进行帮扶。并从最初的现金、物资捐
赠到产业扶贫，逐渐形成从捐赠扶持
到生产销售的一条龙帮扶行动。

而秦吉权所在的巫溪县天元乡，
龙湖集团于2018年捐赠1000万元，
用于开展公益助残项目，致力于改善
农村贫困残疾户生活状况。除了直接
的资金捐赠，龙湖集团还针对巫溪、涪
陵、忠县等地的贫困残疾户展开产业
联销，已举办十多年的“龙湖年货”公
益活动就是样本之一。

该活动针对龙湖集团的帮扶对
象，成立龙湖年货帮扶基金，并通过
龙湖的平台号召力，将大山深处的残
疾户们辛勤劳作的农特产品，以爱心
展卖的形式销往四方，帮助一个个困
难的残疾家庭拥有了自己的人生事
业。

除此以外，龙湖集团还在助学兴
教、文化传承、抗疫救灾等多个方面展
开公益行动。截至目前，龙湖在慈善
公益事业方面已累计投入超9亿人民
币，并不断影响和激活更多员工和社
会爱心人士共同参与到公益行动中
来。

2020年11月20日，由龙湖集团
发起，经深圳市民政局批准的龙湖公
益基金会正式注册成立。

该基金会秉承龙湖“善待你一
生”的理念，将龙湖二十余年公益活
动轨迹进行总结和升华。在延续龙
湖过往公益项目的基础上，龙湖公益
基金会经过实地调研，还将针对儿童
医疗、硬件改善、职业教育、老人文化
娱乐等多个方面，启动新的试点项
目。

龙湖方面表示，企业不仅有经济
责任、法律责任，更有社会责任、道德
责任，未来，龙湖集团还将继续展开公
益探索，践行企业使命，助力中国公益
事业的持续发展。

周游
图片由重庆龙湖提供

新建立的汤秦养殖场

秦吉权在他的汤秦养殖场

新华社北京 7 月 11 日电 （记
者 任沁沁）7月 10日至11日，天
津、河北、山西、辽宁、吉林、黑龙江、
江苏、浙江、山东、河南、重庆、四川、
云南、青海等地部分地区出现大到暴
雨。各地公安交管部门及时启动应
急响应机制，目前，主要高速公路、国
省道干线通行正常，未接报大规模、
长时间车辆、人员滞留情况。

截至7月11日15时，辽宁京哈
高速葫芦岛段、沈海高速和鹤大高速
大连段，黑龙江218省道大兴安岭
段，山东荣乌高速烟台段、荣潍高速
烟台段，重庆242国道长江大桥至两
河口段、348国道奉节三溪沟段过
水；四川347国道巴中段、542国道
巴中平昌段、201省道巴中通江段塌

方。上述道路双向封闭。
各地公安交管部门增派警力24

小时巡逻疏导，对重点隐患路段设置
警示标志，提前实施分流管控措施，
引导途经车辆安全通行。同时，积极
协助相关部门开展抢险救灾工作，全
力保障运送救灾物资、人员车辆的优
先通行。

公安部交通管理局提醒广大驾驶
员：雨天转弯容易侧滑，转弯速度要
慢，不要猛打方向，过弯之后再恢复正
常车速，尽量减少来回并线和超车。
路遇积水路面，要谨慎观察水深，慢速
通过积水区，以免激起水花倒灌入发
动机。如遇车辆长时间排队、逆行等
情况，要听从现场交通警察指挥，依
次顺序通行，不要抢行、插队、逆行。

重庆等地公安交管启动应急响应

新华社北京 7 月 11 日电 （记
者 刘夏村）记者11日从应急管理
部获悉，鉴于当前防汛形势，国家防
总根据《国家防汛抗旱应急预案》有
关规定，于11日17时启动防汛 IV
级应急响应，增派3个工作组分赴山
西、河北、北京等地协助开展强降雨
防范应对工作。

据气象部门预测，未来三天，华

北、黄淮北部和东部、东北地区南部
等地有大到暴雨，山西东部、北京西
部和北部、天津北部、河北北部和中
南部沿山一带，河南北部等地部分地
区有大暴雨，太行山东麓局地特大暴
雨。据水利部门通报，受强降雨影
响，四川渠江上游干流及支流、陕西
汉江支流、甘肃疏勒河支流等14条
中小河流发生超警以上洪水。

国家防总启动防汛Ⅳ级应急响应

本报讯 （记者 龙丹梅 崔
曜）7月11日19时，“嘉陵江2021年
第 1号洪水”在嘉陵江支流渠江形
成，预计将在13日凌晨通过我市沙
坪坝区磁器口，最高水位接近或超过
警戒水位。11日20时，我市召开洪
水过境与强降雨防范应对工作视频
调度会。

长江流域内主要降雨区
在嘉陵江流域

据水利部长江水利委员会消息，
7月9日至10日，长江流域内主要降
雨区在嘉陵江流域，其中渠江两日累
计面雨量达115毫米。受集中强降雨
影响，渠江发生较大涨水过程，上游碧
溪、通江站发生超历史洪水，下游罗渡
溪站水位将超过保证水位。

长江委水文局于 7 月 10 日 21
时发布渠江洪水黄色预警，11日10
时升级发布渠江洪水橙色预警，并
发布嘉陵江下游干流洪水蓝色预
警。

受强降雨影响，嘉陵江支流渠江
来水快速增加，罗渡溪站7月 11日
19时流量涨至 15800立方米每秒。
水利部长江水利委员会水文局7月
11日 19时正式发布：“嘉陵江2021
年第1号洪水”在嘉陵江支流渠江形
成。

这些地方受过境洪水、
区域性强降雨影响较大

7月11日10时10分，长江上游
水文局发布重庆市大江大河水情预
报，预计嘉陵江、长江将迎来过境洪
水。

其中，受上游持续强降雨影响，预
计嘉陵江北碚区北碚(三)站将于12日

晚上出现最高水位，较11日8时水位
涨幅10～11米，距警戒水位1～2米；

沙坪坝区磁器口站将于13日凌
晨出现最高水位，较11日8时水位涨
幅9.5～10.5米，超警戒水位0～1米。

受嘉陵江来水影响，江北区寸滩
站将于13日上午出现最高水位，较
11日8时水位涨幅6～7米，距警戒水
位4.5～5.5米。

合川、沙坪坝、北碚等区县受过境
洪水影响较大，开州、奉节等区县受区
域性强降雨影响较大。

调度会作出6个方面
工作要求

11日举行的全市洪水过境与强
降雨防范应对工作视频调度会，作出
6个方面的工作要求。

按照防汛抗旱工作的具体安排部
署，相关单位进入战时状态，防洪要比
照去年，抗旱要比照2006年的工作要
求来对标；相关部门应特别关注沿江
重要堤防、病险水库、地质灾害、城市
易涝区等高危区域；防汛抗旱各相关
部门和可能受灾区县之间应密切配
合。市防汛抗旱指挥部要与四川省防
汛抗旱指挥部加强对接，及时跟进掌
握上游来水情况，长江、嘉陵江沿线区
县密切关注上游来水情况和水情、雨
情变化，及时组织危险区域群众避险
转移。

另一方面，全市各相关部门和区
县强化巡查值守，严格落实24小时
值班制度；沿江区县还应加强沿江船
只管理，必要的时候发布交通断道和
停航命令；可能受灾区县应强化重点
区域的应急力量配备和物资储备，提
前做好灾害应急处置和抢险救援各
项准备。

嘉陵江2021“第1号洪水”形成
预计13日凌晨通过磁器口，最高水位接近或超警戒水位，合川、沙坪坝、北碚受影响较大
我市召开视频调度会部署洪水过境与强降雨防范应对，防洪要比照去年工作要求来进行

重庆交巡警：
这12路段雨季事故多

新华社成都 7 月 11 日电 （记
者 张海磊）记者11日从四川省防汛
抗旱指挥部获悉，9日以来的强降雨
导致巴中、南充、广元、资阳、成都等地
12万余人不同程度受灾，转移安置群
众4600余人。根据当前雨情、汛情及
变化趋势，四川已于11日0时启动Ⅲ
级防汛应急响应。

据了解，9日16时，四川省气象
台发布今年入汛以来首个暴雨黄色预
警。截至10日21时，累计降雨超过

100毫米的雨量站有318站，超过250
毫米的有6站，最大为巴中市通江县
青峪站（296毫米）。

本轮强降雨期间，共有渠江干
流上游巴河、通江支流等14条河流
17站发生超警戒水位洪水，其中 7
条河流 8站发生超保证水位；截至
10日 21时，仍有7条河流8站超警
戒水位，其中3条河流3站超保证水
位。

据初步统计，本轮强降雨导致

巴中、南充、广元、资阳、成都等地
12万余人不同程度受灾，转移安置
群众 4600 余人。农作物受灾面积
4578 公顷，房屋损毁、倒塌 81 户
204 间，部分道路因山体垮塌导致
中断。详细灾情正在进一步核实统
计中。

根据当前雨情、汛情及变化趋
势，按照《四川省防汛抗旱应急预
案》规定，经四川省防汛抗旱指挥部
研究决定，11日 0时启动Ⅲ级防汛

应急响应，四川省防汛抗旱指挥部
各成员单位、相关市（州）防汛抗旱
指挥部按照职责分工，做好防汛保
安各项工作，平昌县城及其以下流域
按特大洪水做好防范应对各项工
作。此外，据达州市防汛抗旱指挥部
公告，受渠江上游巴中市强降雨影
响，据预测，渠江、巴河干流将发生超
警戒水位洪水。经达州市防汛抗旱
指挥部研究决定，11日2时启动Ⅰ级
防汛应急响应。

目前，水利部、四川省水利厅联合
督查组已在南充等雨区指导强降雨防
范应对和抢险救灾工作。6个省级防
汛减灾和地质灾害防治工作督查组分
赴巴中、南充、广元、达州、泸州、绵阳
开展督查工作。

四川强降雨致12万余人受灾
已启动Ⅲ级防汛应急响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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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防范应对即将到来的洪水，磁器口老码头的广场目前已处于关闭状态。
（上游新闻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