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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投票方式
市民投票采取报纸投票、手机投票、电视

投票三种方式进行。
二、投票时间
报纸投票为2017年12月25日9∶00至

12月 28日 17∶00（以寄出邮戳时间为准）。
其他投票方式为2017年12月25日9∶00至
12月29日12∶00。

三、投票细则
（一）报纸投票
1.2017年12月25日、26日、27日，重庆

日报、重庆晚报、重庆晨报、重庆商报、重庆时
报、三峡都市报、巴渝都市报、武陵都市报及
各区县党委主办报纸连续3天刊登选票。报
纸选票复印无效。

2.报纸选票寄送地址：重庆市渝北区冉家
坝龙山大道333号广电大厦2710室；邮编：
401147。

（二）手机投票
1.微信投票。进入“重庆广播电视总

台”微信公众号或“重庆发布”微信公众号，
点击右下角自定义菜单上的“感动重庆”参
与投票。每次投票需选取10名候选人，每
个微信用户每天可在两个微信公众平台各
投票 1次。用户在微信平台投票时，除产
生必要的流量费用外，不收取其他任何费
用。

2.登录重庆视界网（http：//www.cbg.
cn），在“2017年度感动重庆十大人物评选活
动”网页，手机微信扫描二维码参与投票。

（三）电视投票
重庆有线电视的高清互动机顶盒和来点

智能机顶盒用户，可进入“最重庆”点播栏目
页面，在“感动重庆”专栏投票。每次投票选
取1名候选人，每个用户每天最多为10位候
选人各投1票。

四、投票权重
采取市民投票与评委投票按权重综合考

评。两项权重分别为：社会投票占70%、评委
投票占30%。在市民投票中，各种投票方式
均按照有效一票计算为一票的办法进行统
计。

五、注意事项
投票过程中发现刷票或数据异常行为，

组委会将取消所得票数，情节严重者将对相
关人员追究法律责任。

投票咨询电话：63895045，63897121。
监督投诉电话：63895045，63897121。

2017年度感动重庆十大人物评选投票须知
投票代码

01
02
03
04
05
06
07
08
09
10

投票人姓名（必填）

身份证号码（必填）

姓 名
蔡芝兵
曹光富

曹树才、许厚碧
陈腊娥
陈明益
陈鸣凤

陈英、陈立、陈容
戴前锋
何舒培
梁新宇

投票代码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联系电话（必填）

姓 名
廖良开
罗 倩
彭 阳
邵 智
熊 军
徐白慧
徐前凯
严克美
杨 扬
游建平

备注

请在投票框中填写
选中人选的代码，
一格一码。

2017年度“感动重庆十大人物”选票 （以姓氏拼音为序)

请沿虚线剪下邮寄

注：1.需同时选择 10
名提名人选方为有效，多
选或少选均视为无效票。

2.一个有效身份证仅
限投一票，多投无效。

3.投票人姓名、电话、
身份证号码为必填项，未
填视为无效选票。

4.请将选票沿边框完
整剪下，邮寄至：重庆市
渝北区冉家坝龙山大道
333 号广电大厦 2710 室；
邮编：401147。

5.报纸选票投票截止
时间为2017年12月28日
17:00（以寄出邮戳时间为
准）。

投票框：

本报讯 （记者 杨铌紫）12月
25日，2017年度“感动重庆十大人物”
评选现场投票活动走进北碚，向市民
讲述20名提名人选先进事迹和感人
精神，2000余市民到现场为感动人物
投下了选票。

“感动重庆十大人物”评选活动是
我市着力打造的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
核心价值观的人文精神品牌活动。重
庆日报记者了解到，今年的评选仍按
惯例，把事迹感人放在第一位，同时体
现时代性、典型性、先进性。从他们身
上，能看到重庆这座城市2017年发展
的印记，看到这座城市昂扬向上的精
神风貌。

据介绍，今年评出的20名提名人
选有弘扬工匠精神、成绩显著的巴渝

工匠；有创新创业、追逐梦想的青年；
有致力脱贫攻坚、振兴乡村的干部群
众；有热爱本职工作，作出突出贡献的
行业标兵；还有身残志坚、自强不息的
典范和孝老爱亲、见义勇为、热衷公益
的楷模。

活动现场，不少市民一边拿着选
票，一边仔细阅读展板上感动人物的
介绍，最终为自己心目中的感动人物
投票点赞。

一段段感人至深的事迹打动了现

场不少市民。刚刚将选票投进投票箱
的重庆市第九人民医院骨二科护士长
陈兴春告诉重庆日报记者，这次“感动
重庆十大人物”的候选人里面有自己
的同事邵智，“他用汗水和努力，为“星
星孩子”点亮了希望之光，是我们身边
的楷模，我们也将以他为榜样，努力钻
研业务、提高技能，为患者带来更多的
优质服务。”

市民杨福群在投票后表示，候选
人的事迹让他很受感动，特别是12号

罗倩小朋友，家庭困难，年仅10岁就
要照顾家人，学习成绩又好，尤其值得
现在的小朋友学习。

重庆日报记者了解到，接下
来，北碚区还将在各街镇场镇、市区
商业中心、车站、医院、学校广泛开
展20名候选人的事迹宣传活动，设
立流动投票点，动员市民学习感动
人物提名候选人的感人事迹和崇
高精神，积极为感动人物投票点
赞。

“感动重庆十大人物”评选活动走进北碚
2000余市民现场投票 本报讯 （首席记者 张珺）记

者12月26日从市公安局交巡警总
队获悉，元旦小长假将至，我市公安
交巡警公布西永大道等158处容易
结冰起雾的路段，提醒自驾出行市
民谨慎驾驶。

交巡警提醒市民，进入冬季，高
海拔地区易出现积雪、结冰，山区河
谷路段易起雾。雾天行车要正确使
用灯光，根据能见度，行车时打开雾
灯、危险警示灯和示廓灯。同时，控
制好车速、保持好车距。当能见度
小于200米大于100米时，时速不
得超过60公里；能见度小于100米
大于50米时，时速不得超过40公
里；能见度在30米以内时，时速应
控制在20公里以下；能见度在10
米以内，建议将车辆停靠在安全位

置，待雾散后再行驶。另外，雾天行
车还须注意行人和非机动车，勤按
喇叭可提醒行人和靠右行的非机动
车。

在高海拔路面行驶时，如果未
装防滑链起步困难，可在驱动轮下
铺垫沙土。在光滑结冰路面上行
车，应使用低速挡缓慢通行，如需在
光滑结冰路面提高车速，应逐渐加
速。尽量避免紧急制动和急打转向
盘。

在积雪路面行车时，应根据地
势和路旁树木等标志进行判断，适
当控制车速，沿道路中心线或积雪
较浅的路面行驶。在雪已压平的道
路上，要特别防备滑溜，上坡前应尽
早换用低速挡，下坡必须利用发动
机控制车速。

交巡警提醒元旦出行市民

150余处路段容易结冰起雾
须谨慎驾驶

本报讯 （记者 白麟）“我的心愿是
有一套绘画套装，我想成为画家，现在就要
为自己的梦想打下坚实的基础。”12月26
日，在大足三驱镇铁桥小学举行的“新时代
话新梦想”活动上，该校五年级一班的学生
杨俊豪，在心愿卡上写下了自己的心愿和
梦想。

随着新年的临近，连日来，国网重庆市
电力公司在全市范围内开展了“国网情暖
春苗心 新时代话新梦想”关爱留守儿童
主题活动。42支国家电网红岩青年志愿
者服务队队员，分别走进我市100所国家
电网春苗之家，与5000余名留守儿童共同
参与了“我有一个梦想”小小演说家、新年
游园会、“一封家书”、趣味运动会等活动。

大足三驱镇铁桥小学共有470余名
学生，其中留守儿童占到了7成。在26
日活动现场，志愿者和孩子们一起精心制
作了心愿树、心愿卡，共同许下新年心愿，
并在市电力公司系统广泛招募志愿者帮
助孩子们实现心愿。此外，志愿者还为孩
子们送去了保暖袜、保温杯、各类书箱和
学习用品。

当日，合川三庙小学的6位留守儿童，
在市电力公司志愿者的带领下，来到南坪
上海城的天才梦工厂，通过现场扮演游戏，
体验了消防员、厨师等各种职业。该校四
年级的学生张嫒媛，此前在学校组织的“我
有一个梦想”小小演说家竞赛上获得了第
一名。她说，她的梦想就是学雷锋。“未来
我可能当不了消防员，但我也一定会尽自
己最大的力量去帮助别人。”

42支志愿服务队走进100所春苗之家

与5000名留守儿童共绘新年梦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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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 杨艺）元旦节
临近，全市蔬菜供应如何？重庆日
报记者12月26日从双福国际农贸
城获悉，该市场通过积极动员客商
组织货源入场、密切联系“供渝蔬菜
基地”等措施，日进蔬菜量达到
6000余吨，将有效保障节日期间全
市“菜篮子”量足价稳。

据悉，为保节日供应，双福农
贸城成立了保供稳价工作组，24
小时不间断对蔬菜进出场量、场
内交易价格、农产品质量安全等
进行检测、监测，以便适时调配货
源。

在菜源方面，农贸城设立了菜
源储备联络员，和客商采取“一对
多”方式对接，了解各产地菜品上市

时间、产量、价格走向等，并积极动
员客商组织货源入场销售；同时，密
切联系农贸城授牌的宁夏、海南、云
南等14个“供渝蔬菜基地”，动员基
地入场直销，为节日期间的重庆市
场提供丰富菜品。

“当前，市场内蔬菜交易均价为
每公斤4.4元，与去年同期持平，部
分菜品价格略有下降。受好天气影
响，预计元旦节期间本地蔬菜和外
地蔬菜菜源丰富，而白菜、萝卜等品
种的大量上市将有效稳定整体蔬菜
价格。”双福国际农贸城蔬菜市场相
关负责人介绍，本月以来，市场日均
蔬菜进场量为6482吨，同比增加
695吨，增幅达12%，满足了75%主
城市民的蔬菜需求。

元旦“菜篮子”供应有保障

本报讯 （记者 杨铌紫）12
月26日，由市外办主办的“海外安
全 领保护航—重庆市海外领事保
护宣传活动”正式启动。

近年来，随着对外开放格局不
断扩大和“一带一路”建设深入推
进，越来越多的重庆市民和企业走
出国门。截至12月20日，我市今
年共有1813820人次出国境，比去
年增长了2.59%，与此同时，国际安
全形势复杂多变，海外安全突发事
件多发频发。

启动仪式上，外交部领事保护
中心参赞赵岩提醒广大市民，中国
公民在国外遇到困难、安全与合法
权益受到损害时，可向中国外交部
和驻当地使领馆寻求协助，或是拨
打外交部全球领事保护与服务应急
呼叫中心12308热线，24小时向海
外中国公民和企业提供领事保护咨
询与服务。

市外办相关负责人介绍，在
外交部和市委、市政府的领导下，
我市开展了大量海外领事保护工
作，有效维护了我市市民和企业

机构在海外的合法权益。比如，
在预防性领保工作方面努力创新
方式方法，今年已分别在我市教
育系统和旅游系统开展海外安全
专项宣讲；利用西旅会等活动，向
广大市民宣讲海外安全和领保常
识；在政府网站、微信公众号等新
媒体，及时转发外交部安全预警信
息；市公安局利用出境办证窗口广
做宣传，市教委组织对我市出国留
学人员进行培训，市旅游局将海外
安全专题纳入领队培训课程，市
商务委严把企业对外投资审批关，
积极开展企业安全督查工作，对落
实企业境外安全主体责任发挥了
重要作用。

活动仪式上，播放了重庆市海
外宣传短片，并为此专门设计了一
个名为“领宝”的拟人化卡通形象作
为我市宣传海外安全常识的小小宣
传员。接下来，市外办还将围绕“领
宝”策划一系列公众参与的活动，让
更多市民了解海外安全和领事保护
基本常识，不断提升海外安全意识
和应急处置能力。

我市启动海外领事保护宣传活动

提升市民海外安全意识和
应急处置能力

12月26日，在双福国际农贸城，从“供渝蔬菜基地”运来的蔬菜正在卸
货。 记者 张锦辉 摄

本报讯 （首席记者 张珺）“这一
刻，我以站立的姿态迎接我的而立之年，
感激所有给我关爱和帮助的人们，带着
我青春的热血和梦想，自信而又坚定地
走向明天……”12月26日上午，在火车
车轮下勇救老人的徐前凯，站在中国铁
路成都局集团有限公司重庆铁路办事处
礼堂作报告。经过近6个月的治疗，徐
前凯康复出院，回到同事们身边。

徐前凯是中国铁路成都局集团有限
公司重庆车务段荣昌站车站值班员。今
年7月6日，他在荣昌站进行调车作业，
当推进车列运行至车站联络线K293+
580m处时，发现前方有位老人突然横
穿铁路。眼看车列就要撞上老人，徐前
凯立即发出指令指示司机停车，并吹哨
提醒老人避让，但老人没及时作出反
应。千钧一发之际，徐前凯果断从运行
车列上跳下，抱住老人腰部奋力将其推

出轨道外。尽管司机已采取紧急停车措
施，但徐前凯已无时间避让，被未停稳的
车列轧断了右腿，致膝盖以上高位截
肢。而那位老人只是轻微擦伤。

12月7日，在西南医院完成了假肢
安装及调试，徐前凯又回到荣昌区人民
医院进行后续康复训练。据主治医生介
绍，从脱离危险期到依靠双拐下地行走，
从右腿伤口完全愈合到穿上义肢独立行
走，徐前凯始终保持着乐观的心态，积极
配合治疗，日前已经康复出院。

徐前凯的英勇壮举被本报在内的媒
体广泛报道后，在社会引起了强烈反响，
传递了满满的正能量。中央文明办、重
庆市、中国铁路总公司、中国铁路成都局
集团有限公司分别授予徐前凯“中国好
人”、“见义勇为先进个人”、“优秀共产党
员”、“劳动模范”等荣誉，倡议社会各界
向徐前凯同志学习。

经过近6个月的治疗

救人英雄徐前凯康复出院

报告会上的徐前凯。 （铁路部门供图）

本报讯 （记者 夏婧）12月
26日，“戏剧艺术人生台上台下照
片视频巡回展”在重庆市人民大礼
堂开展。本次展览精选了厉慧森、
夏庭光、刘卯钊、王成德、唐政五位
老艺术家的戏剧作品及演艺生涯图
片、视频资料等珍贵展品，聚焦艺术
家的台上台下，展现他们精彩的艺
术人生。

此次活动由渝中区文联、市人

民大礼堂管理处主办。旨在对传统
戏剧艺术的生存现状进行一次梳理，
同时也让更多市民了解戏剧艺术。

昨日，来到现场的老艺术家唐
政表示，此次活动正是对传统文化
的传承，他还当起了现场的讲解员，
讲述自己从事了50多年的木偶艺
术的经历。

据悉，此次活动将持续至2018
年1月9日。市民可免费参观。

去人民大礼堂
看老戏剧家的艺术人生本 报 讯 （记 者 龙 丹 梅 通 讯 员

刘恒旺）“山沟沟，烂泥路，贫困农户需帮
助。有的送树苗，有的送家畜，种植养殖能
致富，再修一条致富路。”连日来，像这样为
脱贫创作的儿歌等艺术作品唱遍了城口县
25个乡镇。

今年，该县以精准扶贫精准脱贫为主题，
创作了一系列文艺作品，艺术呈现了城口扶
贫脱贫进程中的动人故事和可贵精神，在潜
移默化中提振了贫困群众的精气神。

城口县委宣传部相关负责人介绍，城口
除多次邀请国家级、市级骨干文艺家赴城口

采风创作，今年出版了以“脱贫先立志，致富
当自强”为主题的脱贫儿歌集《幸福歌儿满山
坡》，发行量超过了1万册。

为助力贫困群众精神脱贫，城口还大力
开展文化惠民和文艺扶贫活动。今年以来，
开展774场（次）文艺巡回演出，惠及全县8
万余名群众。其中，每场文艺演出都紧扣精
准扶贫精准脱贫主题，精心组织编排节目，既
反映了城口的乡风民俗，又宣传了脱贫攻坚
政策，让贫困地区贫困群众实实在在感受到
党和政府的温暖，鼓舞了他们昂扬向上、自强
不息的精神斗志。

城口创作一批文艺扶贫作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