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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洁（女） 重庆渝贸通供应链管理有限责任

公司党支部书记、董事长
袁小明 国网市电力公司党建部主任、党校副

校长，本部党委副书记
薛世凤（女） 中冶建工集团第二建筑工程分

公司党群工作部部长、工会副主席
周吉光（女） 中国汽研公司党群工作部党支

部书记、主任
肖明 重庆供销生鲜连锁有限公司党支部书

记、董事长、总经理

三、重庆市先进基层党组织拟表彰对象
（300个）

万州区大周镇党委
万州区牌楼街道党工委
万州区武陵镇下中村党支部
万州区甘宁镇楠桥村党支部
万州区双河口街道螺蛳包社区党委
万州区龙都街道大塘边社区党委
万州区分水镇黄泥社区党委
重庆长安跨越车辆有限公司党委
万州区纪委监委机关党委
重庆三峡移民纪念馆党支部
万州区福建小学党支部
万州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党委
万州区公安局红光派出所党支部
黔江区金溪镇党委
黔江区冯家街道寨子社区党总支
黔江区卫生健康委机关党总支
黔江区税务局第三税务所党支部
黔江区菁华小学校党支部
涪陵区政务服务管理事务中心党支部
重庆市涪陵榨菜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党委
重庆华峰化工有限公司党委
重庆市涪陵城区第七小学校党总支
涪陵区白涛街道党工委
中石化重庆涪陵页岩气勘探开发有限公司技

术中心党支部
涪陵区大顺乡新兴村党支部
涪陵区马鞍街道高岩口社区党委
涪陵区中医院党委
涪陵区生态环境监测站党支部
渝中区人民法院机关党委
重庆市第二十九中学校党委
渝中区大坪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党支部
重庆静昇律师事务所党支部
渝中区七星岗街道领事巷社区党委
渝中区个体劳动者协会党委
渝中区环境卫生管理服务中心党总支
大渡口区跃进村街道东正社区党委
大渡口区跳磴镇石盘村党总支
重庆中元汇吉生物技术有限公司党委
江北区税务局第三税务所党支部
江北区鲤鱼池小学党支部
江北区铁山坪街道唐桂社区党委
江北区华新街街道东方家园社区党委
江北区复盛镇华山村党支部
江北区五宝镇大树村党总支
江北区财政局机关党支部
北京盈科（重庆）律师事务所党支部
沙坪坝区回龙坝镇回龙坝村党总支
沙坪坝区中梁镇龙泉村党委
重庆共享工业投资有限公司党委
沙坪坝区新桥街道高滩岩社区党委
重庆东华医院党总支
沙坪坝区人民法院陈家桥人民法庭党支部

重庆华立万韬律师事务所党支部
沙坪坝区凤凰镇党委
九龙坡区政务服务管理办公室党支部
九龙坡区杨家坪街道党工委
九龙坡区税务局机关党委
九龙坡区人民医院东院区感染科党支部
九龙坡区铜罐驿镇英雄湾村党总支
重庆宏钢数控机床有限公司党支部
南岸区迎龙镇北斗村党支部
南岸区龙门浩街道上新街社区党委
重庆莉莱食品有限公司党支部
南岸区城市建设发展（集团）有限公司党委
市公安局南岸区分局刑侦支队党总支
重庆中世律师事务所党支部
北碚区柳荫镇东升村党总支
北碚区天生街道西南大学南社区党支部
北碚区朝阳小学校党总支
北碚区政务服务管理办公室党支部
北碚区歇马街道党工委
重庆市工业互联网产业生态园党委
渝北区大盛镇党委
渝北区龙山街道党工委
渝北区木耳镇金刚村党总支
渝北区龙塔街道紫福路社区党委
渝北区政务服务管理办公室机关党总支
渝北区融媒体中心机关党总支
渝北区税务局机关党委
渝北区空港新城小学校党总支
渝北区中医院党委
重庆创新经济走廊开发建设有限公司党委
渝北区临空国际贸易示范园党支部
巴南区双河口镇塘湾村党委
巴南区木洞镇二社区党委
巴南区李家沱街道党工委
巴南区纪委监委机关党委
巴南区政务服务管理办公室机关党支部
巴南区城市管理综合行政执法支队党支部
重庆公路物流基地建设有限公司党委
重庆百亚卫生用品股份有限公司党支部
重庆市鱼洞中学校党委
巴南区界石镇党委
长寿区龙河镇保合村党支部
长寿区邻封镇邻封村党支部
长寿区委组织部机关党支部
重庆市长寿中学校党委
重庆钢铁股份有限公司轧钢厂热卷生产党支部
江津区石门镇李家村党委
江津区双福街道津福社区党委
江津区聂帅陈列馆党支部
渝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党支部
江津区几江幼儿园党支部
江津阳光社工党支部
江津区政府投资评审中心党支部
江津区卫生健康综合行政执法支队党支部
江津区惠农土地开发整理有限责任公司党委
合川区三庙镇凤山村党支部
合川区纪委监委机关党委
合川区古楼镇摇金村党支部
合川区太和镇党委
合川区公安局南津街派出所党支部
合川区金星玻璃制品有限公司党支部
合川区钓鱼城街道鼓楼街社区党委
永川区胜利路街道张家坡社区党委
永川区南大街街道泸州街社区党委
永川区松溉镇打鱼河村党委
永川区仙龙镇太平桥村党总支

永川区公安局凤凰湖派出所党支部
永川区就业和人才中心党支部
重庆新泰机械有限责任公司党委
永川区大安街道党工委
南川区西城街道党工委
南川区南平镇党委
南川区山王坪镇庙坝村党支部
南川区政务服务管理办公室机关党支部
南川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党支部
重庆市南川中学校高一年级党支部
綦江区中峰镇党委
綦江区公安局指挥中心党支部
綦江区税务局机关党委
綦江区安稳镇黄桷桥社区党总支
綦江区隆盛镇振兴村党总支
中国电信綦江分公司党委
綦江区通惠中学校党支部
大足区宝顶镇铁马村党支部
大足区邮亭镇党委
大足区市场监管局机关党委
大足区生态环境保护综合行政执法支队党支部
大足区龙岗第一小学党总支
璧山区税务局第一税务所党支部
璧山区实验小学校党总支
重庆高新技术产业研究院有限责任公司党支部
璧山区委网信办党总支
璧山区福禄镇斑竹村党委
璧山区璧城街道卫生院党支部
铜梁区安居镇党委
铜梁区土桥镇河水村党支部
铜梁区太平镇坪漆村党支部
铜梁区东城街道玉泉社区党委
铜梁区市民服务和营商环境促进中心机关党

支部
潼南区柏梓镇党委
潼南区塘坝镇天印村党支部
潼南区桂林街道东风社区党委
潼南区扶贫办机关党支部
重庆凌峰橡塑制品股份有限公司党支部
重庆华森制药股份有限公司党委
荣昌区铜鼓镇刘骥村党总支
重庆市荣昌中学校党委
荣昌区人民医院党委
开州区赵家街道党工委
开州区公安局特警支队党支部
开州区交通局机关党委
开州区人民医院党委
重庆市开州中学党委
开州区红岩（北京）流动党员党委
开州区关面乡泉秀村党支部
梁平区竹山镇猎神村党总支
梁平区袁驿镇民主村党总支
梁平区人民医院门诊第三党支部
梁平区科技局机关党支部
梁平区交通局机关党委
梁平区合兴初级中学党支部
武隆区火炉镇筏子村党总支
武隆区实验小学党委
武隆区大溪河电力有限责任公司党委
武隆区人民法院第七党支部
城口县沿河乡北坡村党支部
城口县公安局明通派出所党支部
城口县纪委监委机关党委
丰都县三建乡党委
丰都县高家镇建国村党委
丰都县三合街道童仙寨社区党支部

丰都县虎威镇大溪村党总支
丰都县瑞祥联合运输有限公司党支部
丰都县实验小学校党委
垫江县桂阳街道天宝社区党支部
垫江县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党支部
垫江县坪山小学校党支部
忠县白公街道长河社区党支部
忠县白石镇华岭村党支部
忠县马灌镇党委
忠县人民医院党委
重庆海螺水泥有限责任公司党委
云阳县人民法院审判管理办公室（研究室）党

支部
云阳县信访办党支部
云阳县青龙街道亮水坪社区党支部
云阳县泥溪镇桐林社区党支部
云阳县锦艺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党支部
江苏恒顺醋业云阳调味品有限责任公司党支部
奉节县平安乡文昌村党支部
奉节县永安街道羽声社区党委
奉节县民政局党总支
奉节县公安局羊市派出所党支部
重庆渝东医院党支部
巫山县竹贤乡下庄村党支部
巫山县双龙镇党委
巫山县税务局第一税务所党支部
巫山县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党支部
巫山县福田镇松柏村党支部
巫溪县红池坝镇党委
巫溪县柏杨街道丰益社区党委
巫溪县通城镇长红村党支部
巫溪县徐家镇枣树村党支部
石柱土家族自治县行政服务中心党支部
石柱土家族自治县王场镇党委
石柱土家族自治县中益乡坪坝村党支部
石柱土家族自治县南宾街道正街社区党支部
秀山土家族苗族自治县隘口镇党委
秀山土家族苗族自治县人民检察院机关党委
秀山土家族苗族自治县武陵山网商协会党支部
秀山土家族苗族自治县洪安镇贵亚村党支部
酉阳土家族苗族自治县车田乡党委
酉阳土家族苗族自治县第二中学校党委
酉阳桃花源实业公司党支部
酉阳土家族苗族自治县公安局桃花源派出所

党支部
酉阳土家族苗族自治县浪坪乡官楠村党支部
彭水苗族土家族自治县人民医院党委
彭水苗族土家族自治县万足镇小河社区党支部
彭水苗族土家族自治县民族中学党委
彭水苗族土家族自治县桑柘镇李家社区党支部
重庆市江北嘴水源空调有限公司党支部
两江新区大竹林街道水竹苑社区党委
重庆韩泰轮胎有限公司党总支
两江新区金渝学校党支部
市公安局两江新区分局人和派出所党支部
重庆高新区政务服务和社会事务中心党委
重庆高新区含谷镇寨山坪村党支部
万盛经开区黑山镇鱼子村党委
重庆多普泰制药股份有限公司党支部
市纪委监委机关党委
市委办公厅秘书一处党支部
市委组织部组织三处党支部
市委研究室专题处党支部
市委网信办政策法规处党支部
市政府办公厅秘书九处党支部
市公安局出入境总队出国境证件受理支队党

支部
市公安局技侦总队三支队党支部
市公安局网安总队八支队党支部
市规划自然资源局审计处党支部
市卫生健康委疾控处党支部
市应急局危险化学品安全监督管理处党支部
市国资委办公室党支部
市检察院机关党委
市工商联机关第四党支部
重庆市税务局办公室党支部
重庆电脑报经营有限责任公司党支部
重庆两江新区产业促进局党支部
重庆市凤城监狱七监区党支部
重庆市西山坪教育矫治所九大队党支部
市公共租赁房管理局党总支
市公路养护管理段党委
市水文监测总站党总支
重庆图书馆党委
市妇幼保健院党委
渝中区较场口消防救援站党支部
两路寸滩海关第一党支部
西南政法大学法学院民事诉讼法教研室党支部
重庆工程学院管理学院党总支
重庆电工职院人工智能与大数据学院党总支
西南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党委
重庆交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中国近现代史

纲要、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教工党支部
四川美术学院造型艺术学院版画系教师党支部
长江师范学院现代农业与生物工程学院党委
重庆第二师范学院学前教育学院党总支
重庆工业职院车辆工程学院汽车运用教研室

党支部
重庆科创职院经济管理学院教师党支部
重庆商务职院商贸管理系市场营销教研室党

支部
重庆江北国际机场有限公司医疗救护中心党

支部
重庆登康口腔护理用品股份有限公司生产制

造党支部
重庆交通建设（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京雄高速

SG2项目党支部
重庆市排水有限公司鸡冠石污水处理厂党支部
重庆市城市建设发展有限公司党支部
重庆农商行万州分行党委
红蜻蜓（重庆）植物油脂有限公司党支部
重庆市荣昌区储备粮有限公司党支部
重庆市乐和乐都旅游有限公司第一党支部
重庆市汽车运输（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党委
重庆市天友乳业股份有限公司乳品一厂党支部
重庆联交所集团产权交易分中心党支部
重庆青山工业有限责任公司传动系统研究院

党总支
邮储银行重庆彭水苗族土家族自治县支行党

支部
中国电信重庆公司客户服务中心10000号党

支部
中国联通重庆市巴南区分公司党支部
重庆大唐国际彭水水电开发有限公司党委
国家电投集团重庆江口水电有限责任公司党

总支
中国石化川维化工公司销售中心党总支
中国石油天然气股份有限公司重庆仓储分公

司朝阳河油库党总支
中铁二院重庆勘察设计研究院有限责任公司

交规处党支部
中电科技集团重庆声光电有限公司模拟集成

电路设计事业部党支部

重庆市优秀共产党员、重庆市优秀党务工作者和重庆市先进基层党组织拟表彰对象名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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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全国劳动模范和先进工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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凌晨三四点，大多数人还在睡梦
中，这时总有一个身影面色沉静地忙碌
着，他就是全国先进工作者、重庆市石
桥铺殡仪馆殓运科科长汪志。

在这个让人“敬”而“远”之的行业，
汪志用一名共产党员的赤诚胸怀投身
殡葬事业，一干就是20多个年头。在
生命的终点站，他默默地用行动为逝者
及其家属服务，无怨无悔。

刻苦钻研 无私奉献

1994年4月，汪志一参加工作就被
分配到火化车间，成为火化车间最年轻
的职工。当时正值火化车间新火化炉投
入使用，汪志虚心地向师傅们请教，向火
化炉生产厂家的工程师请教，不但很快
地掌握了火化技术，还对火化炉的原理
构造有了一定程度的了解，工作技能飞
速提高，并且还掌握了一定的维修技术。

汪志时常感叹：现在的条件可是比
以往好太多了。20世纪90年代，较早的
老式火化机炉烟道极易堵塞，隔不上几
天就得清理。最麻烦的是储油罐量少的

时候，得从底部放出来，用桶拎着几十斤
重的油走上三四十米的路程送过去，每
罐油扫尾的时候至少得来来回回地跑上
五六趟，每个月要购进6车油，工作量可
想而知。

在许多重大事故善后处理中，汪
志也总是冲到最前面。2006年10月1
日，刚刚做完胆囊切除手术还未拆线
的他得知出现重特大交通事故，他不
顾亲人的反对，立即赶赴单位组织部
门职工做好遗体接运和善后处理的准
备工作。当遗体接运回馆后，他又组
织人手对每具遗体进行登记建档、沐
浴穿衣、整形等工作，还主动协助政府
善后工作组接待和安抚罹难者家属，
几天几夜忙碌不停，直到遗体的善后
处理全部完成，他才去医院完成手术
拆线。

勇于担当 用心服务

在多年的殡葬工作中，汪志印象最
深刻的是2003年他任业务科长期间，
馆里接收一具卫生防疫部门送来的疑

似“非典”病故遗体。在巨大的生死考
验面前，汪志没有一点迟疑，他带头穿
上防护服，第一个冲在前面，为逝者进
行整理和收殓。在他的影响下，一个又
一个的职工上去了，直到这具遗体顺利
完成火化。

在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中，他主

动发挥党员干部的先锋带头作用，毅然
放弃休假，吃住在单位、战斗在岗位，始
终坚守在殡殓火化一线，指挥和带领科
室全体人员努力克服防护难度大、工作
强度大、心理压力大等诸多困难。作为
我市主城区唯一的“新冠”遗体定点火
化单位，面对确诊病例遗体和因严重肺

炎去世的未确诊遗体，他主动请缨，带
领接运人员全程妥善处置。

不管是作为一名普通职工还是一
名中层管理干部，他时刻把群众的困难
放在心里。当看到部分困难群众无力
支付亲属的丧葬费用，甚至无钱坐车到
馆办理亲人的火化手续时，他不但立即
通过正规程序上报为其减免费用，还多
次带人奔赴逝者家中做安抚工作，帮助
办理火化手续，用实际行动践行一个殡
葬人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信念和宗
旨。

与时俱进 开拓创新

在任业务科科长期间，汪志大胆
提出开展预约定时火化的项目，促成
石桥铺殡仪馆率先在西南地区开展
预约定时火化服务，群众缩短了治丧
等候时间；他还组织火化车间成功研
制高炉炕面，大大地节约单位成本；
组织殡殓组开展遗体防腐技术研究，
增加遗体保存时间；对车间火化工进
行培训，提高火化技能及风量、气压、

火力筹不同时段的控制操作技艺。
为满足群众不同的治丧需求，殓运科
还新增了卫生纸棺装殓入殡等项目，
尽最大努力满足群众多样化的治丧
需求。

作为殓运科领头人，汪志深刻地
认识到，一个人的能力毕竟有限，只
有培养一支技术过硬、品格优秀的团
队才能更好地服务群众。他多次组
织职工外出学习，参加各种培训，培
养出了一批技术骨干。在多次突发
事故遗体的善后处理和重大丧事活
动中他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受到政府
和逝者家属的高度肯定。在他的带
领下，殓运科涌现出一批批班组和先
进个人：谢运才获国家民政部最高荣
誉奖“孺子牛奖”，杨先军、孙德洪被
评为“全国殡葬工作先进个人”，章新
华获“重庆市最美基层民政人”称号，
火化车间获得“重庆市总工会工人先
锋号”等荣誉。

潘锋
图片由重庆市石桥铺殡仪馆提供

汪志为逝者家属办理手续汪志为逝者家属办理手续

重庆市采矿权公开出让公告
渝矿采出字〔2021〕（綦江）2号

根据国家和重庆市的相关规定，现对以下采矿权予以公告，公告时间为2021年06月07日09时-2021年07月05日17时。公告日期内有2家以上（含2家）申报的采取拍卖方式确定受让方，
拍卖时间另行通知；公告时间内只有1家单位申报的将采取挂牌出让。本次公开出让的采矿权采用现场交易，出让详细资料和具体要求，竞买申请人可在公告截止前到重庆市綦江区公共资源服
务有限公司索取相关资料并进行报名。地址：綦江区文龙街道通惠大道69号市民服务中心6栋4层，联系电话：48671225，联系人：杨老师。

本次公告同步发布的网站：重庆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网站：http://ghzrzyj.cq.gov.cn、重庆綦江公共资源综合交易网：http://qjjyzx.cqqj.gov.cn/、其他渠道《重庆日报》、自然资源部门户网
站、重庆市綦江区规划和自然资源局门户网站 http://ghzrzyj.cq.gov.cn、http://www.cqqj.gov.cn/bm/qghzrzyj/。

备注：
一、序号QJGC202104采矿权出让人：

重庆市綦江区规划和自然资源局，地址：重庆
市綦江区古南街道南门路一号，联系人：何老
师 ，联 系 电 话 ：85890022。 序 号
QJGC202105 采矿权出让人：重庆市綦江区
规划和自然资源局，地址：重庆市綦江区古南
街道南门路一号，联系人：何老师，联系电话：
85890022。

二、保证金户名：重庆市綦江区公共资源
综合交易中心 开户行：中国农业银行股份
有 限 公 司 重 庆 綦 江 南 州 支 行 帐 号 ：

120701040001222。保证金户名：重庆市綦
江区公共资源综合交易中心 开户行：中国
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綦江区支行 帐号：
50001163600059666666。

竞买保证金到账截止时间为：2021年07
月05日17时。如成功竞得，已缴纳的保证金
可抵作采矿权出让收益，由竞得人委托重庆
市綦江区公共资源服务有限公司支付至财政
非税收入专户；如未竞得，可在成交日之后1
个工作日内办理退还手续，不计利息。

三、采矿权出让收益缴纳方式详见《竞买
须知》。

四、采矿权竞买申请人资格要求：
（一）竞买申请人须为营利法人；
（二）竞买申请人属于以下情形之一的不

得参与竞买：
1、在自然资源部矿业权人勘查开采信息

公示系统的“矿业权人异常名录”“矿业权人
严重违法名单”内；

2.通过“信用中国”查询，在自然资源部
联合惩戒备忘录或重庆市信用惩戒严重失
信主体“黑名单”内限制禁止参与采矿权出
让的；

3.被吊销采矿许可证之日起2年内。

4、报名竞买单位及相关联的法定代表
人、股东在綦江区通过竞买已签订矿业权或
土地使用权出让合同，但未履行相关义务，存
在未按合同约定缴纳矿业权出让收益或土地
出让价款等严重违约行为的。

五、风险提示：
（一）采矿权投资存在有不可预计的风

险，包括竞买须知所表述的有关矿产资源情
况（矿层厚度、矿石质量、储量等）与实际开采
有差距的风险，包括但不限于安全、地质灾害
防治、环境保护等要求、对特定采矿方法、选
矿方法限制以及国家产业政策或者矿产资源

规划调整的影响、不可抗力的影响等风险。
竞买申请人参加竞买并提交申请，即视为竞
买申请人对采矿权现状和竞买须知已完全认
可并自愿承担所有风险；

（二）有关该宗采矿权的用地、用水、用
电、公路、环保、基础设施等工作，由竞得人自
行负责解决并依法完善相关手续；

（三）若竞得人竞得该宗采矿权后，在办
理采矿登记所需要件时进行安全、环境评价
等认定为不适宜开采的，该宗采矿权按不成
交处理。

六、提出异议的方式与途径：

对本次出让的采矿权存有异议的，应在
公示期截止前以书面方式向重庆市綦江区规
划和自然资源局提出；对出让交易程序存有
异议的，应在公示期截止前以书面方式向重
庆市綦江区公共资源服务有限公司提出。根
据所提异议的具体情况，按照《矿业权交易规
则》等相关规定进行妥善处置。

七、其他重要提示及要求：
上述重庆市綦江区篆塘镇白坪村建筑

用砂岩矿为新设矿权，重庆市綦江区石壕镇
石泉村建筑石料用灰岩采矿点为已设矿权
增划资源

序号

QJGC202104

QJGC202105

采矿权名称（暂定名）

重庆市綦江区篆塘镇白坪村建筑
用砂岩矿

重庆市綦江区石壕镇石泉村建筑
石料用灰岩采矿点

地理位置

重庆市綦江区篆
塘镇白坪村

重庆市綦江区石
壕镇杉树湾

矿种

建筑用砂岩

建筑石料用灰岩

矿区范围拐点坐标

详见《竞买须知》

详见《竞买须知》

资源储量

100.3万立方米

1133.6万吨

矿区面积(平方公里)

0.0375

0.2685

开采标高

500米至445米

1045米至950米

生产规模

10万立方米/年

55万吨/年

出让年限(年)

7.3

16.2

出让收益起始价（万元）

680.41

5101.2

保证金金额(万元)

340

153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