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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驾驶故障飞机平安返航的英雄机长——
刘传健

刘传健，男，47岁，九龙坡区陶家镇友爱村居
民，四川航空公司职工。

2018年5月14日，川航3U8633航班在成都
区域巡航阶段，驾驶舱右座前风挡玻璃在没有征
兆的情况下突然破裂脱落，强风，低温，失压，缺
氧，整架飞机急速下坠，情况十分危险。机长刘
传健在自动驾驶完全失灵，仪表盘损坏，无法得
知飞行数据的情况下，展示出惊人的冷静和高超
的驾驶技术，完全靠目视人工操作，并于7点46
分驾驶飞机安全备降成都双流机场，成功化解了
一场飞行灾难，飞机上119名乘客和9名机组人
员平安落地。

二、留下器官捐献遗愿的“田坎书记”——
李永波

李永波，男，47岁，已故，巴南区安澜镇城环
办副主任、驻棋盘村党委书记。

2018年4月2日晚，安澜镇突发火灾，李永
波匆匆赶至现场救火。在返回的途中，他感到
身体不适，但仍然坚持应急值班。第二天早上，
由于病情加重，李永波被送往医院治疗。4月28
日凌晨，在西南医院手术室里，李永波经救治无
效，永远地离开了人世，享年47岁。按照其生前
遗愿，李永波捐献出了他的1个肝脏、2只肾脏和
2只眼角膜。他捐献的器官如今已移植到5个人
身上。

三、致力油菜繁育事业30年的大学教授——
李加纳

李加纳，男，60岁，西南大学农学与生物科技
学院教授。

李加纳花费了30年时间，成功地培育出了
高含油量的优质油菜新品种——甘蓝型黄籽杂
交油菜。30年里，他带着团队成员在田间一株
一株地看，在实验室显微镜下一粒一粒地选，终
于在国内外率先获得了携带黄籽基因的纯黄色
甘蓝型油菜新品系。为让科研成果转化为实实
在在的经济效益，李加纳协助地方建立起3000
亩黄籽油菜杂交制种基地和10万吨黄籽油菜加
工厂，很快使甘蓝型黄籽油菜新品种实现了规
模化生产，已累计为农民和农业加工企业增收
增效100余亿元。

四、传递生命希望的造血干细胞捐献志愿者
——邹瑜

邹瑜，男，35岁，重庆青山有限责任公司职工。
2000年以来，邹瑜一直坚持义务献血，至今

已累计献血2000毫升以上。2013年，邹瑜成为
一名造血干细胞捐献志愿者。去年6月，邹瑜接
到消息，自己的造血干细胞和湖南一名血液病患
者配型成功。今年4月，邹瑜住进医院，在连续5
天注射5针动员剂后，经过4个多小时的外周血
循环，邹瑜的捐献顺利结束，共提取造血干细胞
混悬液150毫升，可以挽救那位湖南患者的生
命。捐献期间，面对浮肿、恶心等不适，邹瑜毅然
坚持了下来，只为那急切等待救治的病人送去生
命的希望。

五、屡获乘客点赞的公交司机——胡玉充
胡玉充，男，36岁，渝运集团九分公司公交车

驾驶员。
2017年4月4日，在驾驶公交车由万盛玉竹

龙宫站至腰子口站途中，他听见路边有人呼救，
得知一名男子喝农药后危在旦夕。他一刻不敢
耽搁，将轻生男子送往医院，并为其垫付1000元
医药费，由于抢救及时，轻生男子脱离生命危
险。去年底，在得知一名80岁老人突发急性脑梗
塞后，他将已驶离车站的公交车掉头返回，将病
危老人送往附近医院进行及时救助，并将身上仅
有的500元现金为老人垫付医疗费用。胡玉充助
人为乐、拾金不昧的事情还有很多，得到了许多
乘客的好评和点赞。

六、心系故乡教育事业的农民企业家——
陈本俊

陈本俊，男，52岁，海南六航建筑工程有限公
司董事长。

陈本俊初中毕业后不久，就离开了位于大足
区高坪镇冒咕村的老家，到海口打工。从建筑工地
的杂工做起，陈本俊一步步做到了产值上亿元的董
事长。事业有成的陈本俊总是寻思着如何来回报

家乡的哺育之情。2014年，他为大足区高坪镇教
育发展基金捐资10万元；2015年，他为两名白血
病患者捐资20万元；2016、2017年，他分别为大足
区高坪镇教育事业捐款100万元；2017年，他再次
出资100万元给高坪镇三所小学修建图书室。此
外，他还捐款上百万元修建村里的乡村公路。

七、义务背路人过河的朴实村民——陆忠余
陆忠余，男，47岁，涪陵区白涛街道崇山村居民。
由于麻溪河上没桥，住在河边的陆家人，便

主动背路人过河。和爷爷带父亲陆全海一样，陆
忠余十多岁时，父亲就带着他去帮助那些过河的
人。除了背人过河，他还救过不少人，有洗澡溺
水的、自行过河摔倒的、突然涨水被淹的。1998
年，陆忠余自掏腰包买来修路材料，又发动两岸
村民投工投劳，将河两侧的小路扩建成500米的
机耕道。随着农村道路不断完善，过往汽车多了
起来，不过汽车只能在枯水期从水浅的地方涉水
过河，也常陷在河床的泥沙里。他便用自己的货

车拖被困车辆，这些年至少从河里拖救了三十辆
受困汽车。

八、用生命诠释爱民情怀的“土家女”——
王明香

王明香，女，38岁，已故，石柱县六塘乡六塘
村扶贫专干。

作为一位母亲、妻子与女儿，王明香无暇照
顾儿子、丈夫与年老多病的双亲，义无反顾投入
到村委会的扶贫工作中，舍小家顾大家，把点点
滴滴的真情献给了贫困户，走遍了村里的山岭沟
坎，只为让乡亲们早日脱贫致富奔小康。2017年
11月24日上午10点50分，她在去往六塘村堰湾
组进村入户的扶贫路上因车祸不幸去世。噩耗
不胫而走，悲伤的气氛弥漫在她曾帮扶的各个村
落，一连数晚，村民自发从六塘乡的各个村落赶
来，到十多公里外的石柱县城殡仪馆为王明香守
灵守夜，寄托哀思。

九、架起警民连心桥的“片儿警”——高万禄
高万禄，男，57岁，渝中区公安分局上清寺派

出所民警。
在渝中区嘉西村社区当“片儿警”已有20年

的高万禄，工作虽然平凡，却让辖区2308户居民
都记住了他的名字，架起了警民之间的连心桥。
他面对居民有热心，哪怕是居民房漏水、社区老
人开不来门禁，邻里有纠纷，他都主动热情前
去解决困难，化解矛盾。他着手成立“联勤联控”
队伍，每周3次开展社区巡逻。为提升防控效果，
他通过安装监控摄像头、落实巡逻防控考核奖惩
机制，使社区防控模式实现由“单一防控型”向

“联勤联控的整体防控型”转变。
十、身残志坚、自立自强的“豆腐盲嫂”——

石小菊
石小菊，女，39岁，酉阳县腴地乡下腴村居民。
石小菊从小双目失明，在丈夫身患脑梗塞、丧

失劳动力的时候，她主动挑起了家庭生活的重担，
克服常人无法想象的困难，学会了制作豆腐的手
艺，成为村里远近闻名的“豆腐盲嫂”。豆腐越卖越
好，为更好地利用豆腐渣，也为了增加家庭收入，她
就买来几头小猪，利用豆腐渣养猪。去年，石小菊
卖掉的三头肥猪，就为她带来了1万多元的收入。
今年，石小菊用这几年攒下的钱，新修厨房专门用
来制豆腐，她的生活也越来越好。

事迹简介

本报讯 （记者 杨铌紫）分享感动故事，共
建最美巴渝。6月15日，2018年第三期“最美巴
渝·感动重庆”月度人物发布会在九龙坡重庆市
渝西中学举行。刘传健、邹瑜、胡玉充、陆忠余等
10人获得第三期“最美巴渝·感动重庆”月度人物
称号。

一座重庆城，很多好心人，每一次感动人物
的发布，背后则是无数感人故事的碰撞交织。今
年47岁的陆忠余家住涪陵区白涛街道崇山村9

组的跳蹬河边，他们一家祖孙三代坚持做一件事
——义务背人过河。

发布会上，陆忠余讲述了当初背人过河的缘
由。早前，河里的“跳蹬”被河水冲断后，附近的
老人、上学的小孩过河就变得十分困难，陆忠余
一家由于离河岸近，便主动担负起了背大家过河
的事。

“背人过河这件事从我爷爷那时便开始了。”
陆忠余说，一到夏天河水涨起来，河流十分湍急，

但家里人都是有求必应、随叫随到，也从未向帮
助过的人索取过任何报酬。

在淳朴家风的影响下，陆忠余很早就开始背
人过河，有时看到陷在河道中熄火的车子，也会
帮忙拖车，都从不向车主收取任何费用。

陆忠余热心助人，邻里和睦，赢得了村民的
信任和尊重，也收获了现场观众的热烈掌声。

同样，另外一位感动人物的故事也让现场观
众为之喝彩。在这位感动人物登场前，国家级非

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曾令第带来了一段原创的
评书——《非让你感动不可》，绘声绘色地描绘了
这位感动人物的英雄事迹。

近万米高空，风挡玻璃突然爆裂。强风、低
温、失压、缺氧，自动驾驶完全失灵，仪表盘损坏，整
架飞机急速下坠。机舱内有119名乘客和9名机
组人员，飞机下方是崇山峻岭，危急关头，机长刘传
健临危不惧、沉着果敢，凭借娴熟的飞机操作技能
和丰富的飞行经验，驾驶故障飞机平安返航，成功

挽救了全机人员……
一段评书过后，主持人用这样的描述介绍了

感动人物川航机长刘传健。他的出现让坐在现场
的学生们兴奋不已，因为他不仅是一名英雄机长，
更是这些同学们的学长。

刘传健是渝西中学1990年毕业的学生，尽管
离开母校20多年，再次回到学校的刘传健说，这
一切都很熟悉，还是原来的样子。“我最喜欢课后
到操场上打篮球，挥洒汗水的感觉很棒。”刘传健
感慨到，很幸运能在渝西中学度过自己的高中时
光，没想到时隔多年，又一次重返母校，与老师和
学弟学妹们相见。

不少人都关心着刘传健的身体状况，他说，
目前自己还在休息恢复中，等待接下来的体检，
时刻准备重回蓝天。作为学长，刘传健也向学弟
学妹们分享了自己的经验，他希望大家不论今后
在哪一个岗位，都能诚实善良，顽强拼搏。

2018年第三期“最美巴渝·感动重庆”月度人物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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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6月15日，原重庆市国家税务局、重庆市地方税务局合并成立国家税务

总局重庆市税务局。根据《国家税务总局关于税务机构改革有关事项的公告》（国家

税务总局公告2018年第32号），现将有关税收事项公告如下：

一、原重庆市国家税务局、重庆市地方税务局的行政、业务印章停止使用，启用

新的行政、业务印章，以国家税务总局重庆市税务局名称开展工作。相关证书、文

书、表单等文件启用新的名称、局轨、字轨和编号。

二、原重庆市国家税务局、重庆市地方税务局税费征管的工作和职责由国家税

务总局重庆市税务局承继，尚未办结的事项由国家税务总局重庆市税务局办理，已

作出的行政决定、出具的执法文书、签订的各类协议继续有效。纳税人、扣缴义务人

以及其他行政相对人已取得的相关证件、资格、证明效力不变。

三、原重庆市国家税务局、重庆市地方税务局承担的税费征收、行政许可、减免

退税、税务检查、行政处罚、投诉举报、争议处理、信息公开等事项，在新的规定发布

实施前，暂按照原规定办理。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对国家税务总局重庆市税务

局的具体行政行为不服申请行政复议的，依法向国家税务总局提出行政复议申请。

四、纳税人在综合性办税服务厅、网上办税系统可统一办理原国税、地税业务,

实行“一厅通办”“一网通办”“主税附加税一次办”。12366纳税服务热线不再区分

国税、地税业务，实现涉税业务“一键咨询”。

五、纳税人、扣缴义务人以及其他行政相对人按原规定需要向原重庆市国家税

务局、重庆市地方税务局分别报送资料的，相同资料只需向国家税务总局重庆市税

务局提供一套；按原规定需要在原重庆市国家税务局、重庆市地方税务局分别办理

的事项，同一事项只需向国家税务总局重庆市税务局申请一次。

六、启用新的税收票证式样和发票监制章。2018年6月15日前全市已印制的

税收票证和原重庆市国家税务局监制的发票在2018年12月31日前可以继续使

用。纳税人在用税控设备可以延续使用。

七、启用新的税务检查证件。原重庆市国家税务局、重庆市地方税务局制发的

有效期内的税务检查证件在2018年12月31日前可以继续使用。

八、国家税务总局重庆市税务局办公地点：重庆市渝北区西湖路9号。邮政编

码：401121。联系电话：023-67572938。网站http://www.cqsw.gov.cn。

国家税务总局重庆市税务局
2018年6月15日

国家税务总局重庆市税务局
关于机构改革有关事项的公告 序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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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地位置

渝北区观音桥组
团F分区17-2/

03号宗地

渝北区龙溪街道
红唐路地块

北碚区北碚组团
I分区I04-01/
04、I06-01/04

号宗地

巴南区木洞组团
C分区C43-1/
01、C43-1/01
(部分)号地块

规划用途

原用途

二类居
住用
地、商
业用
地、商
务用地

住宅用
地

二类居
住用地

二类工
业用地

现用途

二类居
住用
地、商
业用
地、商
务用地

住宅用
地

二类居
住用地

二类工
业用地

土地面积
（㎡）

原面积

21942

94690.58

115919

36308

现面积

21942

94690.58

115919

36308

规划部门确定的总建筑
规模（㎡）

原规模

65829

486401

231838

36308

现规模

89141.16

494606.79

324825.23

36308

规划部门确定的地上
或计容规模（㎡）
原规模

65829

406026

231838

36308

现规模

65736.37

402009.3

231838

36308

应补交
地价款
金额

（万元）

0

0

59

0

原土地使
用权人

重庆观恒
房地产开
发有限公

司

重庆市环
保建设有
限公司

重庆华润
置地渝新
房地产有
限公司

重庆新希
望饲料有
限公司

调整依据

该项目已全部竣工验收，根据房测报
告，计容建筑面积未增加，涉及部分用
途比例转换；新明确不计容建筑面积
23404.79平方米（车库20516.71平方
米，配套设施2888.08平方米），不计征
地价款。

该项目已竣工验收，根据房测报告，计
容建筑面积未增加，涉及部分用途比例
转换；新明确不计容建筑面积12222.49
平方米（车库8459.77平方米，配套设
施及架空层3762.72平方米），不计征
地价款。

根据规划部门核发的《建设工程规划许
可证》，计容建筑面积未增加，涉及部分
用途比例转换；新明确不计容建筑面积
92987.23 平方米（其中车库85254.25
平方米、设备房2581.41平方米、架空
层1271.85平方米不计征地价款），补
缴剩余地价款。

根据市规划局核发的《建设用地规划许
可证》（地字第500113201700054号）
及附图，同意该两宗地作为一个项目实
施开发建设，现土地使用权人申请合并
出让合同，统一出让年限。

接受社会监督的公告
渝地监告字[2018]16号

X181
68

X181
69

X181
70

X181
71

巴南区木洞组团
C分区C30-2/

02号宗地

九龙坡区大杨石
组团N分区N
02-4-1/03、N
02-4-2/03、
N03-2/08、
N03-3/06、
N04-2/04、
N05-9/04、

N05-1/05号宗
地

沙坪坝区小杨公
桥51号地块

渝北区人和组团
L标准分区L-
21-1号宗地

二类工
业用地

二类居
住用地

工业用
地

二类居
住用
地、商
业金融
业用地

二类工
业用地

二类居
住用地

工业用
地

二类居
住用
地、商
业金融
业用地

17984

127982

28974

29773

17984

127982

28974

29773

12588.8

473594

19399

151821

21976.62

562060.84

30102.87

151821

12588.8

473594

/

151821

20474.56

473594

/

151821

0

0

0

2801

重庆惠森
驰恒医疗
器械有限

公司

重庆盛资
房地产开
发有限公

司

重庆金美
通信有限

公司

重庆致恒
置地有限

公司

该宗地为工业用地项目，项目已全部竣
工验收，根据房测报告，计容建筑面积
增加7885.76平方米，新明确不计容建
筑面积 1502.06 平方米；根据国务院
《关于促进节约集约用地的通知》（国发
〔2008〕3号）第八条“对现有工业用地，
在符合规划、不改变用途的前提下，提
高土地利用率和增加容积率的，不再增
收土地价款”的规定，项目增加的
9387.82平方米建筑面积相应的地价款
87.8339万元不计征。

根据规划部门核发的《建设工程规划许
可证》，计容建筑面积未增加，涉及部分
用途转换；新明确不计容建筑面积
88466.84平方米（车库78153.39平方
米、设备用房7310.3平方米、配套设施
75.31 平方米、架空层 2927.84 平方
米），不计征地价款。

该项目已竣工验收，根据房测报告，计
容建筑面积未增加；新明确不计容建筑
面 积 13937.87 平 方 米（配 套 设 施
10712.39 平方米，厂房 3225.48 平方
米），按照《国务院关于促进节约集约用
地的通知》（国发〔2008〕3号）第二条
（八）项，“对现有工业用地，在符合规
划、不改变用途的前提下，提高土地利
用率和增加容积率的不再征收土地出
让金”的规定，对项目增加不计容建筑
面 积 13937.87 平 方 米（配 套 设 施
10712.39 平方米，厂房 3225.48 平方
米）相应的地价款 25.7572 万元不计
征。

经批准，该宗地规划用途比例发生变
化，补缴地价款。

重庆市国土资源和房屋管理局对以下宗地予以公告以接受社会监督，公告时间为2018年6月16日9:00－2018年6月20日17:00。公告
期结束后，原土地使用权人须在2018年7月4日前缴清应补缴地价款。若有疑问，请与重庆市国土资源利用事务中心联系。电话：63654101、
63654102、63654105（FAX），联系人：朱先生 重庆市国土资源和房屋管理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