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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用坚守谱写德与孝的好男
儿——荀治福

荀治福，男，46岁，万盛经开区东林
煤矿工人。

荀治福每天下班后，便匆匆往家
赶，因为家里有两位老人在等待他的归
来。一位是身患尿毒症的母亲，一位是
已瘫痪在床9年的伯伯。提起伯伯，他
说，伯伯是他生命中非常重要的人，从
小伯伯就把他当亲生儿子一样疼爱，特
别是父亲去世后，他对伯伯更加依赖。
如今每天回到家，荀治福顾不上换下工
作服，就先给伯伯换纸尿裤，再搀扶母
亲到卫生间，清理妥当后，又赶紧到厨
房煮饭……每天这样紧凑的节奏被他
安排得有条不紊。多年来，荀治福对两
位老人不离不弃，悉心照顾。荀治福说
他会不遗余力、争分夺秒和时间赛跑，
让二老在有生之年感受更多关怀和温
暖。

二、将巨款“完璧归赵”的饭店老
板——程自福

程自福，男，55岁，大渡口区茄子溪
街道惠丰社区居民。

2018年12月6日晚，程自福在自
家火锅店里发现一个装有16万元现金
的手提袋，他第一时间联系社区负责人
一同寻找失主，冒着寒风前往反映情
况，并多渠道发布招领信息。最后寻找
失主未果的他只得回家等消息。直到
第二天一早，在得知失主身份已确认的
消息后，他快速赶到社区，将16万元现
金归还给失主，并婉拒感谢费。多年
来，他多次捡到顾客手机、皮包，都想尽
办法归还给失主，前年还捡到了20余
万元现金，也在社区的帮助下“完璧归
赵”。此外，他坚持多年为流浪人员免
费提供餐食，11年来诚信经营火锅店，
受到群众好评。

三、投身公益捐款捐物20余万元
的九旬老红军——渠吉堂

渠吉堂，男，98岁，原四川省东印农
场（现重庆市垫江监狱前身）离休干部。

渠吉堂，1937 年 4 月参加革命，
1938年8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参加了
平型关大捷、百团大战、淮海战役、渡江
战役等战斗，1949年6月随二野十一军
九五团进军西南，1965年4月调任四川
省东印农场（现重庆市垫江监狱前身）
任副场长直至1981年离休。离休后的
他并没有坐享清福，而是投身公益，积
极为灾区、希望工程捐款捐物20余万
元，缴纳特殊党费2.3万元。4年前，他

拿出1万元资助一名大学生，并在该生
大二至大四期间，每学期资助6000元
助他完成学业，今年他还将资助一名贫
困大学生。渠吉堂常说，他深深爱着党
和国家，是党和国家给予了他很好的照
顾，他将发挥余热，多做好事善事，回报
社会。

四、带领村民脱贫致富的“笔杆
子”——曾堰

曾堰，男，36岁，城口县委宣传部理
论科科长、城口县明通镇乐山村驻村第
一书记。

曾堰赴明通镇乐山村从事驻村扶
贫工作以来，用笔写满了268张便签
纸，记录着群众反映的困难等情况。去
年8月，曾堰担任第一书记，需要解决的
事情更多了，他就根据贫困户家庭实际
情况编写对联，鼓励他们立志脱贫。如
今，乐山村正建设以中药材为主的高山
产业带、以红薯为主的中山产业带、以
蔬菜为主的低山产业带和蜜桃种植基

地，发动群众种植中药材400余亩，全
村建卡贫困户由62户减少为5户。

五、十年默默慈善行的温暖“五角
星”——毛昕

毛昕，男，45岁，重庆两江新区保税
港区港欣资产经营管理有限公司车辆
管理员。

一位女孩被病痛折磨，“五角星”给
她希望；一位老人独居几十年，“五角
星”给他温暖……“五角星”总是不断出
现，且默默赠予。他是谁？几乎成了每
位受助者的“心病”。直到一位女孩通
过媒体终于找到“五角星”——毛昕。
多个社会组织都曾收到过“五角星”的
捐款，有失去孩子的妈妈甚至接受了

“五角星”近10年的帮扶。毛昕表示，
自己当过兵，国旗上的五角星是他的信
仰，让他觉得温暖。他带着这份温暖，
十年慈善路，善行遍全国。

六、危急时刻上演“生死时速”的内
科医生——姜小波

姜小波，男，35岁，合川区人民医院
呼吸内科医生。

3月11日，姜小波乘动车去新桥医
院进修时突遇一女乘客腹痛难忍，此时
动车已到达重庆西站，“患者血压太低，
脉搏微弱，必须马上送医！”说完他立即
与乘务员一起带着患者坐上出租车赶
往新桥医院。然而遇上大堵车，此时患
者脸色苍白，脉搏微弱。姜小波见状急
忙将其背到最近的一家私立医院，经检
查确认为妇科大出血，医院立即用120
救护车将患者送往新桥医院。同时，姜
小波联系新桥医院做好手术准备。到
达后，又一起帮忙将患者送入手术室。
据了解，患者出血量高达4000毫升，经
手术后脱离了生命危险。出院后患者
对姜小波给予书面感谢，他却说：“救死
扶伤是使命，是每一位医者的初心！”

七、废墟下合力救人的热心人——
李凤举、廖伟

李凤举，男，54岁，綦江区三江街道

第五村村民；廖伟，男，43岁，綦江区三
江中学教师。

2018年10月15日，在綦江区三江
中学后门长下坡路段，一辆越野车刹
车失灵，冲到重冶社区居民梅高育家
的屋顶上。正在家中的梅高育、李秀
华夫妇和不到两岁的孙子被垮塌的墙
体压得无法动弹，非常危险。李凤举、
廖伟闻声赶来，毫不犹豫冲进屋内徒
手挖刨石块救人。屋内的水管、电线、
天然气管道都破裂了，随时有漏电和
其他危险，他们果断用钳子将电线两
端夹断，经过争分夺秒、通力协作，最
终成功将伤者救出。随后，李凤举因
体力不支，血压突然升高，便赶回家吃
药。廖伟不顾自身伤势继续和邻居们
一起将伤者送上救护车，被困人员得
到救治。

八、破译犯罪密码还原真相的“解
码人”——张镜

张镜，男，41岁，江津区公安局刑侦

支队刑事技术大队法医。
2004年，张镜毕业后，在江津区公

安局从事法医工作。15年来，每每发生
中毒身亡、分尸惨案、溺水腐尸等惨剧，
现场总会看到张镜忙碌的身影。他冲
锋上前，用医学勘察探寻真相，解开死
者的“死因密码”。干一行、爱一行，是
他的工作信条。无论是刮风下雨，还是
酷暑严寒，无论是白天，还是黑夜，山再
高、路再远，辖区哪里有刑事案发现场，
他就会出现在哪里。他所面临的工作
环境，是一般人难以体会的艰辛和承受
的心理压力。但他总说：“我是一名法
医，那就是我的战场。”

九、悉心照料年迈婆婆30余年的
孝顺儿媳——余明芳

余明芳，女，72岁，巴南区双河口镇
塘湾村村民。

30多年来全靠她柔弱的肩膀独自
撑起一个家。1998年，丈夫突然因病离
世，留下两个年少的孩子和70多岁的
婆婆。婆婆痛失爱子悲痛欲绝，整日以
泪洗面。余明芳顾不得自己伤痛，安慰
老人：“妈，人死不能复生，你放心，我会
把你当亲生父母一样，照顾一辈子的。”
就是这样简单的一席话，30余年，余明
芳一直用行动兑现承诺。给婆婆穿衣、
洗脸、梳头，每天换着花样给婆婆做饭，
陪婆婆说话，无论天晴下雨，每次出门
都不会走太远，只因牵挂着家里等着她
的婆婆……如今，婆婆已百岁高龄，余
明芳说，现在最大的心愿就是照顾好老
人，让老人安享晚年。

十、用勤劳担当撑起幸福之家的好
妻子——姚秀晏

姚秀晏，女，39岁，巫溪县花台乡八
龙村村民。

姚秀晏，一个脸上总洋溢着积极乐
观笑容的“80后”，原有一个幸福美满的
家：父母健康，丈夫外出务工收入颇丰，
一双儿女可爱懂事，家中养蚕养猪，生
活其乐融融。可好景不长，姚秀晏母亲
去世，丈夫受伤双眼失明，父亲年近70
岁高龄。从此姚秀晏咬紧牙关，独自承
担起家庭的重担。虽然有政府的帮扶，
但她更努力地支撑这个家。现在她每
天悉心照料丈夫，接送孩子在离家6公
里的学校读书，忙里忙外，没有怨言。
她还发动周围群众，树立自立自强的信
心，克服“等靠要”思想，把政府的帮扶
转化成自身脱贫致富的动力。

（记者杨铌紫整理，图片由市委宣
传部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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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 杨铌紫 实习
生 李宁）平凡孕育伟大，感动传递力
量。6月28日，2019年第四期“最美巴
渝·感动重庆月度人物”揭晓仪式在万
盛经开区举行。来自两江新区坚持十
年默默慈善行的温暖“五角星”毛昕、城
口县带领村民脱贫致富的“笔杆子”曾
堰、万盛经开区用坚守谱写徳与孝的好
男儿荀治福等十人荣获“最美巴渝·感

动重庆月度人物”称号，并分享了他们
的感人故事。

“我在小学的时候就喜欢五角星，
它代表着希望和光明。”分享会上，毛昕
说，国旗上的五角星是他从小到大的信
仰，这也是为什么自己会化名“五角星”
去资助别人的原因。

毛昕的行善之路已经十年有余，包
括只身参与救灾、帮助抗战老兵、资助

贫困家庭、购买生活物资送到偏远山区
等。当问及已经帮助过多少人时，毛昕
表示“自己也记不清了，只是做了微不
足道的小事”。接下来他计划与南京等
地的慈善机构合作，在行善这条路上继
续走下去。

来自城口县明通镇乐山村驻村第
一书记曾堰也分享了自己的故事。在
曾堰家中的墙壁上贴着268张便签，这

些便签上记录的都是乐山村村民反映
的困难情况，他担心自己忙起来会忘记
群众的诉求，便将便签贴在墙上最显眼
的位置。据曾堰介绍，自担任第一书记
以来，全村建卡的贫困户已经由62户
减少为5户，他也被村民们称为“笔杆
子”。

回想起第一次到乐山村的情景，曾
堰仍然心有余悸——上山需要走四个

小时，每次都要手脚并用爬上去，下山
时在朋友圈会发一句话：山高人为峰，
行者无疆。因为担心自己摔下山崖就
再也回不去了。

为帮助村民脱贫，他根据贫困户
家庭实际情况编写对联，增强大家的
脱贫信心。曾堰为村民书写对联60多
副。如今，乐山村正建设以中药材为
主的高山产业带、以红薯为主的中山

产业带、以蔬菜为主的低山产业带和
蜜桃种植基地，发动群众种植中药材
400余亩。

“感动人物的事迹对我们年轻人起
到了很好的教育和示范作用。”一位在
基层工作的“90后”选调生杨鑫在听完

“笔杆子”曾堰的故事后说，现场很多人
物的经历都让她非常感动，自己在以后
的基层工作中，会更加扎实细致做好服
务工作。

2019第四期感动重庆月度人物揭晓

一起来聆听他们的感人故事

荀治福 程自福 渠吉堂 曾堰 毛昕

姜小波 廖伟（左）、李凤举（右） 张镜 余明芳 姚秀晏

本报讯 （记者 杨铌紫）6月28
日，来自我市各区县的40对优秀困境
儿童与爱心妈妈代表齐聚市妇女儿童
培训活动中心，共同拉开了“快乐成长
营——关爱儿童假期培养示范活动”的
序幕。接下来的5天时间里，他们将一
起参观红岩革命纪念馆、两江机器人展
示中心、重庆汉海海洋公园等地，过一
个愉快而有意义的假期。

今年12岁的刘鹏来自酉阳，在他7
岁的时候，爸爸因为饮酒过量而离开了
他，妈妈是聋哑人，在他8岁时离家出走
后至今下落不明，从此他和哥哥、妹妹
就寄居在亲戚家。长久以来，爸爸妈妈
这两个词，在刘鹏的心里越来越陌生，
直到2018年9月，爱心妈妈席丽柔走进
他的生活，让他冰冷的心感受到了温
暖。

刘鹏告诉重庆日报记者，席妈妈经
常通过电话对自己嘘寒问暖，隔三差
五，都来看望他，还给他辅导作业、教他
讲卫生，陪他一起过生日。

据了解，“快乐成长营——关爱儿
童假期培养示范活动”是市妇联按照市
委精准扶贫工作要求，将儿童关爱服务
公益活动落到实处的重要举措。活动
已持续开展5年。

关爱儿童假期培养示范活动启动

本报讯 （首席记者 周尤）为了
让留守儿童的暑假生活更加安全有趣，
6月28日，由市委宣传部、市文明办牵
头，石柱县中益乡和中建二局西南分公
司主办的“爱心进农家”扶志扶智助力
脱贫攻坚行动在石柱县中益乡举行，成

立了免费兴趣托管班“超越梦想培育课
堂”。

据了解，“超越梦想培育课堂”由假
期学业托管班、兴趣阅读图书室组成。
托管班依托中益乡师资力量，在龙河村
设立示范课堂，针对当地小学一年级至

初中三年级的孩子进行长期免费的学
业托管，每周开设2-3次课程。

目前，首期托管班已招到30名学
生。中建二局西南分公司还设立“超越
梦想培育计划”扶贫基金，为龙河村优
秀学子每年发放奖学金和助学金。

石柱中益乡为农村留守儿童开暑期免费托管班

6月27日，从第十二届中国
管理科学大会上传来消息，重庆
真语者企业管理咨询有限公司被
中国管理科学研究院企业管理创
新研究所授予“国家管理创新型
示范基地”，并被评为“中国企业
管理咨询行业管理创新示范单
位”。

重庆真语者公司是一家专
业从事企业创新管理咨询服务
的企业，近年来，该公司运用金
种子管理这一创新型管理模式，
为近2000家中小企业提供管理

咨询服务，横跨制造、商贸、广告
等30余个行业，足迹遍布重庆、
北京、江西、浙江、河北、河南、台
湾等地，让广大的中小企业获得
管理上的转型升级和长足发展。

金种子管理通过帮助企业
解决二次分配和多次分配的管
理难题，从而让企业真正实现

“解放老板，成就员工”的生态管
理，使员工与企业形成利益共同
体、事业共同体和命运共同体。

“实行金种子管理以后，企业发
生了很大的变化。由于年初就

明确了年终奖的发放原则和金
额，员工奋勇争先，2018年公司
营业额超过1000万元，比上年
增加了520万元。”武汉众秦广
告公司老板高澜说。

“当前很多企业都面临着二
次创业和转型升级的难题。我
们将继续运用金种子管理服务
更多的中小企业，从改善企业管
理入手，助其早日实现转型升
级。”中国管理科学院企业管理
创新研究所兼职副所长、金种子
管理开创者龚千友说。 杨兴富

我市一企业被授予“国家管理创新型示范基地”
根据《招标拍卖挂牌出让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规定》，现对以下拟供应宗地按挂牌出让年限50年予以公告，公告时间为2019年6月28日9:00至2019年7

月17日17:00。土地供应方将挂牌出让。挂牌开始时间为2019年7月18日15：30，挂牌截止时间为2019年7月29日15：30。
详情请登录重庆市南川区公共资源综合交易网站： http://jyzx.cqnc.gov.cn/html/9/Index.shtml
联系电话：（023）71413398 联系人：戴先生 重庆市南川区公共资源综合交易中心

重庆市南川区公共资源综合交易中心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挂牌出让公告
南川交易（土地）告字[2019]8号

编号

NC2019
让-5-2-3

NC2019
让-4-3-4

NC2019
让-4-3-5

NC2019
让-4-3-6

地块名称

重庆中医药科技产
业园组团B03分区

01/01地块
南平组团A3分区

13/01地块

南平组团A10分区
02/01-B地块

南平组团A10分区
02/01-C地块

建设用地面积

98.52亩（65680㎡）

51.03亩（34021㎡）

72.14亩（48090㎡）

41.55亩（27699㎡）

规划指标要求

容积率≥1.0（不得大于1.5）；建筑密度≥30%。其它规划条件按渝
规南条件函〔2018〕0505号执行。

容积率下限控制应符合国家有关规定，上限按1.5控制；建筑密度≥30%。其它规划条件按渝规南条件函〔2019〕0501号执行。
容积率下限控制应符合国家有关规定，上限按1.5控制；建筑密度≥30%；公共服务设施：A10-02/01地块综合考虑配套开闭所。
其它规划条件按渝规南条件函〔2018〕0520号执行。
容积率下限控制应符合国家有关规定，上限按1.5控制；建筑密度≥30%；公共服务设施：A10-02/01地块综合考虑配套开闭所。
其它规划条件按渝规南条件函〔2018〕0520号执行。

用地
性质

二类工业用地

二类工业用地

二类工业用地

二类工业用地

出让
年限

50年

50年

50年

50年

竞买保证金
（万元）

635

435

840

485

起始价
（万元）

635

200

200

150

中冶赛迪在全国打造上千个智慧工地
6月23日，在渝北区仙桃数据谷项目建设现场，环境管理系统显示着实时采集的风向、风速等数据，通过中冶赛迪研发的

“轻筑智慧工地云”平台系统，可启动雾炮机等及时治理污染。目前，该平台系统已在全国上千个工地投用。记者 张锦辉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