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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 夏元）9月
17日，记者从市经信委获悉，国
家工信部日前发布第四批绿色
制造名单，其中我市有21个单位
及产品榜上有名。入选企业可
在专项建设基金、绿色信贷等方
面优先获得支持。

此次入选榜单“绿色工厂”的
共有10家渝企，分别是为广州双
桥（重庆）有限公司、双钱集团（重
庆）轮胎有限公司、中国船舶重工
集团海装风电股份有限公司、重庆
惠科金渝光电科技有限公司、重
庆蓝黛动力传动机械股份有限公
司、重庆美心·麦森门业有限公
司、重庆前卫科技集团有限公司、
重庆ABB江津涡轮增压系统有限

公司、重庆紫光国际化工有限责
任公司、重庆宗申通用动力机械
有限公司。

入选“绿色产品”的9项产品
包括重庆长安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的 第 二 代 逸 动 、CS35PLUS、
CS55、CS75等 4个产品，重庆机
床（集团）有限责任公司的直驱高
速干切滚齿机、数控高速滚齿机、
数控万能磨齿机、数控剃齿机等
4个产品，以及双钱集团（重庆）
轮胎有限公司的全钢丝子午线载
重轮胎。

另外重庆两江新区水土工业
开发区被评为绿色园区，重庆宗申
发动机制造有限公司被评为绿色
供应链管理示范企业。

国家第四批绿色制造名单发布

重庆21个单位及产品上榜

“我的两份申请书，字迹有些不
同。”9月10日，记者见到两江新区公
安分局刑侦支队刑事技术大队教导员
陈冰时，他拿起手机，翻出两张照片给
记者看。

这两张照片，是陈冰的入党申请
书和入党转正申请书。入党申请书是
2005年他用右手写的，而入党转正申
请书是6年后用左手写的。

这背后，是一段令人心痛的往事：
2010年，在勘查一起变压器被盗案现
场时，陈冰被1万伏高压电击中，痛失
右臂；2011年，他在病床上，用左手一
笔一划写下入党转正申请书……

写在小学生作文本上的
申请书

“我作为新时代的人民警察，自愿
申请加入中国共产党，为了更好地为
人民服务，为了更好地为社会发展保
驾护航，我愿意接受党组织对我的考
验……”2005年春，24岁的陈冰用右
手郑重地写下了这份入党申请书。

6年后的又一个春天，在家养病的
陈冰，用左手在作文本上一笔一划写
下他的入党转正申请书。

入党申请书的字迹行云流水，而
入党转正申请书的字迹截然不同，少
了飘逸，却也十分工整。

“写入党申请书时，我的身体还是
健全的，用右手写字。”陈冰告诉记者，
入党转正申请书，是他坐在病床上，忍
受着身体上的痛苦写下的——那时他
已经截肢，刚开始练习左手写字不久，
时常会写错字。为了写下这份入党转
正申请书，他记不得换了多少张纸；为
了防止写歪，不得不用小学生的作文
本来写。

“作为一个警察，每一次处警，每
一次破案，每一次为民解忧，都是对党

‘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

兴’初心的深入阐释，对‘对党忠诚、服
务人民’的具体实践。”陈冰说，他的想
法很简单，从群众最关心的“小案”入
手，从社会最关注的“大案”突破，用努
力与坚守来实现人生价值，践行庄严
神圣的入党誓言。

把自己训练成“天生的
左撇子”

时间回溯到2010年4月8日，在
勘查一起变压器被盗案现场时，陈冰
不幸被1万伏高压电击中，当场昏厥。
12个小时的手术，陈冰醒来后发现右
臂没了，右腿也动不了——右臂截肢、
右腿永久性功能障碍，被鉴定为三级
伤残。

陈冰不想装假肢、不想坐轮椅，他开
始了艰难的康复训练。摔倒、爬起，摔
倒、再爬起……经过200多天康复训练，
他从轮椅上站了起来，开始一瘸一拐地
行走，并逐渐学会了各种左手技能，写
字、打字、穿衣、洗漱，还能下厨做番茄炒
蛋，独立生活没有问题。对此，他得意地
说：“好像我天生就是左撇子。”

身体渐渐康复，陈冰萌生了回警
队的想法。2011年11月的一天夜里，

陈冰又一次和父亲谈起：“我从小就想
当警察，不能就这样放弃。”

出院后经过一年半的锻炼和训
练，2012年12月，陈冰如愿回到了他
朝思暮想的警队。重返岗位之初，他
总是受到各种特殊关怀。因为右腿不
便，单位特批他可以坐出租车上下班，
可以采取弹性工作制。

陈冰婉拒了单位的特殊照顾，为
此，他付出了巨大的艰辛和努力。为
避开出行高峰，每天早晨5点刚过他就
起床，为的是赶上第一班轻轨，晚上8
点才踏上回家路。同事们开玩笑说，
明明可以在家养伤就拿钱，为什么还
要来上班？陈冰说：“我来当警察，不
是为了赚多少钱。不忘初心，就是没
有忘记我们选择穿上警服的那颗心。”

“我爱这身警服，也深知
使命和责任”

顾及陈冰的身体，单位不让他跑
外勤，但陈冰坚持不当“坐堂先生”，遇
有大要案都主动请缨到一线。

有一次，一工厂女工在房间内遇
害。看着同事们赶往现场勘查，陈冰
坐不住了，请同事载他到现场。

案发现场环境复杂，线索不清
晰。根据血迹走向和喷溅方向，陈冰
判断凶手可能是从楼梯间逃走。于
是，他和同事们从26楼起对一层一层
的电梯及楼梯间进行地毯式搜索。

陈冰腿脚不方便，但仍然一路咬
牙坚持走到车库，此时，他的腿部已经
红肿。功夫不负有心人，他和同事们
在地下车库发现了血迹，并由此顺利
侦破案件。

重庆夏天气温高，普通民警长时
间在户外做现场勘查都会有些受不
了，但陈冰往往一干就是几个小时，取
证、编号、检验、存档。这些需要两手
协同的技术活，陈冰通过无数次练习，
单手就能胜任而且做得很好。

“能够继续在工作岗位上发挥自
己的才智和力量，为打击违法犯罪作
出贡献，这让我十分有动力，甚至忘记
了身体的疲惫。”陈冰说，“我一直没忘
记选择报考中国刑警学院时的初心。
我不是什么英雄，只是对警察这份职
业爱得更深一些。”

近年来，陈冰先后整理刑事案卷
5000余份，从中分析线索直接破案30
余起；用左手敲出15篇共计5万余字
理论文章；直接参加勘查各类重大刑
事案件和疑难非正常死亡事件50余
起，先后参与破获10余起大要案件，协
助抓获嫌疑人20余名……

当上大队教导员后，陈冰将工作
的重心放在了加强队伍思想政治工
作、激发民警工作积极性上。“随着庆
祝新中国成立70周年的时间一天天临
近，我们的日常工作也越来越重，疏导
民警缓解压力，更好工作，是我现在的
重点。”

“你后悔过吗？”
“不后悔，而且以后也不会后悔。”
“为什么？”
“我爱这身警服，也深知这身警服

所带来的使命和责任，以及可能面临
的危险和困难。谁也无法预知自己的
命运，有的同事甚至为这身警服付出
生命。我很幸运，还能在自己喜欢的
领域一展所长，我不后悔。”陈冰这样
回答记者。

80后独臂民警陈冰——

两份申请书 见证从警情
本报记者 周松 实习生 钟婷婷

陈冰在整理档案。 （受访者供图）

本报讯 （记者 颜若雯）民
企发展有些什么困难？政府有关
职能部门都能联系上吗？9月16
日，记者从九龙坡区人大常委会了
解到，该区在杨家坪街道渝隆大厦
设立了全区首个人大代表民企联
络站，收集民企诉求及意见建议，
并定期举办论坛活动。

渝隆大厦共29层，楼内多为
民营企业办公室。今年8月，九龙
坡区人大代表、龙商融资担保公司
董事长刘波腾出位于该楼内的部

分办公空间，用作人大代表民企联
络站工作场地。联络站设有站长
一名、副站长两名。目前，联络站
已规划了今年下半年论坛活动内
容，活动每月举办一次，包括组织
民企到九龙园区参观学习、举办税
收知识讲座等。

目前，杨家坪街道已建成1个
代表之家，1个特色代表联络站，
11个社区代表工作室，24名人大
代表全员进“家（站）”进“室”，形成
了广泛的民情联系网。在九龙坡
区层面，各镇街坚持因地制宜、方
便选民原则，建成“人大代表之家”
20个，代表活动站、民情联络点
156个。

九龙坡设立
人大代表民企联络站

本报讯 （记者 杨永芹）公
共资源交易是经济运行、营商环
境的“晴雨表”。9月17日，记者
从重庆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获
悉，该中心开展“五减三强化”专
项行动，让利市场主体，1-8月，共
完成各类项目交易11390宗，交
易额2333亿元，同比增长15%，
为国家社会溢价节支165亿元，高
于去年同期29个百分点。

针对公共资源交易全链条现
状，重庆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实
施“瘦身健体”，开展“五减”，即减
环节、减材料、减时间、减跑腿、减
成本。以减环节为例，该中心将
工程招标投标和政府采购交易制
度、流程等事项从67项缩减至45
项，现场办理环节由21个减少至

4个，产权交易受理审核链条由
最多的5个压缩为1个。

“三强化”则是强服务、强保
障和强监督。重庆市公共资源交
易中心通过完善重庆市公共资源
交易网网上交易和服务流程，上
线“重庆公共资源交易”移动端
App，建立13套智能子系统，开设

“董事长信箱”等，完善内部考核
机制等举措，让市场活起来，提升
了辐射力。

数据显示，目前，重庆市公共
资源交易网站每周访问量达60万
人次，较整合之初增长47倍。同
时，已建立超过5000个经常性投
资机构和投资人信息库，建立全
市统一的市场主体信息库、目前
在库企业1万余家。

重庆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实施“五减三强化”

1—8月为国家社会
溢价节支165亿元

9月15日，张孝清终于可以下地
做些家务了。

张孝清是万州区龙驹镇灯台村建
卡贫困户。前不久，重庆三峡中心医院
（集团）心脏大血管外科主任张俭荣入
户问诊，发现她心电图有问题，随即将
她送到医院作进一步检查，查出风湿性
心脏病，二尖瓣狭窄(中度)、主动脉瓣
关闭不全(中度)、三尖瓣关闭不全(重
度)等病症。

张俭荣立即对病人成功实施了手
术。张孝清告诉记者，“没有张主任入
户关心，我的病还不会被发现。”

为解决“两不愁三保障”突出问题，
今年4月以来，万州区创新开展了教师
入户助学、医师入户助医、农技师入户
助收“三师入户”活动，让因学、因病、因
缺技术致贫的贫困户稳定脱贫。

医师走进病人家

龙驹镇是全市18个深度贫困乡镇
之一，建卡贫困人口有7888人。在“三
师入户”活动中，重庆三峡中心医院（集
团）龙驹分院和 21个村居卫生室的
100余名医护人员，进村入户为贫困户
提供身体检查、健康指导、政策宣传等
服务。

“一户户问诊，一家家记录。”三峡
中心医院（集团）龙驹分院副院长王绍
忠称，全面梳理后，他们发现龙驹镇共
有高血压患者 3997 人、糖尿病患者
664人、重性精神病人191人，对这些
病人，实行随访巡诊。同时，医生还集
中对没有进行慢性病筛查的1200多人
进行了体检，符合条件的办理慢性病
证，并提供有效健康指导服务。“特别对
70户患有重特大疾病的家庭，实行列
出清单、落实到人、及时跟进，确保他们
有求必应。”

灯台村的邓宗珍患有风湿性关节
炎，因为病情较严重，不能从事劳动，病
发时全身关节疼痛，行走很困难，老伴
背不动她。邓宗珍说：“没想到‘白大
褂’走到我病床前了，暖人心啊！”

据了解，自开展“三师入户”活动以
来，万州区落实入户医师2493人，通过
入户宣传健康扶贫政策，让贫困户准确
掌握基本医保、大病保险、医疗救助等
政策；提供个性化的健康管理服务、动

态掌握目标对象的病情变化，对患有重
特大疾病或慢性病的贫困人员定期随
访管理；对走访过程中发现的问题，及
时给予医学指导或就医转诊建议。

目前，全区医师已入户走访贫困家
庭 1.37 万户，提供健康指导 2.6 万人
次，有效遏制和减少了群众“因病致贫、
因病返贫”现象。

教师走访学生家

万州区赶场初级中学教师张清有一
本厚厚的笔记本，里面密密麻麻全是她
入户走访的日记，既有孩子们的学习成
绩统计，也有孩子们的家庭情况记录。

今年上半年，张清负责的初三毕业
班有16个贫困学生。除了关心他们的
学习，她更关心孩子们的心理健康。中
考前夕，张清在工作之余，挨个走访这
些贫困生的家庭。

贫困生陈平（化名）的父母在外打
工，他跟着爷爷奶奶生活。今年老家的
房子塌了，爷爷在学校附近租了一间屋
子，祖孙三人挤在一起。张清进屋的瞬

间惊呆了，屋内横着几个泡菜坛子，陈
平正端着一碗稀饭就着泡菜，边吃边看
数学题，奶奶前些日子摔了一跤，躺在
床上不能下地。

“在学校、在课堂，那只是学生生活
的冰山一角。”张清坦言，仅从学生上学
迟到、课堂打瞌睡、作业不用心等现象
判断学生学习不努力是片面的，只有走
进家庭和他们的生活，才会了解更真实
的他们，“相比学习，贫困娃更需要身
体、身心方面的关心。”

在教师入户活动中，龙驹镇辖区的
龙驹中学、赶场中学、龙驹小学、赶场小
学4所学校分片确定责任区，392名教
师全部参与其中，让每个学生不仅有学
上，还能上好学，绝不能因贫困而失
学。对不能随班就读的重度残疾学生，
则采取“送教上门”的办法，老师定期到
家中讲课。

据统计，万州区6383名教师科学
安排时间，已走访贫困家庭1.6万户，
走访贫困学生1.72万人次，发现并分
类解决问题2800多个，实现了从幼儿

园到高中阶段的建卡贫困学生走访联
系全覆盖。

农技师田头解难题

在龙驹镇岭上村，向红兵承包了
350 亩土地。但究竟种点啥？怎么
种？他心里没底。为难之际，万州区果
树站副站长周伟来到了岭上村。

“统一规划建标准示范园。”周伟在
岭上村忙活了一周，把果园建设计划罗
列给了向红兵，“按照等高线来建筑生
产单元，同时还要完善生产便道，按2.5
米的标准硬化配备。”

周伟的专业规划让向红兵眼前一
亮，但果树生长慢，投资大，回报周期
长，他担心手头的钱撑不住。周伟又送
一计——“长短结合”栽培果树的同时，
种植收益快的蔬菜，交叉增收。

在农技师入户方面，万州区抽调
69名农业专家组成柑橘、茶叶、小水果
等8个区级专家组，由镇乡(街道)选派
农技师联系全区192个村，构建起“8+
192”农技师入户体系，为乡村产业发
展提供技术咨询，宣传产业扶贫政策，
指导新型经营主体与贫困户建立利益
联结机制，并按农事活动规律和产业发
展需要开展活动。

“各村每项产业、每户贫困户都有
对应的农技师指导。”龙驹镇党委书记
张凤政介绍，市科技局扶贫集团在内部
选出21名技术特派员，加上区农业专
家和镇农业技术人员，共有近百名农技
师在龙驹镇开展进村入户服务活动，并
围绕各村产业发展的特色提供相应的
技术培训，打通了农业产业技术服务的
最后一公里。

红肉猕猴桃仿生栽培科技示范项
目是一个高科技农业项目。作为联系
龙驹镇的农业产业科技特派员，万州区
果树技术推广站高级农艺师何才智从
项目论证、现场选址，到苗木定植、肥水
管理，几乎蹲点在了山上，成为项目顺
利实施的坚强技术支撑。

“在田头化解难题，这是农技师的
本分。”何才智说。

万州开展教师入户助学、医师入户助医、农技师入户助收

帮助贫困户稳定脱贫
本报首席记者 彭瑜

本报讯 （记者 栗园园）经
过一年多的打造，9月17日，武隆
区后坪苗族土家族乡的民族特色
村寨——天池苗寨正式开寨迎客。

天池苗寨海拔1100多米，因
常年云雾缭绕，风光独特，被誉为

“云上苗寨”，是目前我市保存最完
好的少数民族传统民居建筑群之
一，距今已有数百年历史。寨内所
建房屋大都以吊脚楼为主，内部为
穿斗式实木结构，从外部看，飞檐、
斜面、小青瓦等建筑工艺十分精
湛，古色古香，被住房城乡建设部
列入“中国传统村落”名录。

近年来，围绕“旅游+扶贫”思
路，当地在保护苗寨原有特色基础
上，打造了民宿度假住宿区、苗医

苗药体验区、特色美食加工区、民
俗文化体验区和田园山野游憩
区。同时，还恢复了苗家古式榨油
坊、酿酒坊、面粉坊、苗药坊，建起
茶肆、酒店、练歌坊和儿童乐园等
互动体验项目10余个。

后坪乡党委书记宗小华介绍，
后坪生态文化旅游资源得天独厚，
境内还拥有世界自然遗产——后
坪天坑群（包括菁口天坑、牛鼻子
天坑、石王洞天坑、打锣氹天坑、天
平庙天坑），是世界唯一的冲蚀型
天坑群，极具科考、探险和旅游观
赏价值。此外，当地还有“后坪山
歌”“后坪唢呐”“后坪木器”“神豆
腐”“嘟巴”“木姜籽油”“布艺”等市
级、区级非物质文化遗产。

“云上苗寨”开寨迎客
被住建部列入“中国传统村落”名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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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师在入户走访群众。 （受访者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