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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王翔 通讯员 袁启芳

“现在街道给我们在小区2幢开
口修便道，可从小区直达轻轨站，出
行方便多了。”11月21日，家住巴南
区龙洲湾街道龙华社区一城龙洲小
区的何怀德告诉记者，小区设立了党
支部后，“变化大了”。

“城市社区人口多，特别是一些
老旧小区，没有物业，管理较为困难，
经常因为一些‘小事’，造成比较大的
矛盾。”龙洲湾街道一负责人介绍，为
了解决这些居民的“头疼事”“烦心

事”，龙洲湾街道积极构建“五位一
体”（即“街道党工委—社区党组织—
小区党支部—楼层党员中心户—普
通党员家庭户”）组织架构，在小区设
立党支部，在党员家门口悬挂中共党
员户标牌，将社区力量、党员力量、物
业力量聚拢起来，充分发挥党员在小
区活动中的引领作用，把党组织的触
角延伸到小区、楼栋，把服务送到群
众家门口。

“党支部设在居民小区，党员在小
区发挥作用，就是将战斗堡垒直接建
在群众身边，把服务送到群众身边，实
现‘党员在身边、服务零距离’。”龙洲
湾街道党工委书记唐家伟说，目前龙
洲湾街道已设立小区党支部15个，
评选党员中心户325户，组建了18
支志愿队伍，努力提升小区生活品
质，让广大居民共建共享美好家园。

巴南龙洲湾：

小区设立党支部 专解群众“烦心事”

□本报记者 赵迎昭

“他戴着眼镜，高高大大，称称展展
（重庆方言，形容人身材挺拔）的。”11月
24日，王朴烈士旧居完成修缮并开放。
听闻消息后，89岁的曾素芳老人执意要
求儿子王傅志将其搀扶到旧居。走进院
落，老人的思绪瞬间回到儿时，脑海中浮
现出王朴这位邻居的形象。

王朴烈士旧居坐落在南岸区南山街
道龙井村，建于民国时期，是一座白墙灰
瓦的围合式院落，在茂林修竹掩映下显
得古朴、幽静。这处王朴青少年时代生
活过的旧居，已被公布为南岸区文物保
护单位。

王朴 1921 年出生于地主家庭，
1946 年入党，1949 年牺牲时年仅 28
岁。在王朴的动员下，他的母亲金永华
曾筹集近2000两黄金支援地下党。曾
素芳清晰地记得，王朴和共产党员在家
中秘密开会时，金妈妈总是在附近放
哨。儿子光荣，母亲伟大，令人感佩至
深。

5.8米高的朝门、4.2米高的院墙、近
700平方米的占地面积，修缮后的旧居
高大气派。原有的百年银杏树、桂花树
和新栽种的鸢尾、红继木等植物共同装
点着这个院落，新铺设的石板路让旧居
更显雅致、清幽。这样优美的环境，和
修缮前的断壁残垣、杂草丛生形成鲜明
对比。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
也是王朴烈士诞辰100周年，让王朴烈
士旧居“重生”刻不容缓。今年4月以
来，南岸区完成旧居的使用权回收，即着

手进行修缮。
旧居位置偏远，通行困难。通往旧

居的小路每逢雨天就泥泞不堪、寸步难
行，人们便站在挖掘机的铲斗上进出和
运输建材。

夏秋季节降雨频繁，工人们便搭建
起50米长、30米宽、11米高的大棚，覆
盖整座院落。这样，遭遇暴雨天气时也
能继续施工。

王朴烈士雕像高2.5米，重5吨，无
法徒手搬进院落。工人便在朝门搭建起

脚手架，在脚手架上通过圆木滚动，将雕
像一点一点推进院落，又用4米高的滑
轮装置将雕像安置好。

南岸区文管所所长叶璐莎说，“原材
料、原工艺、原形制、原做法”是文物修缮
中需要遵守的原则，精工细作、最小干预
则是礼遇文物的匠心。

王朴旧居保护修缮项目总工程师张
建中说，朝门保存较好，但积满灰尘和杂
物。工人便用抹布等蘸取化学试剂，为
朝门一点点地“洗脸”。还在裂缝处注入

粘合剂，让裂缝不再扩张，这让朝门在保
留历史气息的同时，变得整洁、健康。

修缮夯土墙前，工人对原有夯土墙
进行采样分析，寻找到成分相同的建材，
采用传统夯土做法，在墙体中加设竹块、
木板、椽条，以增加夯土强度。为原汁原
味地修缮夯土墙，80个工人足足用了两
个月。

修好文物建筑，再为其摆入展陈
内容，旧居才能真正“重生”。为让旧
居成为开展革命传统教育、爱国主义
教育和青少年教育的鲜活教材和生动
课堂，旧居内布置了“光荣的儿子 伟
大的母亲——王朴烈士和母亲金永华”
展览。王朴就读复旦大学的学籍表复
制件、图书《王朴：毁家纾难助革命》、

“红岩革命故事展演”中王朴烈士事迹
剧照……一件件镌刻着红色记忆的展
品，一个个彰显着红色初心的故事，生动
讲述着革命母子的英雄事迹，以及后世
对革命精神的传扬。

传承是最好的纪念，奋进是最好的
告慰。24日上午，南岸区在旧居内开展
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精神走进王朴烈士
旧居微宣讲活动。王朴烈士曾孙、“文博
小管”宣讲员王子豪在活动中说：“我已
成为一名光荣的少先队员，我的身体里
流淌着烈士的鲜血，我的生命里永远烙
上了红色的印记。”

接下来，南岸区将把王朴烈士旧居
与《挺进报》旧址、周均时墓、王天行烈士
纪念碑等革命文物联动，打造一条党史
学习教育研学线路，让革命文物“串”起
来、“活”起来，让党员、干部和群众在参
观学习中将红色基因代代相传。

王朴烈士旧居重生记

一、任命
苏福为重庆市高级人民法院行政审

判庭庭长；
肖淘为重庆市高级人民法院审判监

督庭庭长；
伍星、陈宏宇为重庆市第一中级人

民法院审判委员会委员、审判员；
柯涛为重庆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审

判监督庭副庭长；
王小林为重庆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

副院长、审判委员会委员、审判员；
侯军为重庆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审判第一庭庭长；
程晓东为重庆市第四中级人民法院

副院长、审判委员会委员、审判员；
蒋友波为重庆市第五中级人民法院

审判委员会委员、审判员；
廖建斌为重庆市第五中级人民法院

审判委员会委员、刑事审判第一庭庭长、
审判员；

汤伟为重庆市第五中级人民法院行
政审判庭庭长；

梁婷为重庆市第五中级人民法院刑
事审判第一庭副庭长；

王靖羚、艾寒春、陈思、朱明伦、任志
勇、王浩铭、龚珊、夏磊、迟雅娟、孙强、程
天民、叶庭华、赵露为重庆市人民检察院
检察员；

张德江为重庆市人民检察院第一分
院检察委员会委员、检察员；

崔天明、刘欢、刘宇、周觊、郑兴时、
黎琳、冉绍彦为重庆市人民检察院第一
分院检察员；

廖万超为重庆市人民检察院第二分

院检察委员会委员、检察员；
谭强、刘浩、潘霞为重庆市人民检察

院第二分院检察员；
张强为重庆市人民检察院第三分院

检察委员会委员、检察员；
张杰、徐小云、李军为重庆市人民检

察院第三分院检察员；
伍晓畅、冉雯、熊姿、杨杉、宋燕青、

胡清坪、卢彦汝为重庆市人民检察院第
五分院检察员；

赵磊为重庆市两江地区人民检察院
（重庆铁路运输检察院）检察长；

尧荣恒、刘宝、王一涵、张崇杰为重
庆市两江地区人民检察院（重庆铁路运
输检察院）检察员。

二、批准任命
周军为重庆市南岸区人民检察院检

察长；
刘峰为重庆市江津区人民检察院检

察长；
孙琳为重庆市大足区人民检察院检

察长。
三、免去
薛文宬的重庆市监察委员会委员职

务；
王彦的重庆市高级人民法院行政审

判庭庭长职务；
赵虹的重庆市高级人民法院审判监

督庭庭长职务；
赵翎的重庆市高级人民法院审判委

员会委员、环境资源审判庭庭长职务；
廖建斌的重庆市高级人民法院刑事

审判第一庭副庭长、审判员职务；
王法强的重庆市高级人民法院审判

员职务；
陶旭东的重庆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

民事审判第一庭庭长职务；
宋勇的重庆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审判第四庭庭长职务；
陈又新的重庆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

审判监督庭庭长职务；
孔繁树的重庆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

审判监督庭副庭长职务；
赵一的重庆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审

判员职务；
徐万祥的重庆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

审判监督庭副庭长职务；
张瑞武、冯平刚、何洪的重庆市第二

中级人民法院审判员职务；
罗伟的重庆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副

院长、审判委员会委员职务；
陈雪梅的重庆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

审判委员会委员、审判员职务；
陈中林的重庆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

民事审判第一庭庭长职务；
贺少锋的重庆市第四中级人民法

院副院长、审判委员会委员、审判员职
务；

何玉的重庆市第四中级人民法院环
境资源审判庭副庭长、审判员职务；

邓莉的重庆市第五中级人民法院行
政审判庭庭长职务；

洪涛的重庆市第五中级人民法院刑
事审判第一庭副庭长职务；

梁婷的重庆市第五中级人民法院刑
事审判第二庭副庭长职务；

刘玉妹的重庆市第五中级人民法院
民事审判第二庭副庭长职务；

张航的重庆市第五中级人民法院审
判员职务；

沈成云的重庆铁路运输法院审判委
员会委员、审判员职务；

曾庆云的重庆市人民检察院检察委
员会委员、检察员职务；

郭凯的重庆市人民检察院检察员职
务；

关倚琴、谭茜的重庆市人民检察院
第一分院检察员职务；

钟文华的重庆市人民检察院第三分
院检察委员会委员、检察员职务；

阮能文的重庆市人民检察院第四分
院检察员职务；

叶庭华的重庆市人民检察院第五分
院检察员职务；

陈久红的重庆市两江地区人民检
察院（重庆铁路运输检察院）检察长职
务。

四、批准
蒋文军辞去重庆市江津区人民检察

院检察长职务。

重庆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公告
〔五届〕第153号

（2021年11月25日重庆市第五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第二十九次会议通过）

重庆市第五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
委员会第二十九次会议决定，废止下列
地方性法规：

一、《重庆市农业机械安全监理及
事故处理条例》（1998年 5月 29日重
庆市第一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第九次会议通过 根据 2002 年 1月
21日重庆市第一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
委员会第三十八次会议《关于取消或

调整部分地方性法规设定的行政审批
等项目的决定》第一次修正 根据
2011年11月25日重庆市第三届人民
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八次会议
《关于修改部分地方性法规中有关行
政强制条款的决定》第二次修正 根
据2012年11月29日重庆市第三届人
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三十八次会
议《关于修改部分地方性法规的决定》

第三次修正）
二、《重庆市罚款和没收财物管理

条例》(1998年12月26日重庆市第一
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三次
会议通过 根据2010年7月23日重庆
市第三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
十八次会议《关于修改部分地方性法规
的决定》修正)

本决定自公布之日起施行。

重庆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关于废止《重庆市农业机械安全监理及事故处理条例》

《重庆市罚款和没收财物管理条例》的决定
（2021年11月25日重庆市第五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九次会议通过）

驻渝部队军人代表大会选出的重
庆市第五届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南小冈、
朱海、张弟强调离重庆，工作关系已不
在本行政区域内。城口县人民代表大
会常务委员会决定接受汪玉平（到龄退
休）辞去重庆市第五届人民代表大会代
表职务。铜梁区人民代表大会选出的

重庆市第五届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刘云
艳因病去世。根据代表法的有关规定，
南小冈、朱海、张弟强、汪玉平、刘云艳
的重庆市第五届人民代表大会代表资

格终止。根据地方组织法和选举法的
有关规定，南小冈的重庆市第五届人民
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职务，刘云艳
的重庆市第五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

员会委员、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委员职
务相应终止。

截至目前，重庆市第五届人民代表
大会实有代表849人。

特此公告。
重庆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2021年11月25日

重庆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公告
〔五届〕第152号

重庆市第五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
委员会第二十九次会议听取了市财政
局局长商奎受市人民政府委托所作的
《重庆市人民政府关于2021年市级预
算调整方案的报告》，审查了市人民政
府提出的2021年市级预算调整方案，
同意市人民代表大会财政经济委员
会在审查结果报告中提出的建议。
会议决定，批准2021年市级预算调整
方案。

重庆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公告
〔五届〕第151号

重庆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关于批准2021年市级预算调整方案的决议

（2021年11月25日重庆市第五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九次会议通过）

□新华社记者 刘小红

56年前，王杰在组织民兵埋排
雷训练时，现场突发意外。生死瞬
间，为保护他人，王杰用生命践行“一
不怕苦、二不怕死”誓言。

56年来，王杰精神激励着英雄
部队不断创造辉煌。

10余万字日记是践行“两
不怕”精神的生动写照

王杰，1942年出生，山东省金乡
县人。1961年入伍来到原济南军区
装甲兵某部工兵营一连，连续3年被
评为“五好战士”，2次荣立三等功。

1965年7月14日，班长王杰在
组织民兵训练时突遇炸药包意外爆
炸。危急关头，为保护在场的12名
民兵和人武干部的生命安全，他毅然
扑向炸药包，献出了23岁的年轻生
命。

王杰舍己救人牺牲后，他生前所
在班被国防部命名为“王杰班”。

当兵4年，王杰写下了 350多
篇、10余万字的日记。“这些日记真
实记录了英雄成长的心路历程，是他
践行‘两不怕'精神的生动写照。”这
个旅王杰事迹陈列馆解说员谢梦琪
说。

2017年 12月 13日，中共中央
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
习近平到第71集团军视察时强调，
王杰精神过去是、现在是、将来永远
是我们的宝贵精神财富，要学习践行
王杰精神，让王杰精神绽放新的时代
光芒。

王杰精神是众多新“王杰”
涌现成长的“催化剂”

旅政委汤炜说，旅队始终注重用
王杰精神建队育人。新兵入营，做的
第一件事是参观王杰事迹陈列馆，学
唱的第一首歌是《王杰的枪我们扛》，
上的第一堂教育课是“弘扬‘两不怕’
精神，当好王杰传人”，读的第一本书
是《王杰日记故事选》……

正是这种传承弘扬，王杰精神成
为众多新“王杰”涌现成长的“催化
剂”。

“王杰”涌现在战位上。
“王杰班”第31任班长、三级军

士长王大毛，刚转岗装甲步兵专业时
是个地道的“门外汉”，他坚持像王杰
当年“专挑坚硬的坦克道挖雷坑”一
样苦练硬功，很快熟练掌握了必备技
能，能操作10种轻武器。

“王杰”涌现在人民需要的时候。
2020年夏天，洪水肆虐，九江、

淮南先后告急，王杰部队2000余名
将士星夜驰援，辗转近千公里，在人
民群众与洪魔之间筑起一道不可逾
越的钢铁长城。

一直以来，王杰部队官兵们勇救
落水群众、扑救山火、扶贫帮困的英
雄事迹不断涌现。

王杰精神是部队战斗力提
升的“加速器”

50多年来，王杰精神，历久弥
新，激励广大官兵不断精武强能，提
升实战技能，在强军路上留下一串串
闪亮足迹。

4年前，“王杰班”由工兵班转型
装甲步兵班。

聚焦转型，全班立下“三铁”规
矩：训练时间一秒不能少，规定时间
外加练；规定内容一个不能落，不达
优秀不罢休；训练强度一点不能降，
每周2次8公里武装越野，每月2次
20公里拉练。

新装备列装不足百天，“王杰班”
首次实弹射击全部命中目标。

如今，“王杰班”战士个个能在步
战车所有战位任意互换，成为集团军
班组训练标杆，成果在全旅推广。

王杰精神激发训练热情。旅队
官兵纷纷向“王杰班”看齐，跟“王杰
班”PK。

王杰精神加速战斗力提升。旅
队捷报频传，先后在陆军各项比武中
摘金夺银。

50多年来，王杰精神在一代代
官兵中落地生根，开花结果。他们争
当王杰传人，用王杰精神凝神聚魂、
精武强能、练兵备战，不断书写着王
杰精神新篇章。

（据新华社北京11月25日电）

一不怕苦 二不怕死
——王杰精神述评

《重庆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
员会关于废止〈重庆市农业机械安
全监理及事故处理条例〉〈重庆市罚
款和没收财物管理条例〉的决定〉》
已于2021年 11月 25日经重庆市
第五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
二十九次会议通过，现予公布，自公
布之日起施行。
重庆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2021年11月25日

重庆市人民代表大会
常务委员会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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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24日，南岸区王朴烈士旧居正式开馆，学生代表正在馆内参观并向王朴烈
士的塑像敬礼。 记者 齐岚森 摄/视觉重庆

本报讯 （记者 栗园园）11月
23日，距国内首个农民专属线上综
合服务平台——“裕农朋友圈”融媒
体社区在上游新闻客户端上线刚过
去两个月，累计点击量就突破5000
万。

“三农”领域专家学者、基层干部
纷纷点赞：“这是党媒+金融在全国
的创新尝试，更是助力乡村振兴的一
个全新范例平台。”

今年是“十四五”开局之年，也是
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战略元年，中国建
设银行与重庆日报报业集团深度合
作，打造“裕农朋友圈”，从助农、惠
农、富农的角度，合力探索数字互联
网时代的乡村振兴创新之路。

在政府的指导与支持下，合作双
方实现了主流媒体与国有金融机构
优势互补：一方面充分发挥上游新闻
互联网全媒体传播平台矩阵、用户聚
合以及专业内容生产等优势；另一方
面激活中国建设银行的服务、资金和
网点优势，合作开辟“新闻+政务服
务商务”运营模式，开拓了互联网助
农、金融助农的新渠道。

“裕农朋友圈”目前共设立了七
大板块——裕农资讯、农民夜话、田
园牧歌、小康故事、金融服务、乡村帮

帮团、便捷乡村，运营两个月共发布
稿件2888篇，报道了一批扑下身、沉
下心助力乡村振兴的基层实践者，展
示了他们兢兢业业为群众办实事给
乡村带来的新变化。同时，依托上游
新闻在全市各区县的通讯员队伍，基
本搭建起了一个覆盖区县+乡镇+村
社区的内容提供网络，上线了一大批
反映新农村建设的图片、文字、视频
产品。

除发布信息外，“裕农朋友圈”还
持续优化便民服务与乡村振兴的深
度融合，如在金融方面通过外链跳转
为农户提供专项贷款的“裕农快贷”；
在便民服务方面，链接渝快办、
12348 重庆法网、12320 预约挂号
等。此外，还以案说险，教给用户如
何保护财产安全，守住钱袋子的知
识。

目前，“裕农朋友圈”已成功构
建全国范围内首个“政府+金融+互
联网党媒平台”的助农融合体，上线
两个月总点击量达到5162万次，日
均点击量86万次。其中，裕农资讯
点击总量1442万次，占比27.95%，
农民夜话和田园牧歌的点击量分别
是 1162 万次和 1146 万次，各占
22.52%和22.20%。

“裕农朋友圈”上线两月
点击量突破5000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