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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 张莎）7月
19日，由重庆市委宣传部、市文明
办、城口县委、城口县政府主办的
2021年”党在我心中”微访谈暨
5-6月“重庆好人”发布活动在城
口举行。活动现场，发布了5—6
月“重庆好人”名单，廖良开、代啟
坪、刘伟、冉维梅、张全文、宋康等
6位身边好人代表，走上台前忆党
情、感党恩，表达对党的热爱。

廖良开：一诺千金是共产
党员的本色与担当

诚实守信中国好人、开州区赵
家街道和平村居民廖良开是一名
退役军人。

1997年初，19岁的吉林籍战
友刘继强在抢救落水群众时英勇
牺牲。面对丧子之痛的战友父母，
廖良开认下两位老人为“爹妈”，决
心为战友尽孝。

他告诉大家：“当时部队追授
继强为烈士，他的入党志愿书是由
我代签，当我签下刘继强这三个字
的时候，在那一刻，我觉得我既是
刘继强，也是廖良开。”

空闲时，打一个电话聊天；月
底时，寄一封信问候。每月微薄的
津贴，一份寄给重庆老家的爸妈，
一份寄给吉林桦甸的爹娘。

20余年，廖良开一直在尽一
个做儿子的责任。每年探亲的路
上，从个人独行到夫妻同行，再到
一家三口偕行。廖良开说：“战友
为人民牺牲，我来替他尽孝。说好
的一辈子，就是一辈子。一诺千
金，是我们共产党员的本色与担
当。”

冉维梅：感谢党和政府，
我要把日子过得更有滋有味

穿着女儿买的裙子，50岁的
城口县坪坝镇三湾村居民冉维梅
漂漂亮亮地走上舞台，坦坦荡荡道
出18年前的人生巨变。

那年，冉维梅的丈夫周应春种
地时被山上滚落的大石砸成终生
瘫痪。彼时的她只有32岁，两个
孩子一个3岁、一个8岁，药费、学
费、生活费全压在了这个柔弱的女
子肩上。亲人朋友都劝她赶快离
婚，但冉维梅选择了留下，悉心照
料瘫痪的丈夫。

18年过了，冉维梅不离不弃，
硬是让周应春过着幸福生活。如
今，女儿已上大学，读的是医学院
的临床医学专业；儿子在外打工，
每月的工资也还不错。

不再为生活所困，冉维梅学会
了跳钱棍舞，还鼓捣起了化妆、刺
绣、养花。她说：“我以前是不停在
累、在干、在讨生活。感谢党和政
府，现在小康了，我也要把文化学
起来，把日子过得更有滋有味。”

宋康：为新生活、新奋斗
继续加油干

32岁的宋康是水利部派驻城
口县坪坝镇前进村第一书记、驻村
工作队队长，今年荣获敬业奉献

“重庆好人”。
2018年 9月，宋康主动请缨

投身艰苦的扶贫一线。“我是一名
有着十多年党龄的共产党员，当初
向组织主动请战时，我就申请把我
派到脱贫攻坚压力最大、条件最艰
苦的地方。”宋康坦言，尽管已经有
了心理准备，前进村的落后和困
难，还是让他很吃惊。当时他就暗
下决心：“沉下心、扎下根，一定要
让前进村变个样！”

刚到村里，宋康听不懂村里老
百姓说的方言，有的老百姓也听不
懂他的话。语言不通、交流困难、
人又年轻，一些村干部、村民对他
有了质疑，觉得他就是去镀个金、
混个两天就走了。

宋康没有做任何语言上的辩
解，那段时间，每天就跟着老百姓
学习，累了和他们一样往田坎上
一坐，渴了就到老百姓家的水缸
里舀口水喝。慢慢地，村民们发
现，这个小伙子不是来混日子的，
是实实在在干工作的，他们接纳
了宋康。

三年来，在前进村，宋康推动
农村饮水工程实施，改善人居环
境，培育专业合作社，协调产品销
售，全村81户341人建档立卡贫
困户全部脱贫，村民人均收入从不
到3000元提高到现在的9000多
元。

访谈中宋康透露，他三年的扶
贫工作将正式结束。“作为一名党
员干部，身逢盛世、重任在肩，我将
倍加努力，不负韶华！”

2021年“党在我心中”微访谈市级示范活动举行

5-6月“重庆好人”名单发布

□本报记者 龙丹梅 左黎韵 罗芸

自今年入汛以来，我市嘉陵江出现1
次编号洪水，共有130条中小河流共发生
了1036次不同程度的涨水过程，其中26
条河流共发生43次超警戒水位洪水，9
条河流发生15次超保证水位洪水。

哪里有困难，哪里就有党员干部！
暴雨洪灾面前，重庆各级党组织和广大
党员干部把防汛抢险救灾现场作为新时
代赶考的重要考场。他们身先士卒，冲
锋在前，用行动书写共产党员的忠诚与
担当。

闻“汛”而动筑牢防线

“这次洪水不小，你们下游要小心！”
7月5日凌晨5时，重庆市水文监测总站
五岔水文站青年党员余双琪接到上游东
溪水文站通报实时水情的电话，她立刻和
站长刘劲梅开始着手准备电波流速仪。

五岔水文站位于綦江流域下游。7
月5日凌晨，綦江上游普降暴雨，受强降
雨和上游来水影响，綦江水位“蹭蹭”上
涨。

中午13时20分，两人开始测第1份
流量，紧接着又是第2份、第3份……直
到第二天天亮，她们共测了12份流量，整
宿没有合眼。她们测回的水情、雨量等精
准水文数据被及时传送到市水文监测总
站，作为编制水文预报的依据。

7月11日19时，嘉陵江2021年第1
号洪水在嘉陵江支流渠江形成，长江上游

水文局发布水情预警，预计洪峰将于13
日凌晨通过磁器口。

接到水情后，沙坪坝区磁器口街道金
蓉社区党委书记蒋世佳立即来到嘉陵江
边，挨个通知商户、居民注意防范避险。
磁器口位于嘉陵江边，“十年九淹”，但每
年都能安然度汛。这背后，正是蒋世佳及
其同事的付出。

洪水达到184米的保证水位，需疏散
转移9户29人；达到189.49米，需疏散转
移76户 251人……“十年九淹”的磁器
口，什么水位要撤离，水位每上涨0.5米
要搬迁多少户，在蒋世佳心里都有一本

“台账”。蒋世佳总是把工作做在前面，他
说，“我是党员，提前1分钟通知到商户、
居民，就能为商户居民减少一份损失、增
加一份平安，这是我应尽的责任。”

抗洪一线勇于担当

“平常时候看得出来，关键时刻站得
出来、危难关头豁得出来。”在抗洪抢险一
线，党员在关键时刻体现着担当作为。

7月12日，大雨倾盆，垫江G243（渝
巫路）太平至县城段公路边坡塌方，沿线
出现了5处滑坡险情，从山上滚落的碎石
堵塞了边沟，严重影响往来车辆安全。

负责该项目建设的中国能源建设集
团天津电力建设有限公司组建抢险先锋
队前往排险，26岁的一线技术工人冯聪
聪主动请缨加入，他说：“我也是党员，我
要上。”

队员们冒着大雨挥锹抡锄，整整奋战

了4个小时，才将垮塌范围内的滚石、落
石清理干净，并疏通了堵塞的沟渠，保证
了道路行车安全。

7月6日、7日，奉节县普降暴雨，24
小时最高降雨量达161.4毫米。7日上午
9时许，新民镇长棚村村支书左树全在巡
查中发现村民廖永乾家附近的一口山坪
塘快要漫塘了，山坪塘周围居住着300余
名村民，一旦决堤，后果不堪设想。

左树全第一时间上报镇政府。镇上
派出抢险队，大家经过研判，决定挖一条
导流渠引出雨水，防止漫塘。

来不及调运机械设备，挖导流渠全靠
人力。左树全挥一挥手，和村里的党员们
扛起铁锨锄头，就冲上了施工地。见党员
干部带头，廖永乾等几个村民也主动参与
抢险，他们两两一组，凿石开沟。大家冒
着暴雨整整挖了一个下午，终于在下午6
时许挖通了一条长30米、宽1米的导流
渠。眼看着塘水顺着沟渠缓缓溢出，左树
全长长地吐出一口气。接着，他又带领村
民对山坪塘垮塌部分进行了加固维修，彻
底排除了险情。

7月12日清晨，重庆主城暴雨倾盆，
多处路面积水，阻断交通。早上7时许，
6辆小汽车“搁浅”在渝北区龙石路环山
国际附近主干道的积水中，车主心急如
焚。周围大批车辆通行受阻，交通出现
拥堵。

正在龙石路附近执勤的渝北区公安
分局交巡警支队回兴大队摩巡骁骑陈小
虎毫不犹豫地冲进积水中，和同事刘茂

森、张先静、杨智杰一起，合力将受困车辆
推出积水。4名交巡警在积水中推车的
画面，也被过路的行人用视频记录下来，
迅速火遍全网。

这4名交巡警平均年龄不过二十四
五岁，其中，陈小虎、刘茂森两人不久前刚
刚向党组织提交了入党申请书。

党员干部为村民解急难

7月3日，一场“直播带货”在巫溪县
通城镇开启，直播带货的主要农产品之
一，正是当地进入成熟期的青脆李。

在得知当地7月5日起将有连续强
降雨天气后，市政府办公厅帮扶集团驻巫
溪县通城镇乡村振兴工作队和通城镇党
委政府抢在暴雨来临前，组织了一场公益
助农直播活动，并积极联系线下销售渠
道，让当地已成熟的李子赶在暴雨到来前
及时销售出去。

受连日暴雨影响，巫山县曲池乡柑园
村脆李裂口，1000多吨裂口的脆李无法
销售，300多户果农受影响。为了减轻村
民的损失，乡政府联系了一家果酒加工企
业，收购裂口的脆李作为原料，但昂贵的
运输费用难倒了村民。

关键时刻，村里的党员干部站了出
来。村支书孙垒组织村干部挨家挨户上
门收购，又联系好物流公司进行运输。党
员干部免费出人力，物流费用由村集体支
付。“每销售一吨脆李，我们就得从集体经
济里拿出200元作为补贴。”孙垒说，目
前，柑园村已运出60吨裂口脆李。

关键时刻站得出来
——重庆抗洪抢险一线党员干部掠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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坚持每天巡查管养道路，及时安排
调配人力、物力进行路面病害整治和路容
路况整治……“人在路上、心在路上”是他
公路养护职业精神风貌的生动写照。作
为重庆市巴南区公路养护中心的副主任，
他在从事公路养护工作9年的时间里，把
忠于责任视为对公路热爱的表达，他先后
被重庆市公路事务中心评为“公路养护工
作先进个人”、被巴南区总工会评为“巴南
最美职工”。他就是“2021年重庆五一劳
动奖章”获得者徐继斌。

坚守奋战在公路养护一线

“公路少闲日，九月人倍忙”，2020年
9月，巴南区迎接“十三五”全国干线养护
管理评价工作进入最后冲刺阶段。在巴
南区公路养护中心管养的G210、G348、
S102、S103、S207等公路上随处可见靓
丽的橘红色，机械轰鸣，热火朝天，挥汗如
雨成为公路上一道风景线。

在此次迎检中，巴南区备检线路涉及
国道33.591公里、省道86.474公里，具有
点多、线长、面广的特点。因当地石料等建
筑材料资源丰富，矿山企业运输车辆途经

路段较多，给迎检整治工作造成极大压
力。2020年9月，20几天突如其来的降
雨，又把迎检工作计划全部打乱，迎检气氛
也愈发紧张起来。为确保迎检任务的顺
利完成，面对天气等不利因素，分管日常养
护工作的徐继斌带领养护工人启动了“5＋
2”、“白加黑”的工作模式。“我们只有加班
加点撸起袖子加油干！”徐继斌说。

2020年9月以来，徐继斌发送的迎检
工作动态不断在巴南区公路养护中心工
作微信群里涌现。而微信群里的一张张
照片不仅记录下了巴南公路人同舟共济，
共同奋战在迎检一线的场景，也成为了徐
继斌在平凡中坚守、在坚守中履行职责的
缩影。“那段时间，徐副主任基本上都是早
上6、7点就到迎检工作现场，实地查看工
程进度、现场协调解决问题、检查督导施工
安全，经常都是晚上11、12点才回家。”公
路养护中心工务科职员王小委说。

经过连续奋战，此次迎检工作，共计
巡查公路里程9000公里，完成100余公
里公路共计约16.7万平方米路容路貌整
治，修枝整形行道树7300余棵、补植小灌
木65600余株，整治路面病害约40公里，

为“迎国评”工作作出了积极贡献。
2020年10月24日，随着交通运输部

路况监测组对巴南区G210、G348共计约
29.3公里干线公路路况监测的结束，标志
着迎接“十三五”全国干线养护管理评价工
作的顺利完成。

主动请战到疫情防控一线

2020 年 2 月 23 日，在南彭镇疫

情防控一线百合检查站，有一个身
着迷彩服的身影，特别显眼，他就
是徐继斌，一刻不停地穿梭在检查
站来往的车辆中，引导车辆、测量
体温、登记信息……每一个举动，都
刚劲有力，虽已退伍，但骨子里依
然有着军人的特质，那就是纪律和
服从。

2月 3日，正在一线检查养护工

作的徐继斌得知要抽调 5名干部组
成志愿突击队交通小分队到一线参
与疫情防控工作时，他主动请缨参加
战疫。

“疫情就是命令，我是党员，更是
退伍军人，我从没有忘记当初从军时
的誓言，服从命令就是天职，抗击疫
情，我责无旁贷。”寒风凛冽中，已在检
查站值守了19天的徐继斌，满眼红血
丝，疲惫的倦容里透着坚毅，显得异常
挺拔。此时的他，虽已摘下军帽，但未
摘掉军人的作风；虽已脱下军装，但未
脱下军人的担当。从2月5日到2月
23日，徐继斌所坚守的百合检查站共
计检查车辆近3万台次、劝返非渝籍车
辆3000台次、劝返非渝籍人员6500
余人。

结束南彭街道的支援工作后，2月
25日，徐继斌又带领志愿突击队交通
小分队转战鱼洞街道乌洋街社区，继
续支持街道的复工复产工作。与社区
工作人员并肩战斗，做好7个小区物资
分发和出入口管控，并逐一检查社区
陆续复工的50余家小商户，把消杀记

录表、测温登记表、温馨提示单等送到
商户门店中。

在为期 18 天的支援工作中，当
遇到个别商户不配合开展防疫工作
时，徐继斌便采用拉家常的方式耐
心解答政策要求，直至商户理解、配
合为止；当听闻小区有一处隔离网
被人为破坏时，徐继斌立即与巴南
区公路养护中心协调支援5块栏板，
与工作人员一起加固隔离网；当看
到有群众趁晴好天气在院坝聚集聊
天时，徐继斌上前劝导群众按要求
戴好口罩、保持安全距离，降低传播
几率……

殊不知，此时徐继斌的妻子文涪
蓉也在疫情防控最前线。为了能一心
一意工作，夫妻俩不得不把孩子交由
年迈的父母照顾。用徐继斌的话来
说：“这么些年，多亏了家人的理解和
支持。”面对疫情，他不召也战；面对琐
碎的社区工作，他沉着应对，用实际行
动诠释着特别能战斗、特别能吃苦的
军人本色！

文/潘锋 罗丽娜 图/罗丽娜

徐继斌徐继斌（（左左））查看查看SS103103线渝巴路水毁情况线渝巴路水毁情况

遗 失 公 告

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合川支公司云门营销服务部不慎遗失流水号为0143833的《经营保险

业务许可证》，机构编码：000002500117136，发证时间：2017年02月24日，该证从发布遗失声明之日起宣布

作废，至此所有该证照引发的法律责任一概与本公司无关。

特此声明

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合川支公司云门营销服务部

2021年7月19日

重庆农村土地交易所地票公开交易公告
渝农地所告字〔2021〕13号

现对以下拟供应地票予以公告，公告时间为2021年7月20日12时——2021年7月27日12
时。7月20日12时开始在重庆农村土地交易所领取竞买须知等资料。公告期满，申请购买总面
积大于可交易总面积，且有两个及两个以上购买人申请购买的，以拍卖方式交易；申请购买总面积
小于或者等于可交易面积，或者仅有一个购买人申请购买的，以挂牌方式交易，未成交的，继续公
告。

详情请登录重庆农村土地交易所门户网站（https://www.ccle.cn/），在地票专栏中查询。
地址：重庆市江北区永平门街14号·金融城2号T3塔楼8楼，联系电话：63836045、63832367

（FAX），联系人：王先生

重庆农村土地交易所 2021年7月20日

备注：保证金账户名：重庆农村土地交易所，开户银行：重庆银行人和街支行，账号：
550101040006819。

公告批次

21013（总第146
批次）

拟供应地票面积

平方米

862119

亩

1293.1785

交易起始价格

元/平方米

301

万元/亩

20.0667

保证金标准

元/平方米

45

万元/亩

3

机构名称：新华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重庆分公司开州支公司
机构负责人：刘培成 机构编码：000019500154
原机构住所：重庆市开州区汉丰街道永兴街南七路59号14-1
现机构住所：重庆市开州区汉丰街道永兴街南七路59号13-1、14-1
成立日期：2012年8月28日 邮政编码：405400 联系电话：023-87402035
业务范围：许可该机构经营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依照相关法律、行政法规和其他规定批准并

经上级管理单位授权的业务，经营范围以上级管理单位授权文件所列为准。
发证日期：2021年7月14日 发证机关：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万州监管分局

保险业务机构地址变更公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