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连日来，我市接连遭遇暴雨天气。受暴
雨影响，我市多个区县遭受洪灾。面对洪
灾，当地防汛部门及基层工作人员采取了及
时得当的救灾措施，并同时进行灾后重建。
因他们毫不畏惧的守护，人民群众的生命财
产安全才得以最大限度的保护。

綦江
70岁地灾监测员背出86岁老人

7月7日14时，綦江区扶欢镇石足村的
地灾监测员张宗国从村办公室回到一片狼
藉的家里。看着渐停的雨，熬了一宿和一个
上午的张宗国感到了些许安心。

7日凌晨，正是这名70岁的地灾监测
员，在倾盆大雨中背出了86岁的独居老人，
并通知了周边4户9人安全转移。

张宗国是石足村生家山危岩地质灾害
点的监测员。生家山危岩地质灾害点山形
比较陡峭，遇到暴雨就容易发生落石伤人。
而在山下，一条小河沟静静流过，可一旦遇
上暴雨，其势也凶。6日晚的这场暴雨，虽
然不及半个月前那么大，但也足以让张宗国
坐立不安。

7日2时过，雨点啪啪地打在屋顶上，夹
杂着雨点的风哗哗地吹进家里，张宗国意识
到危险并迅速起身出门巡查。深夜里，张宗
国独自一人走在崎岖的山道上，在不稳定斜
坡地质灾害点巡查。根据地质情况，张宗国
判断会出现滑坡。于是，在通知村委会和镇
相关部门后，他立即来到了地质灾害点涉及
的4户村民家中。

张宗国先来到了地势最低的张绍明家，
让他赶紧拉上妻子往外奔。正当大家安全
转移时，张宗国突然想起了86岁的独居老
人王泽芳。刚到王泽芳家，滑落的山石、泥
土，便混杂着树枝，从山腰处滚滚而下，堵住
了王泽芳家的前门。“不能开前门，不然泥沙
冲进去了，明天更不好清理。”风雨中，张宗
国大声喊道。

好在王泽芳的屋子有个后门，后门的
泥沙相对淤积较少，张宗国三下五除二撞
开后门，冲进屋子，背着王泽芳转移到安全
地带。

6时，天色渐亮。刚把几户村民安顿好
的张宗国接到了电话，扶欢镇国土所的工作
人员要来查看地质灾害。于是，他当起了带
路员。哪里的裂缝看起来大了些，哪里的石
头更松动，他都了然于胸，并对国土所的工
作人员细细道来。

江津
打开下水道疏通积水，20多

间店铺免遭水淹

7月4日6时30分，一股山洪从江津区
贾嗣镇祥瑞希望小学而来，流入农南街。当
地20余名党员干部立即奔赴现场，紧急疏
散群众。

“不到5分钟，农南街上积水达到了30
厘米。”贾嗣桥社区副主任邹景游根据经验
判断，水肯定会越积越深，到时候街道两旁
的店铺都会进水。于是，他叫上父亲邹开
彬、嗣桥街居民小组组长陈金、农南街的群
众李伟来帮忙。当时，积水已经很深，街道
地势低流不出去。邹景游决定把下水道井
盖打开，让水从下水道流出去。

在邹景游的带领下，4人涉险，合力打
开了农南街5个下水道井盖，并立即在井盖
四周拉上警戒线，防止群众不小心掉入下水
道。

直到10时30分，雨势渐小，山洪也小
了，积水全部清除，4人又合力盖上井盖。
当天，在当地干部群众齐心协力下，农南街
20多间店铺免于被山洪浸透淹没，大大降
低了因强降雨带来的损失。

据了解，今年6月以来，该镇遭受了多
次洪水、暴雨灾害，当地200余名党员干部
奔赴一线救灾，累计转移群众5000余人次，
最大程度挽救了群众损失、避免了人员伤
亡。

石柱
路漫社工为受灾群众“疗伤”

7月6日-7日，石柱中益乡的8名路漫

社工来到受灾群众家中，帮助清洗家里满是
泥浆的物品、安抚大家因财产损失而沮丧的
心情。

7月7日一大早，路漫社工负责人谭非
就带人来到坪坝村熬维权家里，帮忙把他家
新开的便民商店里被水淹得泥泞不堪的副
食品和生活用品清洗干净。

细心的谭非发现，熬维权的家属阮德兰
神情失落，便赶紧上前询问。“这几天下大雨
气温低，您要是感冒了，我叫人到医院帮你
拿点药吧？”

“我没有感冒，就是心情不好。你看这
些货品估计一样也卖不出去了。”谭非安抚
她说，“这些商品大部分都是塑料包装，只要
把外面洗干净了，还是不影响销售的。你放
心，我们一定帮你洗得干干净净的！”听了谭
非的劝说，阮德兰的心情慢慢好转，跟大家
一起清洗起货品来。

“这些群众基本都是首次遇到这一的情
况，我们社工的重要任务就是为他们‘疗
伤’，帮助大家尽快回复正常生活。”谭非介
绍，两天里，路漫社工们分工合作，已经帮助
20余户村民清洗了被淹物品，并及时疏导
了大家不安及沮丧的情绪。

（本组稿件由记者彭瑜、颜安、汤艳娟，
通讯员陈元媛、代华、谭华祥、粟勇采写）

暴雨中的“守卫者”

机构名称：中国平安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重庆分公司第七营销服务部
机构负责人：谢丽媛 机构编码：000018500107001
原机构住所：重庆市九龙坡区奥体路1号5幢16层1-14号
现机构住所：重庆市九龙坡区奥体路1号5幢名义层30层1号至8号房屋，31层1、

2、6、7、8号房屋
成立日期：2015年11月20日 邮政编码：400000 联系电话：15086990546
业务范围：承保人民币和外币的各种人身保险业务，包括各类人寿保险、健康保

险（不包括“团体长期健康保险”）、意外伤害保险等保险业务；办理各
种法定人身保险业务；证券投资基金销售业务；对营销员开展培训和
管理，收取营销员代收的保险费、投保单证，分发保险公司签发的保
险单、保险收据等相关单证，接受客户的咨询、投诉；经中国银保监会
批准的其他业务。

发证日期：2020年7月2日 发证机关：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重庆监管局

保险业务机构地址变更公告

渝州路街道金华大厦车库
违法建筑被拆除

7月2日，渝州路街道金华大厦负一层车库违法建筑拆除工
作正式拉开了序幕。

位于九龙坡区石桥铺石杨路19号的金华大厦，其负一层车
库长期被权属人违规改建成多个房间，分别出租他人用作仓储、
生产经营场所，同时存在非法加工及堆放易燃物等重大安全隐
患问题，附近居民多次投诉。去年底以来，渝州路街道按照区政
府主要领导的指示精神，精心制定整治工作方案，联合社区，多
次上门，耐心细致地给权属人、经营户、物业做好思想疏导及政
策宣传，各方均表示配合拆除工作。

当日上午9时，渝州路街道联合区城管、区治违办、区市场
监管、环保等部门，出动120余人，执法车5辆，挖掘机1台清运
车3辆，小型雾炮机1台，启动对该大厦负一层车库涉及的近
3200平方米违法建筑依法拆除，预计一周左右完成拆除和除渣
工作。8月底，这个“变味”车库将恢复原貌。

渝州路街道有关负责人表示，为有效回应群众关切，切实
为群众创造美好生活环境。今年上半年，街道还相继拆除了
轨道交通18号线奥体中心站建设范围内的违法建筑约5930
平方米，其他零星违法建筑约750平方米，金果园小区违法建
筑整治正有序推进。该负责人还表示，接下来，街道将持续对
违法建筑亮剑，以实际行动扮靓“三高九龙坡、三宜山水城”城
市天际线。 干亚岚 魏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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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7日，中益乡抗洪抢险现场，当地村民和救援人员正
在清理路面。 通讯员 龙泓 罗贤为 摄/视觉重庆

7月6日，关坝镇凉风村，驻村工作队队员与村民清理脱贫
户罗昭银后院的塌方泥土。 通讯员 王泸州 摄/视觉重庆

7月7日，黔江城区，武警官兵正在清理路面。当日下午，
黔江区暴雨持续4个多小时。通讯员 蒋延圣 摄/视觉重庆

黔江黔江万盛万盛石柱石柱

重庆钢铁集团朵力房地产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2019年年度股东大会的通知
各位股东：

重庆钢铁集团朵力房地产股份有限公司2019年年度
股东大会会议将于2020年7月29日上午09:15 在朵力公
司三会议室（朵力物业）召开，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会议时间：2020年7月29日（星期三）上午09:15
二、会议地点：朵力公司三会议室（朵力物业）
三、会议召集人：重庆钢铁集团朵力房地产股份有限公

司董事会
四、召开方式：现场会议
五、会议议题：
1.《重庆钢铁集团朵力房地产股份有限公司2019年度

董事会工作报告》。
2.《重庆钢铁集团朵力房地产股份有限公司2019年度

监事会工作报告》。
3.《重庆钢铁集团朵力房地产股份有限公司2019年年

度报告》。
4. 关于《朵力公司2019年度财务决算报告》的议案。
5. 关于朵力公司2019年度利润分配方案的议案。
6. 关于《朵力公司2020年度全面预算报告》的议案。
7. 关于朵力公司2020年投资计划的议案。
六、出席大会人员
1. 截至2020年7月20日转让结束后，在重庆股份转

让中心有限责任公司登记在册的本公司全体股东或委托代
理人。

2. 本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和公司聘请的律
师。

七、登记事项：
1. 登记时间：2020年7月22日－23日上午9:10-11:

10，下午1:30-3:30
2. 登记地点：重庆钢铁集团朵力房地产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办公室
3. 登记方式：
出席会议的股东应持以下文件办理登记：①自然人股

东持本人身份证、股东账户卡；②由代理人代表个人股东出
席本次会议的，应出示委托人身份证（复印件）、委托人亲笔
签署的授权委托书、股东账户卡和代理人身份证；③由法定
代表人代表法人股东出席本次会议的，应出示本人身份证、
加盖法人单位印章的单位营业执照复印件、股东账户卡；④
法人股东委托非法定代表人出席本次会议的，应出示本人
身份证、加盖法人单位印章并由法定代表人签署的授权委
托书、单位营业执照复印件、股东账户卡。

自然人股东采用上门方式登记；法人股东可以信函、传
真及上门方式登记，公司不接受电话方式登记。

《授权委托书》《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书》请见附件。
八、会议联系人：龚磊、黄红玉

地址：重庆市大渡口区钢花路8号钢城大厦19F（邮
编：400080）

联系电话：（023）68842351、68846215
传 真：（023）68842351
九、其他事项：
1. 会议材料备于朵力公司董事会办公室；
2. 临时提案请于会议召开十天前提交；
3. 出席本次会议需配合公司为顺利召开本次会议所做

的各项疫情防控措施；
4. 本次会议预计需时两个小时，与会股东交通、食宿费

用自理。
特此公告

重庆钢铁集团朵力房地产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0年7月7日

附件：

授权委托书
兹全权委托 （先生/女士）代表本单位/本人出席重庆钢铁集

团朵力房地产股份有限公司2019年年度股东大会，并代为行使表决权。
委托人（签名）： 委托人身份证号码：
（法人股东加盖公章） （法人股东提供营业执照登记号）
委托人持股数： 委托人股权证号（股东账户号）：
法定代表人（签名）： （法人股东填写此栏）
受托人签名： 身份证号码：
委托日期：

法定代表人资格证明书
同志，在我单位任 职务，系我单位法定代表人。

特此证明
单位名称（盖章）：

年 月 日

□本报记者 杨骏

7月7日，京东方重庆第6代AMOLED
（柔性）生产线项目（以下简称京东方项目）在
两江新区水土园区正式封顶。这个市级重点
项目，开始进入投产倒计时。

鲜为人知的是，京东方项目封顶的背后，
经历了一次与时间赛跑的“抢工期”大战。

政府助其快速复工

2019年，整个京东方项目都按照计划有
序推进。今年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却让
项目建设停滞不前。

“重点项目建设，等不起也拖不得。”伍岳
是两江新区水土公司产业促进服务部的工作
人员，也是项目专项工作小组成员。他说，京
东方项目是全市重点项目，自推动复工复产
以来，工作组就将该项目作为重点工作来抓。

为此，伍岳和同事将办公地点搬到了项
目现场，每日四处奔走，加班加点为项目复工
忙碌着。

比如，京东方项目工程量大，建筑材料及
设备的堆放场地需求大，亟需申请办理临时
用地，但办理临时用地审批时间较长。企业
将诉求与工作组沟通后，工作组第一时间联
系对接规资局等相关部门。多方协调下，审
核时间大幅缩短，相关手续很快就办了下来。

在工作组的努力下，京东方项目于2月底
正式复工，成为两江新区第一批复工的建筑工
地。

保证用工人数抢回工期

“原本预估要耽误2个月的时间，但是我
们打了个漂亮仗，抢回了一个月工期。”中建
一局建设发展公司京东方项目执行经理王志
伟表示。为抢抓进度，复工后，京东方项目方
第一时间包车至四川、贵州、湖南等地，分批
次接回工人。到3月底，已有超过3000名工
人回到施工现场。4月中旬，项目用工6000
多人全部到位。

王志伟说，在确保安全的前提下，工人们
采用倒班接力的形式轮岗上位。除了人，两江新区相关部门还
积极协调工地所需的钢筋、水泥等原料以及建筑工程器械。

抢工期、保质量、抓进度，经过3个多月的突击，京东方项目
将耽误的两个多月工期成功抢回了一半。

各方协作共克时艰

记者了解到，京东方重庆第6代AMOLED（柔性）生产线总建
筑面积约97万平方米，是京东方集团的第三条第6代柔性AMO-
LED生产线，主要生产柔性智能手机、笔记本及车载显示屏等。

项目建成后，将提升公司在全球半导体显示行业的综合竞
争力，对两江新区高新技术产业高质量发展、打造重庆智慧之城
具有重要意义。

“实属不易。”项目成功封顶，京东方科技集团总裁刘晓东给
予了这样的评价，“这是在疫情期间，政企携手共克时艰最生动
的写照。”

刘晓东认为，从去年5月6日桩基开工到厂房封顶，在短时
间取得如此优异的成绩，参建单位经受了各种考验，齐心协力、
顽强拼搏，打赢了这场项目建设攻坚战，这离不开合作伙伴及项
目管理团队付出的辛勤劳动，更离不开两江新区的大力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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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合新华社北京7月7日电 记者7日
从应急管理部获悉，针对当前防汛抗洪严峻
形势，国家防总于7日16时将防汛Ⅳ级应
急响应提升至Ⅲ级。同日，中央气象台发布
暴雨橙色预警。7日，记者从重庆市防汛抗
旱指挥部了解到，重庆市自6日以来已有9
个区县降下暴雨，当地已发布洪水黄色预
警。

应急管理部有关负责人介绍，近期，西

南地区东部至长江中下游持续出现强降雨，
太湖、长江流域相继发生编号洪水。

据重庆市水文监测总站监测，6日8时
至7日8时，重庆东南部迎来强降雨天气，
綦江、万盛、南川、武隆、黔江、奉节、彭水、酉
阳、秀山等9个区县出现暴雨，最大日降雨
量出现在秀山岑溪乡新桥村，为97毫米。

受降雨影响，重庆市水文监测总站7日
中午发布洪水黄色预警。綦江境内多条河

流水位上涨，截至12时40分，綦河水位达
到220.7米，超出警戒水位0.2米。重庆市
要求沿河有关单位加强防范，对漫水桥梁做
好交通管制，涉河在建工程停止施工，及时
转移群众避险。

本报讯 （记者 李珩）7月7日，据市
气象台预计，8日各地将持续降雨，局地有
暴雨到大暴雨。酉阳、武隆、彭水、秀山地质
灾害气象风险高，请注意加强监测和防范。

7日0时至15时，除涪陵、潼南、大足没
有降雨外，其余地区均留下了雨水的足迹。
其中，彭水雨势最强，累计降雨量达到66.4
毫米，当地街道出现了严重积水。

据市气象台预计，9日，我市中西部和
东南部有阵雨或分散阵雨，偏南地区局地将
出现中雨到大雨，其余地区阴天到多云，全
市最高气温将升至37℃。到了10日，全市
除东北部外，其余地区又将开启降雨模式。

国家防总提升防汛应急响应至Ⅲ级
我市今日持续降雨,酉阳武隆彭水秀山须加强监测和防范地质灾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