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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度“感动重庆十大人物”事迹简介
（以评选分数高低为序）

一、2017年度“感动重庆十大人物”

（一）阳光向上的孝心少年——罗倩，女，10岁，北碚区
复兴小学四年级学生。

她的妈妈患有精神疾病，爸爸残疾，爷爷年迈。她年龄
虽小，但却早早学会了洗衣服、做饭、打扫卫生，悉心照顾家
人。她活泼开朗、乐观向上，在学校是一位学习成绩优异、心
系集体的班干部。获评2017年度“北碚区孝心少年”。

颁奖词：生活对你而言也许艰难，你却在逆境中收获勇
敢和坚强。成长的道路或许布满坎坷，你却总似向日葵般迎
着阳光。行孝义无怨无悔，拥亲情爝火微微——孝心少年！

（二）相携半生风雨的“背篓夫妻”——曹树才，男，64
岁；许厚碧，女，59岁，江津区石门镇永安村村民。

曹树才四肢健全却双目失明，许厚碧耳聪目明却不能行
走。1982年结婚后，左眼尚有微弱视力的曹树才亲手编织
背篓作为“座椅”，把许厚碧带在身边照顾。曹树才意外失足
失明后，两人形影相随，你做我的眼、我做你的腿，相伴30年
不离不弃。

颁奖词：有你的眼，生活就充满光明；有你的腿，人生的
路不再艰难。一个背篓，背起的是相濡以沫的信赖，更背起
的是生命的尊严。甜蜜不是爱情的标尺，艰难才能映照爱情
的珍贵——真爱无价！

（三）学成回乡创新农业发展新模式的剑桥博士——彭
阳，女，28岁，重庆安益佳实业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

她曾在剑桥大学连续攻读完成本科、硕士、博士学位，凭
借优异成绩担任剑桥大学学联主席，并以优秀华人留学生代
表的身份受到李克强总理接见。学成后回国创业，在家乡发
展现代化智慧农业，创立奉节脐橙“山橙时代”品牌，带动
600余户果农增收致富。

颁奖词：从象牙塔到田垄间，归来是你的梦，盈满对家乡
的情。都说你大材小用，你却说，希望的田野上“小才”可以
有大用。洒下的汗水是青春，埋下的种子叫理想，耕耘的大
地必将回报你丰收的果实——归雁展翅！

（四）与死神擦肩而过20年的排爆专家——梁新宇，
男，42岁，市公安局治安管理总队枪支及危爆物品管理支

队警察。
作为一名主排爆手，他多次将威力巨大的炸弹成功拆

除。入警20年，参与处置了百余起涉爆现场。作为中国首批
赴海地维和警察防暴队机枪手、排爆手，多次圆满完成联合国
维和部队的解救和清剿战斗的重要任务。曾被授予“联合国
和平勋章”“中国维和警察勋章”，获评“全国青年岗位能手”。

颁奖词：你是盾，矗立在千钧一发的危险前沿。你是剑，
斩断生死攸关的危险。心中的使命让你无惧生死，这方水土
的幸福安宁，是你最美的勋章。勇敢不止关乎胆量，更有奉
献与担当——忠诚卫士！

（五）扎根乡村教书育人的三兄妹——陈英，男，59岁；
陈立，女，53岁；陈容，女，50岁，涪陵区义和镇大柏小学教
师。

受到教师父亲的影响，三兄妹先后回到家乡村小任教，
分别扎根山区教育42年、35年、33年，三人共获得市、区、镇
荣誉100余项，教授学生超过6000人，300多人考入市级重
点中学，50多人考入重点大学。陈氏三兄妹终身扎根山区
教育，为乡村孩子铺就了走出大山的道路。

颁奖词：三兄妹，加起来162岁，传道授业110年。暗渡
晨昏交割，你们在崎岖的山路上点燃知识的火把，照亮六千
个孩子前行的路。哪怕朝如青丝暮成雪，也要将春风化雨沉
淀为精神的沃土，让山村的希望发芽——烛照深山！

（六）坚守承诺替战友照顾父母的退伍士兵——廖良开，
男，43岁，开州区赵家街道和平村村民。

20年前，年仅19岁的士兵刘继强因救人牺牲。作为战
友，他认下刘继强的父母为“爹妈”，承诺替刘继强尽孝一辈
子。他把津贴分为两份，一份寄给自己父母，一份寄给刘继
强的父母，坚持每天打电话、每年远赴吉林桦甸市乡村去看
望老人，20年未曾间断。老人一家也将廖良开当成亲生儿
子，老人为他结婚准备新被褥、为他儿子出生亲手缝制衣服，
他们变成了真正的一家人。

颁奖词：一诺千金二十年，你跨越千山万水，在白山黑水
间传扬巴渝乡风的纯朴、厚道和仁义。谁说只有血浓于水才
是亲人，你用泥土般质朴的心，谱出人间最美亲情——大爱
无疆！

（七）舍身勇救老太的火车站值班员——徐前凯，男，30

岁，重庆车务段荣昌车站值班员。
2017年7月6日，正在值班的徐前凯，发现一名老婆婆

横穿铁路。发出停车指令后，他跳下火车奔向铁道，奋力将
老婆婆向铁道外拉出。老婆婆得救了，而他的右腿不幸被火
车碾压高位截肢。他毫不后悔自己的行为，他说“一条腿换
一条命，值！”他获评2017年度“中国好人”、重庆市“见义勇
为先进个人”“重庆五一劳动奖章”“重庆青年五四奖章”。

颁奖词：纵身一跳、奋力一抱，短短5秒，刹那间的本能
之举，映射出最耀眼的光芒。生命从来不是等价交换，没有

“值不值”的追问，只有“该不该”的回答——义薄云天！

（八）把青春奉献给乡村振兴的第一书记典范——严克
美，女，34岁，巫山县当阳乡党政办主任、玉灵村第一书记。

她是村里的第一位大学生，大学毕业后毛遂自荐回家乡
当村支书。她带领村民修路、引水、发展产业，3年时间使全
村年人均纯收入从不足2900元增长到6000余元。2016
年，她主动要求担任另一个贫困村玉灵村的第一书记，继续
坚守在脱贫攻坚一线。目前，玉灵村年人均纯收入达到
8600元，贫困人口的纯收入达到5000元，贫困发生率在1%
以下。她被评为2010年度“全国劳动模范”，2016年度“全
国三八红旗手”。

颁奖词：山梁挡住了阳光，为了不让乡亲的梦，跌落山
崖，你脚踏泥泞，俯首躬行，在荆棘和贫穷中拓荒。10年奋
斗，村庄渐渐丰满，泥土更加芳香，你也在大巴山的美丽画卷
中百炼成钢——山乡女儿！

（九）用青春筑造中国梦的飞机设计师——何舒培，男，
30岁，中国商飞公司设计师，璧山区人。

他自幼心怀航空梦，大学毕业后到英国克莱菲尔德大学
学习飞机设计。学成回国后入职中国商飞公司，参与我国首
款自主设计研发大型客机C919的研制，参与完成了飞机获
取飞行资格的重要文书——飞行手册的编制工作。

颁奖词：中国造大飞机，国之重器；85后的时代新人，业
之担当。风华正茂的赤子，将理想镌刻进民族的梦想。少年
壮志不言愁，只为青骥奋蹄向云端——直冲云霄！

（十）失去双手也能干起甜蜜事业的“脱贫光荣户”——
蔡芝兵，男，46岁，城口县修齐镇石景社区居民。

他22岁时不幸失去双手，但从不怨天尤人。他努力学

会生活自理，自制工具劳作，在村扶贫工作队的帮助下，学习
掌握了专业养蜂技术，成为了当地的养蜂能手。2016年，他
养殖的蜜蜂发展到了50桶，收入达到35000元。他自立自
强、坚强乐观、不等不靠，创造了幸福生活，被评为2016年度
城口县“脱贫致富光荣户”。

颁奖词：灾难何所畏，贫困何所惧。当命运的绳索无情
地缚住双手，你仍要做风雨中张开双翼的强者。不等不靠不
要，不卑不亢不骄。拨开蒿草觅前路，勤劳换得蜜生活——
自强不息！

二、2017年度“感动重庆十大人物”特别奖

（一）石柱土家族自治县三河小学女子足球队——大山
里的留守女童足球队

石柱土家族自治县三河小学女子足球队，现有队员80
名，大部分为农村留守儿童。自2013年球队成立以来，她们
凭借顽强毅力和刻苦训练，先后拿下了四个市级足球比赛冠
军，全国一等奖一次，全国混合组冠军一次，2名队员入选全
国最佳阵容，进入国家青少队人才库。人民日报、光明日报
等各大媒体相继报道她们的追梦故事，中央电视台《中国这
五年》专题节目，详细报道了三河小学女足的足球梦，引发了
强烈的社会反响。

颁奖词：大山的绿茵场，温润孤独的心灵；拼搏的奖杯，
闪亮童年的时光。纵然没有父母的陪伴，你们心中依然有
爱、有快乐、有梦想。你们坚信，只要心中有阳光，脚下就有
力量——逐梦少年！

（二）重庆市“雷锋的士”志愿服务队总队——扮靓山城
形象的流动文明风景线

自2013年成立以来，重庆市“雷锋的士”志愿服务队总
队，组织3321名队员常年开展“夏季送考”“秋季助老”等系
列志愿服务活动，累计服务时长75000个小时，先后涌现出

“中国好人”江礼君、“全国巾帼标兵”汝瑜嘉等一大批先进典
型，带动行业服务水平明显提升。获评“全国工人先锋号”

“第三届中国青年志愿服务项目大赛”银奖。
颁奖词：你们在哪里，哪里就有温暖；你们在哪里，哪里

就有馨香。一个爱的团队，满是善良的人，温暖的手，真诚的
心。你们用平凡中的真情，把雷锋精神传承又传递，激荡起
巴山渝水间向善的涟漪——城市微光！

严克美

罗倩 彭阳“背篓夫妻”——曹树才
许厚碧

梁新宇 坚守乡村教育三十载的陈氏
三兄妹——陈英 陈立 陈容

廖良开 徐前凯

何舒培 石柱县三河小学女子足球队代表

核 心 提 示

（本栏稿件均由记
者杨铌紫整理，图片均
由记者万难摄）

蔡芝兵

重庆市万州区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拍卖出让公告
万州地交〔2018〕2号

根据国家有关法律法规，经重庆市万州区人民政府批准，重庆市万州区
国土资源和房屋管理局决定拍卖出让3宗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重庆市万

州区公共资源综合交易中心具体承办。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地块基本情况、规划设计主要指标及要求（详见表1）。

二、竞买人资格要求：
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具备下列资格条

件的企业均可申请参加竞买。但欠缴土地
出让金的单位和法律法规、规章等另有规定
以及该宗地拍卖出让文件限制的除外。本
次出让只能独立竞买。

1.竞买人或竞买人的控股股东是以房
地产为主业并在2016-2017年连续两年入
围《财富》世界500强；2016-2017年连续两
年中国指数研究院《中国房地产销售额百亿
企业排行榜》房地产销售金额全国排名前
三，2016-2017年连续两年克而瑞公报《中
国房地产企业销售金额TOP200》房地产销
售总金额排名全国前三、权益金额超过
3000亿元。

2.竞买人或竞买人控股股东在中华人
民共和国境内具备房地产开发企业一级资
质，竞买人或竞买人控股公司2015-2017
年完成或正在实施的单个项目规模超过
100万平方米以上达2个及以上（以提供的
土地出让合同为准）。

3.为实现密溪沟塘角片区的统一规划、
统一建设，竞买人须同时申请竞买该三宗土
地，否则视为无效申请。

三、竞买申请程序
（一）交纳竞买保证金
竞买保证金须于2018年3月5日14:00

前汇入以下账户（以到账为准）：
开户单位：重庆市万州区公共资源综合

交易中心
开户行：重庆三峡银行天城支行
账号：0217016430000038
（二）递交书面竞买申请
已交纳竞买保证金的竞买申请人，须于

2018年3月5日 14:00至15:00，向我中心
提交书面竞买申请。申请资料的具体要求
详见拍卖出让文件。

以竞买保证金足额到达我中心指定账
户且我中心收到齐备的竞买申请文件查验
审核通过为准，过时不再受理。

本次出让不接受邮寄、电子邮件、电话
或口头申请。

四、拍卖时间和地点：2018年3月5日
15：00在重庆市万州区公共资源综合交易
中心。

五、若截止到2018年3月5日15：00，
竞买人不足2人的，则该宗地直接转入挂
牌。挂牌时间自2018年3月6日10：00至
2018年3月15日15：00（法定工作时间）。
挂牌地点在重庆市万州区公共资源综合交
易中心。交纳竞买保证金的截止时间顺延
至2018年3月15日14：00，提交申请时间
为2018年3月15日14：00至15：00。

六、本次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按照
价高者得的原则确定竞得人。

七、本次出让的详细资料和具体要求，
见拍卖出让文件，可登录重庆市万州区公共
资源交易信息网（网址：http://www.
wzqztb.cn）查阅或下载。

八、联系方式
地址：重庆市万州区周家坝天城大道

709号闽天会展中心三楼
联系人：鲁老师
联系电话：（023）58332117

58203136

重庆市万州区公共资源综合交易中心
2018年2月11日

地块编号

wz2018-1-1

wz2018-1-2

wz2018-1-3

土地位置

江南新区
密溪沟片
区范围

江南新区
密溪沟片
区范围

江南新区
密溪沟片
区范围

土地面积（m2）

179358

194667

191416

Ⅰ-A-b-02/02地块：
26849m2

Ⅰ-A-c-02/02地块：
34304m2

Ⅰ-A-b-04/02地块：
11372m2

Ⅰ-A-a-03/02(a)地
块：81506m2

Ⅰ-B-b-02/02地块：
25327m2

Ⅰ-A-d-01/02地块：
49996m2

Ⅰ-A-d-03/02地块：
85276m2

Ⅰ-C-d-03/02地块：
59395m2

Ⅰ-B-c-02/02地块：
39304m2

Ⅰ-A-e-08/02地块：
60488m2

Ⅰ-A-f-02/02地块：
91624m2

土地用途

住商（R2B1）

住商（R2B1）

住商（R2B1）

住商（R2B1）

商业商务（B1B2）

住商（R2B1）

二类居住（R2）

二类居住（R2）

商业商务（B1B2）

二类居住（R2）

二类居住（R2）

主要规划指标

容积率≤1.5 建筑密度≤40％
绿地率≥30％

容积率≤1.5 建筑密度≤40％
绿地率≥30％

容积率≤1.5 建筑密度≤40％
绿地率≥30％

容积率≤1.5 建筑密度≤40％
绿地率≥30％

容积率≤1.2 建筑密度≤40％
绿地率≥30％ 建筑限高≤20米
容积率≤1.5 建筑密度≤40％

绿地率≥30％
容积率≤1.8 建筑密度≤30％

绿地率≥35％
容积率≤1.2 建筑密度≤30％

绿地率≥35％
容积率≤1.5 建筑密度≤40％
绿地率≥30％ 建筑限高≤20米
容积率≤1.8 建筑密度≤30％

绿地率≥35％
容积率≤1.2 建筑密度≤30％

绿地率≥35％

出让年限

商业40
年、住宅
70年

商业40
年、住宅
70年

商业40
年、住宅
70年

起始价（万元）

39878.5821

34475.9296

27432.7094

竞买保证金（万元）

12000

10400

8300

备注：竞买人或竞买人的控股股东需签署书面《承诺》，承诺按规划要求投资配套建设上述宗地范围内包括但不限于道路、绿地、广场、学校、医院等公共配套
和基础设施项目(详见《竞买须知》)，并取得万州江南新区管委会的确认文件。

重庆市雷锋的士志愿服务队总队代表

最感动人心的力
量，从未改变；最温暖
的人间真情，从未缺
席。过去一年，发生在
我们身边的感人事越
来越多，重庆这座城市
向善、向上的力量越发
强劲。2017年度“感动
重庆十大人物”和2017
年度“感动重庆十大人
物”特别奖近日出炉，
闪耀的名字、感人的故
事，一次次让人们热泪
盈眶。我们特摘录了
2017年度“感动重庆十
大人物”和 2017 年度

“感动重庆十大人物”
特别奖事迹简介和颁
奖词，让感动人心的力
量继续传递下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