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池永：一名退伍军人与电网的24年“热恋”劳动筑梦劳动筑梦··榜样同榜样同行行153153

2021年重庆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

重
庆
市
总
工
会

“现在我们检查桥河变电站二号主
变有载调压的档位，现在是几档？”不久前
的一个上午，重庆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
身穿“黄马甲”的池永带领一帮徒弟在国
网重庆綦南供电公司110千伏桥河变电
站，对设备进行每日的例行检查。

1997年，池永从部队退役后，与变电
站开启了长达24年的“热恋”。如今，池
永是国网重庆綦南供电公司綦江变电运
维班班长，带领着一支30余人的队伍，管
理綦江21个变电站，不断奔波于2000多
平方公里的土地上，他们就像一支守护电
网安全的“轻骑兵”。

从“门外汉”变成行业“领头雁”

登记仪表盘上的数据，围绕设备来回
检查，与安全负责人沟通交流……24年日
复一日的工作，池永早已练就了一身扎实
的基本功。

时间回到1997年，那时的池永刚从部
队转业来到电力系统。“我当时对变电站的
工作一窍不通，最后在从事建筑行业的父
亲那里拿来一张装修图纸，自己做了一张
近1平方米的‘变电站接线图’。”

池永回忆，为方便区分记忆，他不仅画
出了每个变电站的位置，还用不同颜色、不
同符号来标注每个设备的名称和功能。

在专业知识的学习上，池永选择了“笨
方法”：不分昼夜地“死记硬背”。

功夫不负有心人。他最终将晦涩的电
力知识深刻印在脑海中，加上师傅的点拨，池
永从一个“门外汉”逐渐成为行业“领头雁”。

“电医生”讲课就像现场开“药方”

“变压器就好比我们的身体，瓦斯保
护相当于内脏，当内脏出现问题时，我们
应该怎么做？”在“传帮带”过程中，池永
将电力设备比作身体器官，每当“身体”
出现问题时，他都会及时开出“药方”，化
繁为简，尽量让每个专业术语都变得通
俗易懂，方便徒弟们理解。

由于精通业务，池永的很多徒弟称
他为“电医生”。近年来，他带出近50名
技术“标兵”，其参与的多个科技创新项
目获得相关行业高度认可。

“现在我们看到的是光明变电站
VR模型。”空闲时，池永就给一旁的徒弟
讲解如何操作变电站VR培训系统。

“很多刚来的员工不能进场摸设备，
但又要了解和熟悉日常工作和设备情
况，我们就想出了利用VR系统让大家
学习的新模式。”以问题为导向，池永打
破常规组建科技小组，创新研发了“VR
培训系统”，让新员工可以通过VR模拟
现实情况进入变电站，实现对设备的虚
拟操作，随时随地完成“演练”。

“预计到明年初，这套系统就可实现
綦江21个变电站的模块全覆盖。”池永
一边演示一边解释，为了实现精准建模，
仅目前这个变电站模块就拍摄了800多
张图片。

带出一帮“奔跑着的光明使者”

与走私车辆斗智斗勇、迎着西伯

利亚寒流站哨……3年的军旅生涯磨
炼出池永顽强的意志，退伍后的他，退
役不退志，退伍不褪色，把工作中的重
重困难都当堡垒攻克。

在綦江，因山地丘陵较多，21个变
电站辐射在6个不同方位，分布零散。
有时候，去一个变电站单程就得近2个
小时，运维班成员经常要在路上奔波，
途中仅靠馒头、饼干充饥，池永戏称他
们班组为“奔跑着的光明使者”。

“师傅的手机壳隔一段时间就要
换一次。”工作了两年多的汤珺杰说起
池永满脸敬佩，“我们每次出去，经常
会遇到下雨，甚至山上下雪的情况，为
了安全考虑也不能打伞，师傅的手机
壳常常会被汗水、雨水浸湿，变色发
黄。”

夏有酷暑暴晒，冬有寒风刺骨，池
永总是带领着员工扎根基层，履行他
们的使命。“我们现在所处的这个变电
站已经安全运营 6000 多天。”池永
说。运维班作为特殊班组，负责电力
系统“一头一尾”的工作，早起晚睡已
成为运维班全体成员的工作常态。

疫情期间全力守护保电一线

去年春节期间，新冠疫情全面暴
发，对待工作精益求精的池永主动放弃
了假期，放弃了和亲人团聚的机会，选
择坚守在保电一线。“我不能去抗疫的
第一线，但我可以呆在守护电力的第一
线！”在站里，他一手把控现场，做好疫
情期间保电措施，带领本班成员加强维
护巡视排查力度，一手将上级疫情防控
的相关要求和工作部署落到实处，同时
调整值班、交接模式，减少人员接触和
聚集，加强工作区域消毒。

“办法总比困难多，关键时刻，保
障供电更是我们电力人义不容辞的责
任，越是危险地区，我更应该冲锋在
前。”池永根据疫情变化着手调整日常
工作计划，制定新的方案。变压器、保
护屏、出线间隔，站内的每一个设备他
都细致地维护、检查。每当听到变压
器平稳运行时清晰发出的嗡嗡声，他
的脸上浮上了笑容。

潘锋 刘杰松
图片由国网重庆綦南供电公司提供

池永仔细记录电力设备的运行状况池永仔细记录电力设备的运行状况

重庆农村土地交易所地票公开交易公告
渝农地所告字〔2021〕14号

现对以下拟供应地票予以公告，公告时间为2021年8月3日12时—2021年8月10日12时。8月3日12时开始在重
庆农村土地交易所领取竞买须知等资料。公告期满，申请购买总面积大于可交易总面积，且有两个及两个以上购买人申请
购买的，以拍卖方式交易；申请购买总面积小于或者等于可交易面积，或者仅有一个购买人申请购买的，以挂牌方式交易，
未成交的，继续公告。

详情请登录重庆农村土地交易所门户网站（https://www.ccle.cn/），在地票专栏中查询。
地址：重庆市江北区永平门街14号·金融城2号T3塔楼8楼，联系电话：63836045、63832367（FAX），联系人：王先生

重庆农村土地交易所 2021年8月3日
备注：保证金账户名：重庆农村土地交易所，开户银行：重庆银行人和街支行，账

号：550101040006819。

公告批次

21014（总第
147批次）

拟供应地票面积

平方米

678393

亩

1017.5895

交易起始价格

元/平方米

301

万元/亩

20.0667

保证金标准

元/平方米

45

万元/亩

3

采矿许可证注销公告

以下采矿许可证已经注销，特此公告。
采销〔2021〕（永川）0002号

重庆市永川区规划和自然资源局
2021年8月3日

序号

1

矿山名称

重庆市永川区玖
昌鑫新型建材有

限公司

采矿许可证号

C5001182009127130046386

注销时间

2021年
8月2日

本报讯 （记者 李珩）按照国务院联
防联控机制总体安排，我市从8月起分批
次启动 12-17 岁学生新冠病毒疫苗接
种。8月2日，市疾控中心专家就市民关心
的疫苗接种问题进行了解答。

很多人关心青少年到底有没有必要
接种新冠病毒疫苗，市疾控中心专家解释
说，我国绝大多数人都没有针对新冠病毒
的免疫力，对新冠病毒是易感的，感染发
病后，有的人还会发展为危重症，甚至造
成死亡。接种疫苗后，一方面绝大部分人
可以获得免疫力，从而有效降低发病、重
症和死亡的风险；另一方面，为青少年接
种新冠病毒疫苗，对建立人群免疫屏障，
阻断新冠肺炎的流行，尽快恢复我国社会
经济、居民生活正常运转，具有重要意义。

当前，全球新冠疫情仍处于高度流行
态势，接种新冠病毒疫苗，不仅可以有效预
防新冠病毒感染，而且能显著降低重症和
死亡。儿童免疫系统尚未发育成熟，很容
易感染病毒、细菌等病原微生物；同时，中

小学校是人群聚集的场所，一旦有病毒输
入，易暴发疫情。因此，青少年也是免疫屏
障构筑的重点人群。为了同学们和他人的

健康，若无接种禁忌，都要应接尽接、应接
快接。

正因如此，8月起，我市分批次启动

12-17岁学生新冠病毒疫苗接种。具体安
排如下：8月，15-17岁学生由监护人带领
到就近的新冠病毒疫苗接种点，接种第一
剂次疫苗；9月，优先在学校设置临时接种
点，15-17岁学生接种第二剂次疫苗，12-
14岁学生接种第一剂次疫苗；10月，优先
在学校设置临时接种点，12-14岁学生接
种第二剂次疫苗。12-17岁非在校人员纳
入社区管理，由社区组织动员，无禁忌人员
应接尽接。

12-17岁青少年接种所用疫苗为新冠
病毒灭活疫苗（Vero细胞），生产厂家为北
京生物制品有限公司和北京科兴中维生物
制品有限公司。这些疫苗与18岁以上成
人使用的灭活疫苗在剂量、剂型、接种部
位、接种途径等方面完全一样。

在接种新冠病毒疫苗前，家长们需要
提前了解新冠病毒疫苗接种的相关知识，
认真阅读并填写《知情同意书》和《健康状
况登记表》，提醒孩子当天穿宽松的衣服以
方便接种，前往接种点时需正确佩戴口罩。

重庆开始分批次为12-17岁学生接种疫苗
接种疫苗为新冠病毒灭活疫苗，若无接种禁忌，都要应接尽接、应接快接

□本报记者 李珩

“外面热，多喝点水。”“你也是，莫中暑
了。”在与丈夫匆匆说上几句话后，刘孟羽
强迫自己睡了一会，因为她随时可能再次
上任务——核酸检测。

23岁的刘孟羽是江津区中心医院病
理科技术员，7月30日晚上11点接到急需
人员轮换的通知后，她火速前往双福支援
一线。她的丈夫杨枭，是江津区双福街道
办事处规划建设办公室职员，当天早上5
点半也投入了抗疫一线。

两人原计划在8月14日举办婚礼，经
过商量，他们决定将准备了4个多月的婚
礼推迟。刘孟羽说，“婚礼可以延后，可抗
疫一刻也不能耽误！”

“去年我没能上战场，这次换我上！”

去年初，当新冠疫情病毒肆虐的时候，
刘孟羽正读大四。那时她就在想等她毕业
了，也要像前辈一样，上“战场”治病救人。

去年8月毕业后，刘孟羽进入江津区
中心医院病理科工作。7月30日晚11点，
正准备睡觉的刘孟羽接到了医院的电话：

“双福缺人，急需人轮换，你可以吗？”“我可
以！”刘孟羽毫不犹豫地答应了。

凌晨，一行人抵达群光电子厂检测点
时，眼前的情景让刘孟羽红了眼眶：由于连
续工作十几个小时，好几名医务人员累得
连防护衣都没脱，直接席地入睡。见此，刘
孟羽赶紧穿上防护衣，替换同事，“去年我
没能上战场，这次换我上！”

直到凌晨三四点，前来做核酸的人少
了，刘孟羽才脱下防护衣稍作休息。6点，
她穿上防护衣继续做核酸检测，中午才结
束。数小时的连续工作，让她的衣服在防
护衣内湿了又干，干了又湿。

“为了防疫，为了安全，我们都
克服一下”

24岁的杨枭则是在睡梦中被“挖”起
来的。7月30日早上5点半，杨枭接到双

福街道负责人通知：“双福有人确诊，目前
需要人手排查，你快来。”杨枭给刘孟羽交
代了一声，立即赶往街道。

按照防疫要求，双福街道津福社区的
居民须“只进不出”，杨枭及其他4名同事
主要负责潍柴后门出入口的排查。“7月30
日那天夜里守了一个通宵。”杨枭说。第二
天早上，他回到街道办公室，在会议室的板
凳上凑合着睡了2小时，又返回岗位。

杨枭偶尔也会遇到不理解的居民。社
区后门有一片菜地，不少居民想出来摘菜，
有一名中年妇女跑来五六趟。“我就是在门
口摘点菜，有好大个风险嘛？”她很不理解。

“为了防疫，为了安全，我们都克服一下嘛！”
杨枭苦口婆心地劝说，最终把她劝了回去。

共同决定推迟婚礼

从7月30日早上到8月1日晚上，刘

孟羽和杨枭没见一面。“她忙她的，我忙我
的，最多也就留言让对方注意防护。”杨枭
说，刘孟羽很担心他，因为他毕竟只戴了口
罩，而杨枭也牵挂刘孟羽，“即使有防护衣，
那也是危险的新冠病毒啊。”

刘孟羽现正居家隔离，等待再上战场，
而杨枭则持续奋战在抗疫一线。“要不，我
们的婚礼推迟吧！”刘孟羽有些不好意思地
向杨枭提出，其实为了这个婚礼，两家人已
经准备了4个多月。

“本来我也想推迟，就怕你生气。”杨枭
说，“我们两人想到一块去了。”

“虽然推迟婚礼有些遗憾，但我们又感
到很光荣，家里人也很支持。毕竟我是一
名医护人员。我和杨枭都是江津人，为了
自己的家乡，我们必须站出来！”刘孟羽说，
等疫情结束后，他们会举办一个热热闹闹
的婚礼。

“婚礼可以延后，可抗疫一刻也不能耽误！”
江津区一对准新人双双奔赴一线

本报讯 （记者 韩毅）8月2日，重庆日报记者从市文
旅委获悉，新冠肺炎疫情反复以来，我市各A级景区、文博
场馆、演艺场所等，均全面升级了疫情防控措施。市文旅委
相关负责人表示，近期，该委将主要从4个方面做好疫情防
控工作。

一是全面排查旅行社团情况，对重点时段、重点地区到
渝返渝的旅行团队进行全面排查；对演出情况进行排查，全
面梳理全市营业性演出活动情况。

二是强化疫情管控，加强重点场所防控。比如网吧、歌
舞娱乐场所、演出场所、文博院馆等场所监管；督促旅行社
和在线旅游企业不得组团前往中高风险地区，不得开展前
往中高风险地区的“酒店+机票”业务，全面加强文旅活动
特别是演出活动管理。

三是及时发布警示提示。一方面通过多渠道发布出行
提示，另一方面，督促指导各个企业做好游客在乘车、入住、
购票、游览、就餐等环节的防控提醒。

四是妥善处置退票退团事宜。文化和旅游经营单位要顾
全大局，妥善处置已购票的中高风险地区到渝观众和参团前
往中高风险地区的游客的退票退团诉求，最大限度减少损失。

市文旅委提醒，市民游客要合理安排出行，通过权威渠
道了解出发地、目的地的最新疫情防控措施和防控政策，提
前了解景区开放、限流和门票预约措施，不要前往中高风险
地区旅游，建议近期重庆市民尽量不要到市外旅游。

重庆对重点地区来渝
旅行团全面排查

本报讯 （记者 罗芸）8 月 2日下
午 3点，秀山土家族苗族自治县的室外
温度已超过45℃。洪安镇卫生院负责核
酸采集的医生李穗跳下车，走进美其村
陶家坪社杨兰青家，几分钟的步行行程，
已让防护服包裹下的她全身被汗水浸
透。

洪安镇与湖北、贵州毗邻，近期这两
省均有新冠肺炎疫情发生。8月1日起，
该镇紧急启动核酸检测工作。这两天，
已有不少居民主动到集中采集点做样本
采集。

“我们计划在两至三天内完成全员检
测。全镇1.6万人分布在面积87平方公里
的范围内，实现这个目标还是有相当难度

的。”该镇政法书记刘啸麟说，但大家没有
退却，全体基层干部和医疗卫生、道路交
通、公安等部门同志一起，在高温下连续
奋战。

8月2日中午，除部分居住分散、偏远
的农户外，大部分居民均已完成了核酸检
测。经统计，全镇10个村居还有近100
人因年纪大、身有残疾或患病，无法到村
集中点做检测。镇里决定：来不了，就上
门检测！

8月2日下午，刘啸麟和镇卫生院的李
穗，村干部侯小兰、阳井伟一起，来到90岁
杨兰青的家，为他做核酸检测。

“老辈子，平躺，不要动。”刘啸麟让老
人卧好。这是刘啸麟连续工作的第三天，
从7月31日起，他连夜值守卡点，白天协
助进行核酸采集工作，三天只睡了几个小
时。李穗准备好了采集工具，她动作很轻
柔，以减少老人的不适感。

采完后，李穗用冰袋将样本周围包好，

并立马派人送回镇卫生院。“这几天气温特
别高，样本保存也有温度要求。”李穗解释，
这要求采集必须提前规划好线路、作好预
案，并做好保温工作。

这个下午，一行人马不停蹄地接连
跑了4户人家。其中最远的一户，离镇
上有近20公里。据统计，截至8月 2日
下午6点，洪安全镇已采集近1.5万份样
本，余下部分将于8月3日完成，如期实
现预定任务。

秀山洪安镇两天完成近1.5万名居民核酸采集

综合新华社8月2日电 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2日通
报，8月1日0—24时，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和新疆生
产建设兵团报告新增确诊病例98例，其中境外输入病例
43例（云南16例，北京4例，福建4例，内蒙古3例，江苏3
例，陕西3例，上海2例，山东2例，河南2例，广东2例，四川
2例），本土病例55例（江苏40例，湖南7例，北京2例，湖北
2例，山东1例，河南1例，海南1例，云南1例）；无新增死亡
病例；无新增疑似病例。

当日新增治愈出院病例29例，解除医学观察的密切接
触者662人，重症病例较前一日减少1例。

此外，8月1日郑州市启动全员核酸检测，截至2日18
时，郑州市实际应检1062.90万人，采样980.95万人，占应
检人数92.29%，完成检测141.08万人。据悉，郑州计划于
8月2日完成采样任务，8月3日完成检测任务。

8月1日全国新增
新冠肺炎确诊病例98例
郑州已完成核酸检测采样980.95万人

据新华社北京8月2日电 （记者 余俊杰）记者8月2
日从教育部获悉，教育部、国家卫生健康委近日通知要求，
各地和学校要加强师生员工健康管理，做好中小学晨午检、
全学段因病缺勤、缺课登记和病因追踪，师生健康状况达到
学校防疫要求时方能返校。

据教育部、国家卫生健康委近日发布的《关于进一步加
强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常态化下学校卫生管理工作的通知》，
各地和学校要深刻认识疫情防控工作的艰巨性和长期性，
切实增强防控意识，坚决杜绝松懈心态。

通知要求，各地和学校要增强疫情防控常态化下人物
同防、多病共防意识，强化教室、卫生间、食堂、宿舍等重点
场所环境监测、通风换气和消杀工作；要主动联系社区及交
通、公安、城管、市场监管等相关部门，保障校园周边卫生安
全，加强校内环境卫生整治。

两部门：师生健康状况达到
学校防疫要求时方能返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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