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8年12月

农历戊戌年十一月十三 星期三

准印证号： 渝内字第519号

总第3525期 今日4版1919
中共重庆市永川区委 重庆市永川区人民政府 主办 重庆市永川区新闻社出版

微信公众号APP移动客户端

总编：杨洪波 值班副总编：康钦华 责编：甘 敏 本报地址：永川区外环西路88号（原财政局大楼） 永川网：www.ycw.gov.cn 新闻热线：023-49823066 邮政编码：402160 电子邮箱（E_mail）:ycxws@163.com 内部资料 免费赠阅

吴一兵 摄

本报讯（记者 甘 敏）2018年度“感动

重庆十大人物”评选活动启动！20名入围候

选人正式出炉，17日起，开始面向社会公

示。被喻为我区“谱写自强之歌‘小太阳’”

的永川区萱花中学学生刘佳和调解邻里矛

盾传递正能量的新乡贤陈久述入围候选人，

请为他们投票和点赞。

13岁的刘佳从小被亲生父母遗弃。艰

辛的童年生活造就了她坚定执着的性格，也

给了她一颗极易感受到温暖而又特别懂得

感恩的心。她的养父母常年在外，家里只有

她和患有腰椎间盘突出等疾病的外婆。懂

事的刘佳每天都要帮外婆捏肩捶腿、洗衣做

饭、打扫卫生、翻地种菜。生活虽然艰苦，但

她的身上，没有留守儿童常见的孤僻和胆

怯，她自立自强、乐观向上。她以个人名义

成立了“刘佳志愿者服务小分队”，每周定期

在校内外开展礼让斑马线、洁净家园、社区

拾捡垃圾、留守困难儿童帮扶献爱心、空巢

老人敬老行动等志愿服务活动。曾获评“重

庆市最美留守女童”、2015年“重庆市十佳少

先队员”、2016年“全国优秀少先队员”。

陈久述是永川区临江镇隆顺村居民，他

是重庆市优秀人民调解员。他是个农民，却

写得一手好字，还是远近闻名的养殖能手，

更是享誉乡里的调解能人。他古道热肠、乐

于助人，49年人生路上，他帮助过的人早已

数不清；十年人民调解员，他调解矛盾纠纷

700余件，助上千名村民化干戈为玉帛；主持

乡贤评理堂，他在一年半时间里，写下132

首打油诗，每首诗背后都蕴含一个调解故

事，关乎夫妻矛盾、邻里纠纷、损害赔偿……

他提笔写下的打油诗，能化干戈为玉帛，传

播与人和善、邻里和乐、尊老爱幼的正能量，

促进美丽乡村和谐发展。

据悉，2018年度“感动重庆十大人物”评

选采取社会投票与评委投票按权重综合考

评，最后按得分高低评选出获奖建议人选。

两项权重分别为：社会投票占70%、评委投票

占30%。投票时间为：2018年12月17日9：

00至12月23日18：00。

投票方式的社会投票采取微信、手机客

户端、有限电视机顶盒三种投票方式，各种

投票方式均按照有效一票计算为一票的办

法进行统计。微信投票方法是：进入“重庆

发布”“今日重庆号”微信公众号，点击导航

栏右下角“感动人物”进入感动重庆专题页

面，选择10位候选人，点击“投票按钮”为其

投票。每个微信号每天限投票1次，每次投

票可为候选人所在区县增加10个“感动光亮值”。手机客户端

投票方法是：登录“上游新闻”客户端，点击底部“活动”菜单栏

进入感动重庆专题页面，选择10位候选人，点击“投票按钮”为

其投票。每个注册ID每天限投票1次，每次投票可为候选人

所在区县增加10个“感动光亮值”。有限电视机顶盒投票方法

是：重庆有线电视的高清互动机顶盒和来点智能机顶盒用户，可

进入“最重庆”点播栏目页面，在“感动重庆”专栏投票。每次投

票选取1名候选人，每个用户每天最多为10位候选人各投1

票。每次投票可为候选人所在区县增加1个“感动光亮值”。

市民点赞通过“现场活动点赞”和“抖音点赞转发”二种方

式进行。市民点赞可为候选人所在区县增加“感动光亮值”，

“感动光亮值”也将作为社会投票的重要参考依据。现场点赞

采取“图文识别”方式进行，点击“感动重庆”微信公众号导航

栏右下角“图文识别”后，将手机摄像头对准单个候选人图片，

并拍照进行图文识别，阅读候选人感动故事可为候选人所在

区县增加“感动光亮值”。每阅读1次就可为候选人所在区县

增加1个“感动光亮值”，每天每个用户最高不超过100个光亮

值。抖音点赞是关注“感动重庆”抖音号（1690186836），为候选

人点赞支持并分享传播。抖音点赞数量及转发量，可为候选人

所在区县增加“感动光亮值”。每点赞1次可为候选人所在区县

增加1个“感动光亮值”，转发1次增加1个“感动光亮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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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杨 雪）12 月 18

日，重庆市副市长屈谦率队来永，走进

重庆文理学院调研高校教育工作。他

强调，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落实全国教

育大会精神和全市教育大会精神，大

力推进高校高质量发展。

是日下午，屈谦一行先后走进重

庆文理学院的微纳米光电材料与器件

协同创新中心和创新靶向药物国际研

究院，一路看一路问，详细了解学校学

科建设、科研特色、人才引进、科技成

果转化以及产学研合作等方面情况。

紧接着，在座谈会上听取了重庆文理

学院相关工作情况后，屈谦对学校的

教育工作给予充分肯定，认为重庆文

理学院的创新创业工作走在全市高校

前列，充分说明改革创新是教育现代

化的强大引擎，高校的发展与地方经

济的结合是基础、是条件。他要求，重

庆文理学院要围绕智能化促进高校高

质量发展。要认真学习习近平总书记

庆祝改革开放40周年大会重要讲话

精神、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教育大会

上的重要讲话精神，以及陈敏尔书记

在全市教育大会上的讲话精神，结合

实际，积极谋划明年工作；打造先进集

群，推动特色高校建设；聚焦重点领

域，突破关键核心技术；深化科教地融

合，促进创新创业发展。要强化党的

领导，团结班子，做好学校安全稳定工

作，特别是重点时段和敏感时节的安

全稳定工作。他还表示，市委、市政府

将一如既往地支持和服务高校发展，

着力帮助高校解决实际问题，全力打

造良好环境，为重庆高等教育发展提

供坚强的保障。

永川区委常委、常务副区长文良

印说，一直以来，永川区委、区政府都

非常重视职业教育工作，出台了“职

教发展 24 条”，调动院校发展积极

性，让高质量的职业教育成为全区经

济社会发展坚实的基础。重庆文理

学院是永川的“掌上明珠”，永川主要

从以下三个方面给予了支持：开展联

合创新，如联合成立的微纳米光电材

料与器件协同创新中心等；推动项

目，改善办学条件，如共同打造国家

双创示范基地等；积极推进校企地深

度合作，共促成果转化和创新发展。

他还表示，今后，永川将不遗余力地

继续支持职业教育发展，把永川建成

现代职业教育高地。

市政府副秘书长唐慎、市教委主

任舒立春、市科技局局长许洪斌参加

调研。重庆文理学院党委书记孙泽

平、重庆文理学院校长黄伟九等陪同

调研。

据了解，近年来，重庆文理学院注

重顶层设计，深化内涵建设，打造新材

料技术研究院、创新靶向药物国际研

究院、特色植物研究院、非物质文化遗

产研究中心等四大优势学科团队，对

接重庆以大数据、智能化为引领的创

新驱动发展战略和地方产业需求，全

面建设软件工程、机器人工程等7个

新工科专业，扎实推进“双一流”建设，

先后获得“全国高校就业工作50强”、

首批“全国高校创新创业工作50强”

等荣誉称号，在软科发布的2018“中

国最好大学排名”的600所大学中位

居第320名。

屈谦在重庆文理学院调研时强调

全面落实全国全市教育大会精神 大力推进高校高质量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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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涂 燕 陈娇娇）40

年风雨同舟，40年披荆斩棘，40年砥

砺奋进，我们党引领全国人民绘就了

一幅波澜壮阔、气势恢宏的历史画卷，

谱写了一曲感天动地、气壮山河的奋

斗赞歌。18日上午10点，庆祝改革开

放40周年大会在人民大会堂举行。

中央广播电视台、新华网进行现场直

播，人民网、央视网、中国网等中央重

点新闻网站和人民日报客户端、新华

社客户端、央视新闻客户端等新媒体

平台同步转播，永川各界以各种方式

收听收看大会盛况，聆听习近平总书

记在庆祝改革开放40周年大会上的

重要讲话，凝聚力量，不忘初心，继续

前进。

区委办、区人大办、区府办、区政

协办组织干部职工集中收听收看了大

会实况直播，干部职工们认真聆听习

近平总书记在大会上所作的重要讲

话，大家纷纷认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

要讲话承前启后，继往开来，深刻总结

了40年来改革开放取得的伟大成就

和宝贵经验，又为全党和全国各族人

民指明了奋斗方向，鼓舞了人心，振奋

了精神。

我区各行各业把关注的目光投向

了这一天。永川工业园区凤凰湖管委

会组织全体职工集中观看了庆祝改革

开放40周年大会现场直播。这一天，

永川各行各业的很多人聚集在电视机

前，收看当天的大会直播，灿烂的笑容

犹如冬日的阳光洒在每个人的脸上。

改革开放40年，中国的智能制造

装备产业从无到有、从有到强，经历了

一个快速发展的时期。重庆广数机器

人有限公司副总经理万萍在观看庆祝

大会直播后说，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工

业经济的增长，我国成为了制造业大

国，这也为智能装备产业提供了发展

空间。现在，智能装备产业运用到了越

来越多的领域，国家也出台了一系列

扶持政策，帮助国产智能装备在国内

外抢占一席之地，打破了长久的垄断

现象。智能制造装备产业正在从中国

制造迈向中国创造。今后，将用实际

行动推动中国制造向中国创造转变。

箕山脚下的重庆工业技师学院始

建于1978年，与改革开放同岁。该学

院党委书记金露在观看庆祝大会后心

情久久不能平复。重庆工业技师学院

是原江津地区在改革开放之后，为解

决知青回城问题，开办的一所技工学

校。40年来，重庆工业技师学院从箕

山坡上“借地”办学，发展为国家示范

中职学校、国家高技能人才培养基

地。金露说，学校的发展历程也同改

革开放一样，从计划经济走向了市场

经济，从为国有企业委培职业技能人

才，发展到现在面向全社会自主招

生。可以说，经过40年的发展，在渝

西地区规模以上工业企业中，都活跃

着该校的毕业生，其中很大一部分都

成为了企业的生产技术骨干。习近平

总书记说：“我们要一棒接着一棒跑下

去，每一代人都要为下一代人跑出一

个好成绩。”这让我们全校师生倍受鼓

舞、倍受启发。下一步，学校将坚持校

企合作、育人兴校，在现代制造业和现

代服务业领域职业技能培训上狠下功

夫，紧跟产业升级步伐，开拓更深、更

广的职业技能培训技术，继续深化职

业教育改革，为国家经济发展提供源

源不断的职业教育技能人才。

为见证这一伟大时刻，中铁二十

一局五公司积极组织广大干部员工通

过电视、网络、手机APP等方式观看

直播，回忆40年峥嵘岁月和发展变

迁，向改革创新者致敬，共同祝愿祖国

繁荣富强。已工作近30年的中铁二

十一局五公司职工高春基一边观看直

播一边感慨地说：“刚上班时铁道线路

全靠人工施工，尤其是我们线路工最

苦，打道钉、砸洋镐……线路上的活基

本都是人工在干。40年后的今天，施

工都是机械化，铺轨有铺轨机，拨道有

拨道机，线路整修大机过后水平、方向

都好了，质量也比原来好，每次线路开

通前大机三捣两稳就提速了。”

“40年来，我们公司从产值几千

万到几十个亿，项目从西北角辐射到

全国20几个省市，如今走出国门，走

向海外，我为国家的发展感到骄傲。”

远在贝尔格莱德的中铁二十一局五公

司匈塞铁路项目党支部书记张留柱收

看大会直播后激动地说：“我们将以此

次庆祝改革开放40周年大会为新起

点，认真贯彻国家‘一带一路’政策，积

极响应中国铁建‘海外优先’战略，建

设好匈塞铁路，提升企业形象，进一步

开拓欧洲市场。”

区人民医院急诊科主任毛万里和

同事们一起收看了庆祝大会。他说，

改革开放40年，医疗领域的变化尤为

突出，相比以前的“赤脚医生”，医生的

准入门槛越来越高，病患的健康得到

保障。新药层出不穷，副作用越来越

少，像以前的四环素牙不见了，抗肿瘤

靶向药的出现把绝症变成了慢性病。

医疗技术不断革新，器械设备越来越

先进，阑尾炎的切口越来越小了，胆囊

结石也可以微创了，纤维软镜把以前

遥不可及的包块变得可取活检可切

除。特别是在医药卫生体制改革中，

医保逐步实现全覆盖，报账比例提高，

实实在在减轻了普通人的看病负担，

有效缓解了“看病难、看病贵”问题。

南大街街道黄瓜山村党委书记申

希泉一边收看电视直播，一边用几个

“真想不到”来表达他对改革开放以来

发生巨变的感受。他说，40年前，自

己只有10岁，他亲身经历了永川农村

所发生的翻天覆地的巨大变化。“儿时

最深刻的记忆，就是只有过年才会有

新衣服穿。”申希泉说，40年前，农村

人家里住的是茅草房，全村人均年收

入不到100元，是改革开放一下释放

了农民积蓄已久的“热量”。随着家庭

联产承包责任制的确立，农民的生产

积极性大幅提高，自行车、缝纫机、手

表和收音机等“四大件”在上世纪80

年代农村开始普及；上世纪90年代

时，以洗衣机、电冰箱、摩托车为代表

的“三大件”逐渐成为农民的消费主

流。如今的黄瓜山，从“红苕打烂锅，

有女不嫁上坡”发展到了一个远近闻

名的乡村旅游明星村。全村通过硬

化、净化整治基础，全面扩建省道路，

整治农村公路，修建村民人行便道；全

面改水、改厕、改气以及污水处理和垃

圾整治，家家户户住上了楼房，实现了

自来水、天然气进户。黄瓜山村乡村

旅游也让村民们赚得盆满钵满，全村

现有微型企业100多家，是重庆市微

型企业特色村。2017年，村民人均年

收入达到19118元。随着经济收入的

提高，村民的精神面貌也发生了变化，

村里成立了文艺宣传队，《黄瓜山村村

歌》还获得了全国优秀村歌。申希泉

说：“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说，‘我们现

在所处的，是一个船到中流浪更急、人

到半山路更陡的时候。’这句话真的说

到了我的心坎上。”他说，黄瓜山村也

正面临着爬坡上坎的关键期。他坚

信，党的改革开放政策一定会给百姓

带来更多的幸福、更多的红利。

40年的时间说长不长、说短不

短，但带来的变化是翻天覆地的。作

为一名普普通通的老百姓，对祖国的

变化，胜利路街道居民杨森感到很惊

讶、很骄傲，更是受益良多。杨森说，

就拿居住条件来讲，以前，一大家子

人，甚至是几辈人挤住在几平方米的

房子里，现在你看，人均居住面积翻

了几番，每一个小家庭都有自己的房

子，大家都有了自己的生活空间，家

庭更加和谐了。再比如，以前哪家要

是能有一辆自行车，好多人羡慕，现

在大多数家庭都是汽车代步了。改

革的春风吹到了我们每个人身上，今

后，我会在平凡的岗位上为改革贡献

微薄的力量。

（下转2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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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山路街道卧龙凼社区居民集体收看庆祝改革开放 40 周年大会现场

直播。 记者 刘 灿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