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樊晓斌：胸中充满正义 心系乘客安危劳动筑梦劳动筑梦··榜样同榜样同行行8383
网上劳动和技能竞赛——服务之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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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胸中满存正义，誓死捍卫乘客
安全、捍卫国家财产；他肩上敢担责
任，苦练驾驶业务技能。他就是获得
重庆市总工会2020年网上劳动和技
能竞赛7月“服务之星”称号、重庆公
交集团南部公交891线路的驾驶员樊
晓斌。

浩然正气 书写春秋

2018 年 10 月 10 日这一天，45
岁的樊晓斌和往常一样，驾驶着891
线路 12015 号公交车从新桥路口开
往外河坪公交枢纽站。当车辆缓缓
驶入锦龙路公交站时，一名浑身酒
气、手持铁榔头的男子一步跨上了
公交车，他凶神恶煞地对着全车人
喊道：“全都不要动！”还没等樊晓斌
回过神来，只见男子一步冲到第一
排位置处，抓住了坐在樊晓斌身后
的一位小女孩的衣领，肆无忌惮地
叫嚣道：“我已经杀死 3 个人了，你
们全部下车，不下车她就得死！”小
女孩一下子被吓得大哭起来，车厢
里的乘客也都惊慌失措。

劫持人质、带血的榔头，这不是

防恐演练，不是恶作剧，更不是拍电
影！樊晓斌意识到事态严重，他迅
速冷静下来，心中盘算着如何与歹
徒进行周旋。他脑袋里立刻浮现出
了7个字：“乘客安危大于天”，趁歹
徒不注意，他果断地打开了车门，车
上乘客快速撤离。

丧心病狂的歹徒一边嘶吼着让
樊晓斌赶快下车，一边按住小女孩的
头进行威胁，意识到歹徒的目的是劫
车，樊晓斌冷静地安抚起歹徒的情绪
来。他一边缓慢地离开驾驶室，一边
悄悄按下了车辆的油气转换开关，因
为他清楚地知道，靠天然气发动的车
辆，切换到汽油发动，是开不走的。
缓缓挪出驾驶室后，樊晓斌瞅准歹徒
以为得手松懈的时机，一把拽住小女
孩就往车下拖。歹徒眼见就要得手，
哪想到驾驶员会这么来一招，恼羞成
怒，一脚踏上引擎盖用力袭击了樊晓
斌和小女孩。樊晓斌，当场鲜血直
流、头痛欲裂；小女孩，在大手的保护
下安然无恙、成功逃脱。歹徒立即冲
入驾驶室发动车辆，多次尝试失败
后，再次冲下车对樊晓斌进行了第二

次袭击。最终，他的头部和手臂多处
受伤，头骨骨折、脑震荡，被送往医院
急救。

这次受伤这么严重，同事们都非
常不解，论身体素质，樊晓斌高出歹
徒半个头，退伍军人的体魄又怎会输
给饮酒的歹徒？事后大家终于明白，
要不是担心小女孩被榔头敲击到，樊
晓斌就不会用手死死护住孩子的身

体，就不会倒在歹徒的凶器下。
一身正气的樊晓斌获得了很多

荣誉，重庆市九龙坡区授予了他“九
龙好人”和“见义勇为先进分子”称
号，并先后被评为重庆市“一路有
你，平安建设”月度热心市民和“见
义勇为”先进个人；2018年 12月，他
入选“中国好人榜”；2019年 5月，他
被评为“2018 年感动交通年度人

物”；2020年 10月，他荣获“2019年
全国十大最美公交司机”荣誉称号。

高度自律 敬业担当

在业务上，樊晓斌也是一把好
手。“好党员，会修车，热心低调，工作
踏实”，这是同线路驾驶员对他的评
价。他先后获得公司驾驶员技能竞赛
三等奖、安康杯竞赛先进个人等荣誉
称号。在891线路，樊晓斌驾驶的车
辆出现了小故障，他总是自己修，从不
进小修车间。不仅如此，线路上的其
它车辆有了小毛病，他也总是乐呵呵
地给大家“帮帮小忙”。每逢过年过
节，他总是主动加班，把方便让给别
人，把困难留给自己。

从部队转业后的樊晓斌，有过一
段经营自营中巴车的经历，进入公交
之后，他体验到了公共交通规范化的
管理，接受到了企业专业化的教育培
训。由于驾驶的车辆与中巴车结构不
同，为熟悉车辆性能，他把车辆的每个
部件都研究了一遍，车上车下不断地
摸索。为尽快掌握车辆修理和保养技
巧，他自费购买了车辆维护类书籍进

行研读，并利用工作间隙，向老师傅和
驻站修理工们请教学习。为了练好驾
驶技能，他不断地提醒自己，要平稳驾
驶，注意观察，确保乘客乘坐舒适安
全。

在车辆发班前，樊晓斌坚持提前
半小时到岗，做好车厢内外的清洁卫
生，确保各种标识提示语醒目美观；同
时，做好各项例保检查工作，保证车辆
技术状况良好；待客时，他提前将车辆
规范地停在站点迎候乘客上车；行车
中，他不忘叮嘱乘客扶好、坐稳，确保
将乘客安全送到目的地；到站后，他温
馨提醒乘客拿好随身携带的物品；遇
见有困难的乘客上车时，他总是伸出
手搭一把、帮一下。

樊晓斌还经常利用休息时间对自
己驾驶的线路进行路况调查，熟悉沿
线街道、学校、商圈、景区的站点情况，
对十字路口、弯道及事故易发地段做
到心中有数。他以高度的自律、担当
和敬业，刻画出公交一线基层党员朴
素的精神风貌。

潘锋 李美灵
图片由重庆公交集团南部公交公司提供

樊晓斌以标准的服务恭候乘客樊晓斌以标准的服务恭候乘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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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国家和重庆市相关规定，经重庆市人民政府批准，重庆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决定公开出让以下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并委托重庆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负责公开出让交易环节的组织实施。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重庆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公开出让公告

二、报名期限
2020年11月12日12时－2020年12月2日12时
三、申请人资格
申请人应具备的竞买资格要求详见竞买须知。
四、出让资料查阅、下载
申请人可在报名期限内到重庆市公共资源交易中

心领取出让资料（《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公开出让竞买
须知》、宗地规划条件、宗地规划附图、《国有建设用地
使用权出让合同》（示范文本）以及其他相关文件），也
可在报名期限内登录重庆市公共资源交易网（网址：
http://www.cqggzy.com），进入重庆市国有建设用
地使用权和矿业权网上交易系统（网址：https://td.
cqggzy.com/），查阅、下载出让资料。

五、报名方式和程序
本次公开出让的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可采取现场

报名或网上报名方式：
（一）现场报名：申请人可于报名期限内足额交纳

竞买保证金到指定账户，并持报名资料到重庆市公共
资源交易中心提交报名申请。经审查通过的，重庆市
公共资源交易中心确认其竞买资格。

（二）网上报名：申请人可于报名期限内登录重庆
市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和矿业权网上交易系统，按规
定提交竞买申请，在报名期限内足额交纳竞买保证金，
提交报名资料电子档。经审查通过的，重庆市公共资
源交易中心确认其竞买资格。

六、交易方式

报名期限内只有1家申请人取得竞买资格的，
采用挂牌方式出让；报名期限内有 2 家以上（含 2
家）申请人取得竞买资格的，将采用现场拍卖方式
出让。

本次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公开出让按照价高者得
原则确定竞得人。若申请人在拍卖环节均未竞价，竞
买保证金最先到账的申请人将确定为竞得人，并以起
拍价作为成交价。

七、竞买保证金交纳
（一）现场报名：申请人在持报名资料到重庆市公

共资源交易中心提交报名申请前，须在报名期限内交
纳保证金至指定保证金账号。

（二）网上报名：申请人在报名期限内登录重庆市

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和矿业权网上交易系统并提交
竞买申请后，交易系统自动生成随机保证金账号。申
请人应在报名期限内交纳竞买保证金至随机保证金
账号。

（三）竞买保证金可用人民币、港元、美元、欧元、新
加坡币、日元支付。使用外币交纳竞买保证金的境内
或境外申请人，应选择对应保证金交纳账号，并按保证
金到账当日的外汇买入价等值竞买保证金的外币交入
外币专用账户。采用外币或境外人民币交纳竞买保证
金的申请人需提前与重庆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联系，
确认交款方式和账号。

（四）保证金账户只接受银行转账或电汇方式，不
接受现金或现金汇款，不得代交。

八、联系方式
（一）出让人及联系方式
出让人:重庆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
联系地址：重庆市渝北区龙山街道龙山大道339

号，联系人：朱先生，联系电话：023-63878281。
（二）承办机构及联系方式
承办机构:重庆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
联系地址：重庆市渝北区青枫北路6号渝兴广场

B9、B10 栋，联系人：王先生，联系电话：023-
63628117。

重庆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
2020年11月12日

一、基本情况

商住类

序号

20139

20140

20141

备注：土地面积以实测为准。

宗地位置

九龙坡区大杨石组团S分区

九龙坡区中梁山组团J分区

两江新区龙兴组团M分区

地块规划编号

S05-1地块

J05-11/05地块

M34-1地块

土地用途

商业商务用地

二类居住用地

文化设施用地

土地出让面积（㎡）

4059

17533

70006.6

总计容建筑面积（㎡）

≤16039.86

≤26299.5
≤112010.51

建筑密度

/

≤30%
/

绿地率

/

≥35%
/

出让年限

40年

50年

40年

出让价款起始价
（万元）

15021

14518

18622

竞买保证金
（万元）

3005

2904

3725

备注

该宗地总建筑面积18963.92平方米，其中计容建筑面积为16039.86平方米（商业1780.7平
方米、办公14259.16平方米）；不计容建筑面积2924.06平方米（车库1948.45平方米、设备
用房975.61平方米）。

1.该宗地总计容建筑面积为26299.5平方米（住宅）。
2.开竣工时间：交地后3个月内开工，开工后2年内竣工。

1.该宗地总计容建筑面积为112010.51平方米。
2.开竣工时间：交地后3个月内开工，开工后2年半内竣工。

龙溪河六剑滩国控断面由2016年的Ⅳ水质提升到连续3年达到Ⅲ类并
持续向好。
卧龙河五洞市控断面由2016年V类提升到稳定实现Ⅲ类。
全面消除了桂溪河建成区黑臭水体和龙溪河支流劣Ⅴ类断面。
城市饮用水水源地水质达标率常年保持在100%，城乡饮用水水源总体安
全。
县城区空气环境优良天数由2017年的302天增加到2019年的335天，2020
年有望达到350天。
土壤环境、声环境质量总体稳定，连续15年无重大环境污染事件发生。

数据看环境——
链接》》

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实施生态补偿机制、完善乡镇污水处理设施……

垫江 切实筑牢长江上游重要生态屏障

绿水逶迤去，青
山相对开。伴着初冬
的暖阳，行走在垫江
迎风湖国家湿地公
园，到处流水悠悠、碧
波荡漾，芦苇婆娑、白
鹭翩飞。

近年来，垫江县
学好用好“两山论”，
走深走实“两化路”，
坚持“生态优先、绿色
发展”，强化“上游意
识”，担起“上游责
任”，坚决打赢污染防
治攻坚战，筑牢长江
上游重要生态屏障，
深入推进“碧水”“蓝
天”“绿地”“田园”“宁
静”五大环保行动，细
化实施“康养垫江”四
大行动，扎实开展污
染防治攻坚“百日大
会战”，持续推进生态
环境治理体系和治理
能力现代化，不断优
化生态格局，让天更
蓝、水更清、地更绿。

以坚决态度
打好污染防治攻坚“百日大会战”

“经过整治，河沟里的水变清了，岸
变美了，生态环境更好了。”永平镇居民
陈治贤介绍说，现在方家沟河里种植了
水生植物，河边的养鸡场搬迁了，镇上
也建起了污水处理设备，河水越来越清
了。

据了解，永平镇方家沟河是大沙河
支河之一，在今年3月的乡镇(街道)河流
考核断面水质监测中，方家沟河河流断
面监测水质为劣Ⅴ类。经核实，该镇境
内还存在面源污染、方涛养鸡场、方家大
湾生活污水、水产养殖污染4个重点涉
水污染源。

水环境保护事关人民群众切身利
益，为切实保护水环境安全，保障人民群
众的身体健康，永平镇成立了由相关镇
领导及建管办、农服中心、经发办、综合
执法办等部门负责人组成的方家沟河水
污染防治行动领导小组，针对水污染防
治工作进行全面指导、协调和监督检查，
确保水污染防治各项工作扎实有序开
展。

针对4个重点涉水污染源，采取“谁
污染、谁治理”的整治原则，该镇坚持集
中与分散治理相结合、重点整治与一般
整治相结合，综合运用行政、经济、法制、
技术手段，促使流域内各污染源单位和
个体采取措施防治污染，削减污染物排
放量，逐步实现达标排放。

目前，方家沟河通过种植水生植物、
加强农药化肥管理、建立配套设施等整
治方式，由原来的劣Ⅴ类变为现在连续
3个月达到Ⅲ类水质。

方家沟河的美丽嬗变，仅仅是垫江
实施污染防治攻坚“百日大会战”的一个
缩影。今年7月20日，该县启动污染防
治攻坚“百日大会战”以来，建立了“四大
家领导包乡镇（街道）、分管副县长包行
业”工作机制，形成了全方位的责任体
系。截至目前，已有23位县领导分100
余批次深入26个乡镇（街道）和相关部
门（单位）现场督战。

以创新办法
实施流域生态保护补偿激励机制

“从2017年开始，我们就对全镇大
沙河流域300米以内的20余家养殖场
实行全关闭、全搬离，近两年水质稳定保
持在Ⅲ类。”据杠家镇建管办相关负责人
介绍，2019年全镇获得了23.5万元的流
域生态保护激励资金。

据了解，自2018年起，垫江县率先
在全市实施生态流域补偿机制，以镇街
为主体，设立激励资金780万元用于水
环境治理，设立“流域生态保护专项资
金”1500万元，用于流域生态保护激励、
补偿，按照“谁污染、谁补偿，谁努力、谁
受益”的原则，以垫江县生态环境监测站
提供的水质监测数据为依据，通过对乡
镇（街道）河流考核断面的水质和乡镇生
活污水处理厂（站）的进水浓度进行考
核，充分调动流域上下游镇街环保工作
积极性。

乡镇（街道）是责任主体，承担行政
区域内水环境质量保护和治理主体责

任，即履行流域生态补偿义务，也行使流
域生态受偿权利。

“以‘流域水环境质量只能变好，不
能变差’为原则，促使乡镇（街道）积极投
入环保工作”，据垫江县生态环境局相关
负责人介绍，目前全县已对流域面积30
平方公里以上且流经2个乡镇（街道）以
上的14条河流，以促进流域水资源保护
和水质改善为目标，按照“成本共担、效
益共享、合作共治”的原则，实施了流域
生态保护激励补偿机制。

目前，该县纳入监测考核的47个乡
镇断面水质达标率从最初的10.6%提升
到今年自8月以来的100%，全面消除了
桂溪河建成区黑臭水体和龙溪河支流劣
Ⅴ类断面。

以有力举措
高效监管运行乡镇污水处理设施

“每天早中晚，我们都会有2名市政
巡逻队专业人员，到污水处理厂进行巡
逻监察，以确保设备运行正常，除磷剂投

放按时按量，污水入口来水正常。”据五
洞镇环保办相关负责人介绍，目前全镇
已配套建设完成22.272公里污水管网，
已规划的2.3公里污水管网将于12月动
工，污水处理厂每天可处理1100立方米
污水，并按照国家一级B出水标准进行
实施。

污水处理设施项目是一项重大民生

工程。近年来，垫江县着力补齐环保设
施短板，改（扩）建2座乡镇污水处理厂，
对17座乡镇污水处理厂实施升级改造，
并新建200公里城镇污水配套管网。目
前，该县共建成生活污水处理设施57
座，县城雨污管网建设15公里，乡镇雨
污管网42公里。

同时，该县还将城镇污水处理厂
COD进水浓度纳入考核，对生活污水处
理厂（站）单月进水COD浓度小于180
毫克每升，将由属地乡镇（街道）补偿县
财政5万元；对涉及多个生活污水处理
厂（站）的乡镇（街道），按照“每月核算通
报，每年结算”的原则，进行累计核算。
以此倒逼乡镇（街道）加快推进雨污分流
管网改造；建立污水处理与费用支付挂
钩的常态化监管机制，督促建成投运的
污水处理厂（站）正常运行，建立污水处
理与费用支付挂钩的常态化监管机制，
COD由最初的117.15毫克每升提升到
142.3毫克每升。

此外，为进一步加强乡镇污水处理
厂运行管理监督，该县建成了全市首个

“环保天眼”和环保物联网监管平台，实
现对24座污水处理厂及6个重点排污
单位的全天候监控，出水水质由安装之
初的41.6%提升到83%。

张亚飞 唐楸 黄伟
图片由垫江县生态环境局提供

水清岸绿生态美的画卷在垫江徐徐而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