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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构名称：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重庆市江津区支公司德感营业部
机构负责人：李涛
机构编码：000005500116801
原机构住所：江津区德感镇望江街1幢1-8号、江津区德感镇望江街1幢1-7号
现机构住所：重庆市江津区德感街道德感正街301号附12号
成立日期：2003年6月30日
邮政编码：402260 联系电话：023-47525453
业务范围：人寿保险、健康保险、意外伤害保险等各类人身保险业务；经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

委员会批准的其他业务。
发证日期：2020年11月5日 发证机关：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江津监管分局

保险业务机构地址变更公告

机构名称：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重庆市江津区支公司双福营销服务部
机构负责人：袁钢
机构编码：000005500116014
原机构住所：重庆市江津区双福街道南北大道636号办公幢1-1第二层
现机构住所：重庆市江津区双福街道南北大道北段914号2-1
成立日期：2008年7月21日
邮政编码：402260 联系电话：023-47525453
业务范围：人寿保险、健康保险、意外伤害保险等各类人身保险业务；经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

委员会批准的其他业务。
发证日期：2020年11月5日 发证机关：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江津监管分局

保险业务机构地址变更公告

本报讯 （记者 左黎韵）11月11
日，记者从市农业农村委获悉，目前，我
市已全面完成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
整市试点，9033个村、77631个组级集
体经济实现组织改革，其中8984个村
级集体经济组织完成登记赋码，拥有了
正式“身份证”。

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是深化农
村改革的一项重点任务，对推动农村发
展、完善农村治理、保障农民权益，探索
建立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培育机制意义
重大。自2015年起，梁平、巴南、永川
等17个区县先后纳入全国农村集体产
权制度改革整县试点单位，去年，我市
又被确定为整省试点单位，剩余21个
区县全面启动试点工作。

“农村集体资产是农民长期辛勤劳
动、不断积累的宝贵财富，是发展农村
经济和实现共同富裕的物质基础，进行
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首先要摸清农
村集体资产家底。”市农业农村委相关

负责人坦言，然而，我市农村以丘陵、山
地为主，各类集体资产较为分散，这也
给清产核算带来了困难。

为此，我市以“把握正确改革方向、
坚守法律政策底线、尊重农民群众意
愿、分类有序推进、坚持党的领导”五项
原则为导向，分别对集体资源性、经营
性、非经营性资产进行盘点登记，让集
体资产成为“明白账”。截至去年底，全
市共清理出集体资产总额1089亿元、
负债102亿元、所有者权益987亿元，
其中经营性资产121亿元，明确了资产
规模和产权归属，健全了资产台账，完
善了管理制度。

而在清产核算的基础上，我市还将

集体经营性资产以股份或份额的形式
量化到本集体成员，发展多种形式的股
份合作，让农民成为集体资产的所有
者、管理者、受益者。

“我们统筹考虑户籍关系、农村土
地承包关系、对集体积累的贡献等因
素，以法律法规为依据、村规民约为补
充，开展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身份确
认，按照户籍关系和土地承包关系量化
资产，确定股权，坚持量化到人、确权到
户，并对‘集体股’‘农龄股’‘劳龄股’

‘福利股’等农村集体资产股权设置进
行了丰富和完善。”该负责人告诉记
者。截至目前，全市共累计量化资产总
额350亿元，确认集体经济组织成员

3773万人次，并对农民集体资产股份
有偿退出及抵押、担保、继承等权能的
实现进行了探索，全市累计实现农村产
权抵押融资1590亿元。

此外，我市还积极建立起集体资产
股权登记制度，明确农村集体经济组织
的市场主体地位。通过推行村党组织书
记担任村级集体经济组织负责人，完善
成员（代表）大会、理事会、监事会等法人
治理结构，健全资产经营、议事规则、民
主管理等制度，做实集体经济组织。目
前，我市共有8984个村级集体经济组织
办理了注册登记，并取得统一社会信用
代码，将助力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更好地
融入市场，引导农民参与产业化经营。

重庆全面完成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整市试点

8984个村级集体经济组织有了“身份证”

11 月 11 日，万州区新田镇五溪
村新田枢纽港一期工程现场。

新田枢纽港是重庆市纳入国家
级发展战略的重点港口项目，也是
未来西南生产制造业供应链服务平
台，区域大宗物流组织中心及万州、
涪陵、长寿生产服务型物流枢纽。

新田枢纽港距宜昌航道里程
350 公里，利用岸线 5200 米，规划
5000吨级泊位19个，预计到2030年
港口吞吐量将达到 3500 万吨，港口
通过能力达到4000万吨。该工程共
分三期建设，其中一期工程建设
5000 吨级泊位 5 个，设计吞吐能力
175 万吨/年，集装箱 45 万标箱/年，
目前5个泊位全部建成，将于今年内
正式运行。

记者 谢智强 摄/视觉重庆

新田枢纽港
今年内正式运行

胡华平的扶贫日记。
记者 苏畅 摄/视觉重庆

■“驻村工作队的工作重点，是扶贫项目要选对，进行产业
扶贫。”

■“吴家村四社建卡贫困户2020年度产业规划有了新的进
展，其中冉茂胜、许正模等6户建卡贫困户养殖生猪两头以上，江
中胜养鸡20只、鸭20只以上，胡志国养鸡100只。”

■“虽然我的身体感觉一天不如一天了，但是我还是要尽力
地坚持下去，因为我是一名共产党员。”

■“回顾两年的扶贫工作，虽没有做出轰轰烈烈的成绩，但
看见村里的建卡贫困户从破烂的危房搬进宽敞明亮的新房，实在
是打心里为他们高兴。”

■“在来吴家村扶贫之初，许多单位同事都对我说，这下我
安逸了，在乡下没事就可以去甩两竿了。但在吴家村近三年时间
里，我没钓过一次鱼。” ——胡华平日记摘选

一本未写完的扶贫日记
——追记涪陵区市场监督管理局扶贫干部胡华平

胡华平到地里了解收成。
（资料图片）

本报讯 （记者 陈国栋）11月
11日，重庆日报记者从市政府办公厅
获悉，为进一步推进全市政务公开工
作，以公开助力“放管服”改革、助力优
化营商环境、助力政府治理体系和治
理能力现代化建设，我市将请第三方
评估重庆政务公开质量和效果。

所谓第三方评估，指的是通过购
买服务，委托第三方机构组建工作团
队，以公众视角采取网络测评、现场走
访、电话测评、模拟申请、专家评审等
方式评估政府网站公布的内容。这些
政府网站包括各区县政府，市政府组
成部门、直属特设机构、直属机构(以
下统称市政府部门)的网站。

本次评估的内容包括助力优化营
商环境、助力政府治理体系和治理能
力现代化、助力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
建设、助力“六稳”“六保”、助力服务型
政府建设等方面。

评估计分方式为：评估总得分=
基础得分±“政务公开工作效果”指标
得分。其中，区县政府基础得分计算
方式是，区县政府评估指标总分值为
100分，完成相关评估指标的得对应
分值，未完成的不得分，得分之和为基

础得分。
市政府办公厅发出通知要求，各

区县政府、市政府各部门要逐项对照
评估指标，对本区县、本部门的政务公
开工作进行认真自查，及时整改发现
的问题，补齐工作中存在的短板和弱
项。要以评估为契机，推进政务公开
制度化、规范化、长效化，让公开成为
常态，让透明成为自觉，杜绝“一阵风”

“运动式”公开。
据悉，2020年10月25日至2020

年11月15日为动员部署阶段，2020
年11月16日至2021年1月15日为
自查整改阶段，2021年 1月16日至
2021年 2月28日为数据采集阶段，
2021年3月1日至2021年3月31日
向社会公布结果。

市政府办公厅将向全市通报评估
结果，并针对评估过程中发现的问题
列出问题清单，逐一说明扣分点、扣分
理由、整改要求，“点对点”督促各评估
对象进行整改。同时，市政府办公厅
将把评估结果作为政务公开工作绩效
考核的重要内容，对评估总得分低于
60分的区县政府和市政府部门予以
扣分。

重庆将请第三方评估政务公开质量和效果

“考分”低于60分 绩效考核要扣分

□本报记者 苏畅

今年8月25日，星期三，一个
普通的工作日。

这天，在吴家村村支部8月份主
题党日活动上，村民袁洪书正向驻
村工作队队员胡华平谈及自己种植
黄精、白芨的想法，可让袁洪书没想
到的是，前一秒还鼓励自己继续发
展中药材种植产业的胡华平，突然
就倒下了。

当天中午12点40分，青羊镇
卫生院传来消息，胡华平经抢救无
效去世。

今年10月20日，中共重庆市
涪陵区委追授胡华平为“涪陵区优
秀共产党员”称号。

在清理胡华平的遗物时，工作
人员在其办公桌的抽屉里发现了
三本扶贫日记——从2017年 12
月25日担任吴家村驻村工作队队
员以来，胡华平每天都以写日记的
方式，记录着自己的扶贫工作情
况。

胡华平的最后一篇日记，定格
在“2020年8月25日，星期三”，日
记本后面的空白页，是他还未来得
及讲述的扶贫故事。

2017年12月25日 星期一

扶贫工作的重点是进行
产业扶贫

胡华平今年58岁，2017年12
月25日由涪陵区市场监督管理局
派驻担任驻村工作队队员。

在第一篇扶贫日记中，胡华平
记录下在驻村工作队新老队员交
接见面会上的所思所想：驻村工作
队的工作重点，是扶贫项目要选

对，进行产业扶贫。
胡华平在日记中具体写到：首

先是要抓好产业结构的调整，引进
适合当地情况、附加值高、有市场
的品种进行种植、养殖；其次是要
发展集体经济，增强村集体的凝聚
力和带动力；最后是帮助贫困户规
划发展好家庭产业，增加贫困户的

“自我造血”能力。
57岁的袁洪书是吴家村一组

的村民，过去一直以种植传统农作
物为生，一年忙到头也只能有4000
多块的收入，家庭贫困。2018年，
袁洪书打算发展中药材种植产业，
却遭到家人反对，“他们担心种出来
的中药材卖不出去。”

得知此事后，胡华平立刻同驻
村工作队员来到袁洪书家做思想
工作。他告诉袁洪书的家人，老白
花、前胡等中药材非常受市场欢迎，
并联系太极集团承诺以2元一斤的
价格收购他们的中药材，这让袁洪
书一家吃了定心丸。

2019年，袁洪书一家靠发展
中药材种植产业，家庭年收入达3
万元，袁洪书也在该年获得了“脱
贫致富能手”荣誉称号。

在 2020年 2月 25日的日记
中，胡华平记录到：吴家村四社建
卡贫困户2020年度产业规划有了
新的进展，其中冉茂胜、许正模等
6户建卡贫困户养殖生猪两头以
上，江中胜养鸡20只、鸭20只以
上，胡志国养鸡100只。

吴家村的产业发展不止于此，
还有胡华平指导成立的涪陵辉要

扬榨菜股份合作社，目前已吸引50
户村民入股，其中建卡贫困户27
户，今年销售榨菜7000余斤。

2019年12月25日 星期三

身体感觉一天不如一天了

“虽然我的身体感觉一天不如
一天了，但是我还是要尽力地坚持
下去，因为我是一名共产党员。”
2019年12月25日是星期三，也是
胡华平到吴家村从事扶贫工作两
周年的日子，这是他在当天日记中
写的话。

这天他还写到：回顾两年的
扶贫工作，虽没有做出轰轰烈烈
的成绩，但看见村里的建卡贫困
户从破烂的危房搬进宽敞明亮的
新房，实在是打心里为他们高兴。

在近三年扶贫工作中，胡华平
共开展各类走访1200多户次，协
调解决7户三类人员、22户一般村
民完成卫生厕所改造，帮助7户农
户完成C、D级危房改造。

杨仁淑是吴家村四社的村民，
是胡华平的帮扶对象之一。在她
的眼中，胡华平是一位兢兢业业的
扶贫干部，从青羊镇步行至她家，
至少需要花费一个小时的时间，胡
华平每次走访至她家中，脸上都是
大汗淋漓。

在杨仁淑搬家期间，胡华平每
天都会来到她的家中走访，查看房
屋的装修情况，有时还会亲自上阵
当上水泥工。

“每次来，老胡都要鼓励我那
两个孩子好好学习。”杨仁淑说，如

今，她女儿大学毕业后在重庆主城
工作，并在胡华平的鼓励下考取了
研究生，儿子也顺利考上了兰州交
通大学的研究生。

2020年7月14日 星期二

三年没有钓过一次鱼

胡竞源是胡华平的儿子。8月
22日，胡竞源带着女儿从重庆主城
回到涪陵看望父母，这是他今年过
年后第一次与父亲在一起，没想到
也是此生最后一次。“22号那天，爸
爸在家待了一天，第二天就回村
了。没想到3天后，他就……”

在胡竞源以前的印象中，父亲
只是一名普通的公务员，“直到爸
爸不在了，我读了他的扶贫日记，
我才重新认识了我的爸爸。”

胡华平的同事、涪陵区市场监
督管理局驻村扶贫工作队队员王
平告诉记者，老胡平常除了工作，
最大的爱好就是钓鱼，是单位出了
名的“鱼鳅猫”，一个星期不钓鱼就
浑身不自在。

然而，胡华平却在2020年 7
月14日的日记中写道：在来吴家
村扶贫之初，许多单位同事都对我
说，这下我安逸了，在乡下没事就
可以去甩两竿了。但在吴家村近
三年时间里，我没钓过一次鱼。

“我知道，这3年来，他心里装
着更重要的事，就是脱贫。他就是
让工作给累倒的。”王平说，胡华平
没写完的扶贫日记，他和同事们会
用自己的实际行动，帮他继续写下
去。

□本报记者 赵迎昭

11月9日，夜幕降临，美食顾问
谭爽宁卸下一天的疲惫，化上精致的
妆容，来到位于渝北区嘉州路新光里
的新山书屋。

谭爽宁是个爱书之人，逛书店是
她的生活方式之一。

让她感到惊喜的是，近年来，一座
座颇具特色的实体书店在重庆不断
涌现，而书店的功能也在逐渐发生变
化——从单一的售书场所到为市民
提供文化和休闲生活的“城市客厅”。
在互联网大潮的冲击下，这些书店仍
然鲜活地存在、成长、蜕变着。

谭爽宁回忆起小时候说，在没有
网购的年代，市民购书最主要的去处
就是新华书店。

2001年，谭爽宁远赴英国学习金
融。在伦敦郊区开往市区的短途火车
以及伦敦地铁上，当地市民总会捧着
一本书静心阅读，这给她留下了深刻
的印象。

2006年学成归国后，谭爽宁到上
海工作。在上海，她最爱福州路，因为
这里书店密集，上海书城、商务印书馆
等颇具规模的书店都汇聚于此。

2013年，谭爽宁回到重庆定居。
这时，西西弗书店已来渝 5 年——
2008年3月，西西弗重庆三峡广场店
开业。目前，西西弗已在重庆布局20
家书店。

“大约是2009年，我第一次逛西
西弗，这家充满设计感的书店一下子
就把我吸引住了，不仅名字好听，而且
图书陈设方式和此前去过的书店迥然
不同，还有丰富多彩的创意产品，让逛
书店充满了愉悦感。”谭爽宁说，从那

一年起，她发现书店不再仅仅是售书
的地方，也是闲暇之余的好去处。

近年来，特色实体书店在重庆生
根、发芽、开花，越来越多，让谭爽宁有
了更多好去处，如2016年5月开业的
南之山书店、2016年12月亮相南滨
路的精典书店、2017年4月首次落户
重庆的言几又书店、2018年4月开门
迎客的曾家岩书院、2018年7月开业
的新山书屋、2019年1月开业的钟书
阁书店……

《2019-2020中国实体书店产业
报告》显示，2019年，重庆共有2312家
实体书店，在全国各城市中位居第五。

让她感到惊喜的是，书店规模的
大与小变得没那么重要了，而更注重
提升颜值和内涵。

就拿新山书屋来说，虽置身闹市，
但书店内却非常安静。高大的落地
窗营造出敞亮的空间，原木书架散
发着温和的气息，书桌上的花艺为
书店增添了自然的氛围。漫步书
店，会发现图书被按照主题陈列，如

“巨人的时代”“普利策文学奖”“芥川
文学奖”等类目。

“这种陈列充满新意，可以满足有
‘收藏癖’的读者，书籍的品质也比较
高。”谭爽宁从2018年10月与新山书
屋初次邂逅起就爱上了这里。此外，
新山书屋中琳琅满目的文创产品、精
致的微型展览也“圈粉”了许多人。

此外，新华书店和南之山、钟书阁
等书店也在设计上下了不少功夫，甫
一开业就引起打卡热潮。

谭爽宁对此也有深刻感受，“书店
是成人消磨时间的好场所，此外，朋友
也会常常带孩子到书店看书和学习，
从小培养孩子的阅读习惯。”

不难发现，如今，重庆的书店不仅
仅是书店，它更是一个城市的文化接
口，将读者与日新月异的时代相连接，
成为文化潮流的引领者、全民阅读的
承载者、公共文化服务的提供者。

一位爱书者眼中的重庆书店之变——

从单一售书走向“城市文化客厅”

十
一
月
九
日
晚
，市
民
在
新
山
书
屋
阅
读

和
休
闲
。

记
者

赵
迎
昭

摄\

视
觉
重
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