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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周松

日前，中央宣传部、公安部发布2020
“最美基层民警”先进事迹，沙坪坝区公安
分局磁器口派出所社区民警何巧当选全
国“最美基层民警”。

基层派出所民警日常究竟都做些什
么？近日，记者来到何巧工作的沙坪坝区
磁器口街道磁建村社区，看看这位全国

“最美基层民警”忙碌的一天。

9∶00-12∶00
入户走访登记敲门敲痛手指

早上7点过，迎着寒风，何巧出了家
门，不到8点就来到派出所里。作为磁建
村社区巧姐无声警务室的负责人，她要负
责安排另外一名民警和两名辅警的工作。

提前来到派出所，她得先梳理一下当
天自己和同事们需要做的事情，例如入户
走访登记、为预约的群众办事等。

“上午我们分头入户，争取尽快完成
这一轮小区人口的登记工作。”拿着笔记
本，何巧梳理着尚未入户走访的居民楼，
并分配给同事。

分配完工作，民警们开始分头行动。
何巧来到她最熟悉的国盛三千城小区。

“咚咚咚……”走到一户居民门口，因
为门铃坏了，何巧用手指敲着防盗门。

“谁呀？”门内传来询问声。
“您好，社区民警入户走访，请问这里

还是某某某在居住吗？”何巧赶紧回答道。
“是的。”门内简单应答，并没有开门。
“好的，打扰了。”何巧得到对方肯定

的回答后，随即在工作记录上对应的门牌
号与人名后打了个勾。

“有的居民比较反感民警入户走访，
不理解为什么民警隔三岔五就要上门。”
对居民的不耐烦，何巧已经习以为常。她
告诉记者，磁建村社区紧邻磁器口古镇，
社区近万人，其中流动人口占一大半，因
此不定期入户走访登记流动人口，是民警
们的日常工作。

不仅如此，这个小区里居住着150多
名聋哑群众，只有精通手语的何巧才能比

较顺畅地与他们沟通。
“刚来社区时我不会手语，可把我急

坏了。”何巧笑着告诉记者，她自学了好几
个月手语，才逐步与聋哑群众建立起良好
的沟通。

从9点到社区，一直到中午12点吃
午饭，何巧大约敲了100多户居民家的
门，其中大约一半有人回应，走访到聋哑
群众家时，她还得“手舞足蹈”比划一番。
一路下来，她有些疲惫，指关节也因为敲
门有些隐隐作痛。

13∶40-19∶00
为社区老人寻找失物

“走吧，我们先回所里吃午饭。”敲完
一层楼的最后一户，何巧叫上记者。谁
知，刚走到小区中庭，就被1名聋哑群众
拦住了。他拿着一本摩托车行驶证给何
巧看，并用手比划着。

“他前不久摩托车行驶证过期了，去
车管所办理新证时遇到了困难，也想申办
驾驶证，于是来向我求助。”待何巧与群众
交流完后，她对着一旁不懂手语、一脸疑
惑的记者说道。

何巧说，因为无法与车管所的工作人
员沟通，最终没有办成事，只能回来向她

求助。她答应那名群众，改天陪他一起去
车管所帮他做翻译。

类似的求助，何巧经常都会遇到。很
多事情原本不在她的职责范围内，但是她
说，这些聋哑群众由于身体功能障碍，生
活中会遇到许多常人难以想象的困难，因
此自己想尽可能地帮帮他们。

下午1点40分左右，在警务室休息
没多久，又一名聋哑群众找上门来。

来者是79岁的聋哑人温婆婆，她在
三峡广场逛街时，不慎将背包弄丢了，包
里有2700多元钱。这笔钱对温婆婆而
言，不是一笔小钱，加上又是聋哑人，说不
出话，她急得直跺脚。

看着温婆婆着急的样子，何巧连忙交
待好警务室的事情，陪着她前往三峡广场
步行街寻找。

“她回忆说自己在小吃街的时候都还
背着包。”根据婆婆的回忆，何巧来到南开
步行街的小吃街商场监控室查看监控。

温婆婆的记忆有些模糊，时间、地点
都记不清楚，为此，何巧耗费了近1个小
时，才从监控里找到婆婆的身影，可是这
时她的背包已经不见了踪影。

根据温婆婆的回忆，何巧又马不停蹄
地查看了四五处监控，虽然大概得知了丢
包的位置和时间，但是并没有监控拍下是

谁捡到了温婆婆的背包。
一连忙到晚上7点，走出最后一处监

控室，没有找到背包的何巧有些愧疚。可
是温婆婆非但没有埋怨，还一个劲地对着
她竖起大拇指，做着表示感谢的手势。

21∶00-23∶00
紧急处警调解婆媳矛盾

晚上7点，若是平常，何巧已经下班
回家了，可是当天轮到她值班，她得在派
出所上班到第二天。派出所警力紧张，每
周都会有一天轮到她值班。

“值班时主要是处置群众报警，如果
有报警，就得马上去处置。”何巧告诉记
者，虽然不是每次值班都会遇到事情，但
得时刻保持警惕，半夜处警的情况也有。

“叮铃铃……”晚上9点刚过，接警平
台接到一个报警：辖区内有户人家婆媳闹
矛盾，婆婆打电话报警称，自己被儿媳打
了。

“清官难断家务事，处置家庭矛盾，主
要还是以劝说为主。”何巧连忙赶到报警
住户家中，刚进家门，就看到报警的婆婆
坐在沙发上哭泣，卧室里时不时传来夫妻
争吵的声音，气氛有些凝重。

何巧先来到婆婆身边，与她拉起家
常，逐步了解了事情经过。原来儿媳刚生
下孩子几个月，婆婆搬来与夫妻一起住，
方便照顾孙子，可是最近儿媳提出要在家
里安装监控摄像头，婆婆认为儿媳是不放
心自己，于是有些生气。

“刚生孩子，情绪有些波动，阿姨你想
想当年你是不是也经常情绪波动？”何巧
也是一名妈妈，就与婆婆聊起如何照看婴
儿的事，逐渐引导婆婆平复了心情。

随后，她又走进卧室，与儿媳聊起婆
婆带孙子如何辛苦，希望她能多包容老人
家……

经过两个小时的交流，最终婆媳双方达
成了一致：不在家中安装摄像头。何巧这
才从居民家中出来。此时已是晚上11点。

天上飘着小雨，寒风刮过，忙碌一天
疲惫不堪的何巧，不由得打了个冷战。可
是她还不能休息，得回派出所继续值班。

3个小时入户走访100多户、马不停蹄帮老人找包、晚上9点多上门调解婆媳矛盾——

全国“最美基层民警”何巧忙碌的一天

□本报记者 黄乔

前不久，我市举行2020年度
“感动重庆十大人物”颁奖典礼，获
奖者之一的涪陵区市场监管局驻
村扶贫干部胡华平，却没有来到现
场……

去年8月25日上午，58岁的
胡华平因劳累过度突发疾病，倒在
扶贫工作会现场，将生命永远定格
在了他所热爱忠诚奉献的扶贫路
上。

胡华平原是涪陵区市场监督
管理局三级调研员。2017年 12
月，他响应组织号召，到青羊镇吴
家村开展驻村扶贫工作。

“我现在都还不相信，老胡就
这么走了……”村民杨仁淑曾是建
卡贫困户，也是胡华平生前对口帮
扶对象，回忆起胡华平，她哽咽地
说，“老胡对大家就像屋头人一样，
大大小小的事情他都关心，很多事
情也亲力亲为。”

为帮助杨仁淑一家脱贫，胡华
平为她送去了扶贫驻村工作队赠
送的50只鸡苗和防治鸡瘟的药
品，鼓励她发展养殖业。3个月
后，看着土鸡卖出后拿到手里的

“真金白银”，杨仁淑一家争取脱贫
的信心更足了。

从2018年到2019年，杨仁淑
一家累计养殖土鸡100余只、土鸭

40余只、生猪10余头，家庭收入
大为改观。随后，胡华平又为杨仁
淑送去了金荞麦种子，动员她种植
中药材。

“我开始觉得种这个心里没
底，但老胡给我保证，种出来了就
全部卖得出去。”杨仁淑说，

果然，她种植的金荞麦丰收，
2亩地的金荞麦全部卖出。

“在老胡的帮助下，现在我们
不仅摘掉了贫困的帽子，年收有5
万多元。”杨仁淑说，“老胡是我家
的恩人，更是家人，我们这辈子都
会牢牢记住他。”

杨仁淑一家，只是胡华平的帮
扶对象之一。自进驻吴家村开展
扶贫工作以来，他几乎天天在村里
来回奔走，深入了解全村的情况。

“张家的猪仔又产了几头小
猪，李家种的农作物又该除草施
肥，陈家养殖的土鸡土鸭该出栏了
等等，他都一清二楚。”涪陵区吴家
村村委会主任冉书梅说，胡华平真
正做到了真扶贫、扶真贫，因此大
家都非常信任他。

胡华平去世后，涪陵区市场
监管局干部任晓梅接替了他在吴
家村扶贫工作。任晓梅说，胡华
平生前有一本日记，一次偶然机会
她在单位看到了这本日记，被里面
一篇篇“心声”深深感动，于是主动
向领导申请去吴家村继续做扶贫
工作。

胡华平虽然没来到颁奖典礼
现场，但他燃尽生命照亮村民脱贫
之路的精神被人们铭记，并感染和
激励着更多人。

涪陵区市场监管局驻村扶贫干部胡华平：

燃尽生命光 照亮脱贫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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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 廖雪梅）1月
20日，市财政局发布消息称，2020
年，全市38个区县和两江新区、重
庆高新区、万盛经开区，均按规定
公开了预决算信息。除保密部门
以外，重庆公共财政支出已全部公
开，实现了249个市级单位部门预
算公开全覆盖。

据介绍，近年来，重庆市级
单位部门预算公开的范围逐步
扩大，从最开始公开用于保基本
民生、保工资、保运转的公共预
算，到现在连同政府基金、国有
资本经营、社保基金等预算全部
公开。

不仅如此，预算公开的内容
也越来越具体，从单纯“摆数字”
发展到展示绩效和工作成果，从
公开预决算扩展到公开财政政策
和资金分配。比如，加强债务信
息公开，2020年增加了次年债务
预算情况，在原有公开内容的基
础上细化为6张报表，完整反映
政府债务的全貌；部门预算文字
说明增加部门（单位）收支总体情
况，表格增加部门采购预算更多
内容。

“从重庆‘晒’政府账本的实践
看，这些年市级部门单位不仅公开
用钱计划，更公开花钱结果。”市财
政局有关负责人说。

相关专家表示，预算公开既
让公众了解财政资金将花在什么
地方，还让公众知道这些钱花出
了什么效果，通过加强社会监督，
倒逼部门单位优化治理，节约集
约管理和使用财政资金，共同推
动政府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
代化。

以“三公”经费公开为例，从
2013年重庆首次公开部门决算算
起，“三公”经费已经“七连降”。与
2012年的10.4亿元相比，2019年

“三公”经费支出压缩过半；从预算
来看，2020年市级部门“三公”经
费预算6.1亿元，较上年压减5%
左右。

据悉，下一步重庆政府“账本”
公开将在两个方面重点发力：一方
面，在公开方式上再探索，力争通
俗一些，让公众看得更明白一点；
另一方面，在公开的内容上再深
化，特别是逐步加大绩效评价结果
的公开力度。

重庆249个市级单位部门预算全公开
2020年市级部门“三公”经费预算

6.1亿元，较上年压减5%左右

1月19日，北碚区柳荫镇，乡村农房正
在修葺中。

从2020年9月开始，北碚区启动了静
观镇、柳荫镇、三圣镇、金刀峡镇四个片区
农村人居环境成片整治，整治内容包括村
容村貌提升、生活垃圾和生活污水治理、
厕所革命、废弃物利用等，从硬化、美化、
文化、净化、亮化五个方面建设生态宜居
美丽乡村，增强农民的幸福感、获得感、安
全感。

特约摄影 秦廷富/视觉重庆

新年建新房

高质量发展看巴南
系列报道之一

引进医药项目80余个，协议达产产值1000多亿元

巴南 打造强大的生物药产业链和千亿级国际生物城
2020年，在疫情的冲击下，许多

行业受到了极大的影响。然而，危与
机相伴相生，巴南在生物医药领域，
却迎来了不一样的“风景”——引进
医药项目 80 余个，协议达产产值
1000多亿元，已初步构建起以生物药
为核心，化学药、现代中药、医疗器械
为特色，涵盖研发、中试、转化等要素
平台的“1+3+N”产业体系。

百亚股份A股挂牌上市
成国内女性卫生用品第一股

去年9月 21日，位于重庆国际
生物城的重庆百亚卫生用品股份有
限公司（下称“百亚股份”）首次公开
发行A股股票在深圳证券交易所挂
牌上市，成为国内女性卫生用品行业
第一股，巴南区A股上市公司再添
新军。

百亚股份是一家从事一次性卫
生用品研发、生产和销售的专业公
司，是国内一次性卫生用品行业知名
综合性企业。

“在2020年的疫情影响下，我们
的上市工作开展得更加艰难。”百亚
股份相关负责人坦言，正是因为巴南
良好的营商环境，多年来公司得以快
速地成长，疫情期间，巴南区从人力、
物力、财力等方面全力协助百亚股份

积极开展线上申报工作，克服重重困
难，让他们成为重庆首家采用“发审
委委员现场开会+聆讯阶段视频接
入”云上会的企业。

“企业的需求，就是我们努力的
方向。”重庆国际生物城相关负责人
表示，经过多年发展，重庆国际生物
城目前已形成以智睿生物、博唯生物
为龙头的生物制药集群；以美国雅培
克、日本参天为龙头的化学药集群；
以四川新绿色、“伍舒芳”为龙头的现
代中药集群；以钱璟康复、早柒天为
代表的医疗器械产业集群，正成为重
庆市生物医药产业集聚度最高的集
聚地。

建设重庆国际免疫研究院
打造国内顶尖研发创新平台

去年6月30日，重庆国际免疫研
究院启动仪式举行，巴南区生物医药
产业又向前迈出了扎实的一步。

重庆国际免疫研究院位于重庆
国际生物城，总建筑面积4万多平方
米，将着力构建具有国际竞争力、达
到国际认证需求的“24X”研发创新
体系。“2”指疫苗、抗体；“4”指多肽
药物、免疫细胞治疗、免疫诊断、
ARO（学术研究组织）服务；“X”指
免疫大数据与人工智能中心、中试中

心、实验动物中心、基因解码中心、细
胞解码中心、样本库、大型设备中心
等。

“重庆国际免疫研究院的落户为
巴南生物医药产业加速发展搭建起
一流的创新平台，为助推全市大健康
产业高质量发展带来新的机遇、注入
新的动力。”巴南区相关负责人表示，
目前，重庆国际生物城进入临床阶段
的I类新药达到10个，在全市名列前
茅。其中，HPV疫苗、白介素-17、利
拉鲁肽注射液、口服紫杉醇等6个产
品进入三期临床，重组全人源抗EG-

FR单抗、抗PD-L1单抗2个产品加
快二期临床，德谷胰岛素、GR18012
个产品进入一期临床。

防疫物资从无到有
全年实现产值10亿元

疫情对生物医药产业来说，既是
一次大考，也带来了发展机遇。在重
庆立泰服饰集团有限公司（下称“立
泰服饰”）通宵灯火通明的厂房里，生
产防疫物资攻坚从未停歇。

“我们曾是一家从事一家生产校
服、西服等职业服装的公司。”立泰服

饰相关负责人说，去年疫情期间，他
们转为生产隔离服、防护服，在巴南
区的帮助下，短短2天内完成产品注
册备案和生产备案，4天完成转产，并
取得金融机构1400万元低息贷款支
持用于建线转产。目前已累计生产
隔离服、防护服超过1300万套，出口
860万套。

“风浪和市场，是对一个企业和
产业最好的检验。”重庆国际生物城
相关负责人称，这些企业关键时刻能
顶上去，说明产业木已成林。2020
年，园区累计生产防护服（隔离服）
1360万余件，出口1100余万件；生产
各类消毒用品5100余吨；产销口罩
2210多万个；生产磷酸氯喹关键原料
150吨。成为全市保供门类最全、产
能最大的防疫物资生产基地之一。
全年防疫物资板块实现产值约10亿
元。

正是如此，即使在疫情影响下，
重庆国际生物城仍实现了逆势反增：
完成固定资产投资37.2亿元，同比增
长21.17%；新增规上工业企业6家，
累计实现规上工业产值100.27亿元，
同比增长33.19%；新增限上商贸企业
1家，累计实现限上销售额15.31亿
元，同比增长33.16%。产值连续4年
保持30%以上的高增长，高质量发展
势头不减。

全年签约25个项目
投资额156.1亿元

2020年，重庆国际生物城被市经
济信息委命名为市级特色产业示范
基地，是全市生物医药行业唯一一
家。市科协批准成立“重庆市生物医
药两学一产联合体”并常驻重庆国际
生物城。市民政局为生物城授牌“重
庆康复辅具产业园”。

在雄厚的产业基础上，大批生物
医药项目纷纷扎根巴南——全年累
计签约植恩现代中药、南芯医疗、玖
誉医疗、治疗用（合成肽）乙肝疫苗产
业化项目等25个项目，累计投资额
156.1亿元。

2021年，巴南区将用好全市首个
“国家战略性新兴产业集群”的金字招
牌，加快重庆国际免疫研究院等建设
运营，将瞄准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方
向，推动智飞生物、百亚股份等上市企
业发展壮大，推动艾斯勒克斯原料药、
钱璟康复等投产达效，推动宸安一期、
博唯二期等项目投产投用，着力打造
千亿级生物医药产业集群，努力将重
庆国际生物城打造成西部地区最全最
强生物药产业链和千亿级的长江上游
具有国际影响力的国际生物城。

伍凤秋
图片由重庆国际生物城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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