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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投票方式
市民投票采取报纸、短信、电话、微信、手机客户端五种

方式。各类投票方式每次均需同时选择10名提名人选方为
有效，多选或少选均视为无效票。

二、投票时间
报纸投票为：11月12日9:00至11月16日17:00（以寄

出邮戳时间为准）。其他投票方式为：11月12日9:00至11
月18日24:00。

三、投票细则
（一）报纸投票
1.11月12日、13日、14日，重庆日报、重庆晨报、重庆商

报、三峡都市报、巴渝都市报、武陵都市报以及各区县党委主
办报纸连续3天刊登选票。报纸选票复印无效。

2.报纸选票寄送地址：重庆市渝中区中山四路36号“富
民兴渝贡献奖”评委会办公室（市委宣传部内），邮政编码：
400015。

（二）短信投票
1.11月12日9:00至11月18日24:00，移动、电信、联

通手机用户均可编辑短信发送至1069090725000012投票
端口号参与投票。编辑短信时需输入10位候选人的编号，
候选人编号之间用“*”号隔开，编号输入完成之后以“#”号结
束。例如：当您为编号分别为01、02、03、04、05、06、07、08、
09、10等10位候选人投票时，应当编辑短信输入01*02*03*
04*05*06*07*08*09*10#，点击发送即可。

2.每次均需同时选择10名提名人选方为有效，多选或少
选均视为无效票。

3.投票期间每个号码每天限投1票；用户投票不额外收
取投票信息费，短信发送过程中产生费用按照运营商正常资
费标准收取。

（三）电话投票
1.11月 12日 9:00至 11月 18日 24:00，电信座机、电

信手机用户均可拨打966114投票热线参与投票，按照系
统提示音进行操作。当系统提示输入候选人编号的时候，
按键输入 10位候选人的编号即可。候选人编号之间用

“*”号隔开，编号输入完成之后按“#”号确认。例如：当您
为编号分别为01、02、03、04、05、06、07、08、09、10等 10
位候选人投票时，应当按键输入“01*02*03*04*05*06*
07*08*09*10#”。

2.每次均需同时选择10名提名人选方为有效，多选或少
选均视为无效票。

3.投票期间每个号码每天限投1票；用户投票不额外收
取投票信息费，拨打过程中产生通话费按照运营商正常资费
标准收取。

（四）微信投票
1.11月12日至18日，可关注“重庆发布”或“重庆日报”

或“重庆卫视”公众微信号，进入任一公众号，点击自定义菜
单上的“富民兴渝”或者回复“富民兴渝”参与投票。

2.每个微信号每天可通过“重庆发布”或“重庆日报”或
“重庆卫视”任一公众号进行投票。每个微信号一天仅可投
一次。

3.用户在微信平台投票时，除产生必要的流量费用外，不
收取其他任何费用。

（五）手机客户端投票
1.在手机上下载安装“上游新闻”和“新重庆”客户端。

IOS苹果系统在App Store上搜索“上游新闻”和“新重庆”
下载安装；安卓系统在应用宝、百度、安智等应用中，搜索“上
游新闻”和“新重庆”客户端下载安装。

2.11月12日至18日，打开“上游新闻”客户端，点击右下
角的“活动”进入活动，参与投票；打开“新重庆”客户端，点击
首屏滚动图片“富民兴渝”活动链接，参与投票。

3.每个手机设备每天可分别通过“上游新闻”和“新重庆”
客户端参与投票。每个客户端一天仅可投一次。

4.投票时，除产生必要的流量费用外，不收取其他任何
费用。

四、投票权重
采取市民投票与评委投票按权重综合考评。两项权重

分别为：市民投票占70%、评委投票占30%。在市民投票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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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注意事项
公示投票期间，评委会办公室将实时公布微信和手机客

户端投票数据（受网络影响，会出现短暂延时）。投票过程中
发现刷票或数据异常行为，评委会办公室将取消所得票数，
情节严重者将对相关人员追究法律责任。

投票咨询电话：63895045，63897140。
监督投诉电话：63895045，63897140。

2017—2018年度富民兴渝贡献奖投票须知

本报讯 近日，“富民兴渝贡献奖”评委会召开第一次全
体会议，无记名投票产生了20名提名人选，从今日起至11月
18日，市民可通过报纸、短信、电话、微信、手机客户端五种方
式，投票选出10位心目中的“城市英雄”。

“富民兴渝贡献奖”是经中央批准，以市委、市政府名义
开展的表彰项目。重庆直辖之后，市政府于1997年10月设
立了“重庆市争光奖”，市委于1998年7月设立了“振兴重庆
杰出贡献奖章”，两个奖项共表彰了3次。2000年，市委、市
政府决定将两奖合并为“振兴重庆争光贡献奖”，每年表彰一
次。2014年，“振兴重庆争光贡献奖”更名为“富民兴渝贡献
奖”，评选周期由一年一评调整为两年一评，并继续保留为市
委、市政府表彰项目。截至目前，已表彰188人次（包括集
体），评选出了一大批为推动重庆经济社会发展和各项事业
稳步向前作出突出贡献的杰出人士和先进人物，有力地营造
了见贤思齐、共谋发展的良好社会氛围。

2017-2018年度富民兴渝贡献奖评选工作于今年6月
正式启动，共有25个市级部门、28个区县（含两江新区、万盛

经开区）、重庆警备区政治工作局推荐候选人97名（含2个集
体）。评委会第一次全体会议以无记名投票方式，从97名候
选人中推选出了20名提名人选，他们分别是来自企业、科技
教育、文化卫生、基层干部群众、政法部队等界别的优秀代
表，为全面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对重庆提出的“两点”定
位、“两地”“两高”目标、发挥“三个作用”和营造良好政治生
态的重要指示要求，推动我市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发展社会
主义民主政治、推动社会主义文化繁荣兴盛、提高保障和改
善民生水平、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抓好生态文明建设和加
强党的建设作出了突出贡献，并在各自的领域形成了全国乃
至国际性影响，为重庆争得了巨大荣誉。

今年评选，仍根据市民投票结果与评委投票结果（权重
为：7∶3）量化产生10名获奖者和10名提名奖人选。为保
证投票活动的公平、公正，以及投票数据的真实性，评委会
办公室将实时对各种投票数据进行核查。评委会办公室严
禁徇私舞弊行为，一经发现将取消其所得票数，并追究相关
责任。

2017-2018年度富民兴渝贡献奖 今起接受市民投票
今起至11月18日，可通过报纸、短信、电话、微信、手机客户端，投票选出10位“城市英雄”
欢迎下载安装上游新闻客户端，点击右下角的“活动”进入活动参与投票，不收取任何费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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男，53岁，汉族，博士，中共党
员，长江学者特聘教授，国家杰出
青年基金获得者，新世纪百千万人
才工程国家级人选，享受国务院特
殊津贴专家，重庆大学党委常委、
副校长、信息学部主任。

全国机械工程领域专家。多
项研究成果打破国外垄断和技术
封锁，为航母、大型风电等重大装
备国产化提供了核心技术。获国
家科技进步二等奖 3 项，省部级
技术发明一等奖 1 项、科技进步
一等奖 2 项，国家级教学成果二
等奖1项。

01 王时龙 男，55 岁，汉族，民建中央委
员，博士研究生，正高级工程师，享
受国务院特殊津贴专家，国家医疗
微系统工程研究中心主任，金山科
技集团董事长。

我市医疗微系统领域研发及
产业化的杰出代表。1998 年创办
公司至今，研发新型医疗器械 32
项，实现产业化23项，远销全球83
个国家和地区。研发的金山胶囊内
镜成为我国唯一入选联合国采购目
录的胶囊内镜，实现了零的突破。
公司2017年至2018年，实现生产总
值14.9亿元，上缴税收1.45亿元。

02 王金山 男，48岁，汉族，中共党员，研
究生学历，高级工程师，中新南向
通道（重庆）物流发展有限公司董
事长。

他是我市推动内陆开放高地
建设的优秀代表。提出并带领企业
开创国际多式联运网络，助力“陆海
新通道”成为国家战略，开通陆海新
通道国际铁海联运班列，班列数由
2017 年的 48 列增开到 2018 年的
609列，运行网络覆盖全球六大洲
84个国家和地区、202个港口，累计
服务货值超过90亿元，为我市对外
开放发展作出了突出贡献。

03 王渝培 男，54岁，汉族，群众，本科学
历，重庆润际远东新材料科技股份
有限公司法人代表、总经理。

我市高新技术产业的优秀代
表。自主研发的“高浓度合金元素
添加剂”为国家战略性新兴产品，
核心技术成为世界工业发达国家
在铝合金材料领域的主流解决方
案。2019年1至9月，对美出口760
万美元，较去年同期增长 90%。
2017 年至 2018 年实现生产总值
14.48 亿元，营业收入 10.65 亿元，
上缴税收0.31亿元。

04 付黎

男，36岁，汉族，中共党员，研
究生学历，重庆市城口县岚天乡党
委书记。

我市脱贫攻坚战线的优秀基
层干部代表。带领群众实施山水林
田项目120余个，建成乡村旅游示
范点50个，带动147户贫困户年均
增收4000元以上。截至2018年底，
岚天乡贫困发生率由 2014 年的
18.4%下降至 1.8%，农民人均可支
配收入由5480元上升至12600元。
岚天乡先后荣获“全国文明乡镇”

“全国美丽乡村”“2019年第九届全
国人民满意的公务员集体”称号。

05 江奉武 男，41岁，汉族，中共党员，本
科学历，京东方科技集团股份有限
公司重庆区域总经理。

我市智能产业的优秀代表。
推动新型半导体显示器件及第 6
代柔性屏生产线项目落户重庆，填
补了西南地区无大型液晶面板生
产制造企业空白，形成了完整的液
晶显示产业链。2017年至2018年
企业总产值 374.1 亿元，上缴税收
11.9亿元。

06 孙耒来 男，54岁，汉族，中共党员，研
究生学历，二级研究员，新世纪百
千万人才工程国家级人选，享受国
务院特殊津贴专家，重庆市农业科
学院水稻研究所副所长。

我市农业科技工作者的杰出
代表。从事水稻育种 27 年，成功
培育我国第一个高温伏旱区条件
下的优质杂交稻，累计培育优质品
种 24 个，推广应用 1.5 亿亩以上，
为重庆乃至我国南方水稻产业提
质增收100亿元以上，为推动乡村
产业振兴作出突出贡献。荣获重
庆市科技进步一等奖3项。

07 李贤勇 女，41岁，汉族，中共党员，本
科学历，副主任法医师，重庆市铜
梁区公安局刑事侦查支队三大队
大队长，警务技术一级主管。

我市公安干警优秀代表，扎根
刑事侦查工作一线 15 年，累计出
勘案件2470余起，出具法医鉴定书
1830余份，协助侦破命案86起、刑
事案件3710余起，命案侦破率保持
100%。2018 年被中宣部、全国总
工会评为“全国最美职工”。

08 杨发英

01 王时龙
02 王金山
03 王渝培
04 付 黎
05 江奉武
06 孙耒来
07 李贤勇

投票代码 姓 名

08 杨发英
09 杨浪浪
10 肖学文
11 吴永忠
12 邹全明
13 陈恩之
14 袁刚伟

投票代码 姓 名

15 徐登权
16 涂铭旌
17 黄廷炎
18 舒 畅
19 蔡光忠
20 谭平川

投票代码 姓 名

投票人姓名（必填） 联系电话（必填） 身份证号码（必填）

请在投
票框中填写
选中人选的
代码，一格
一码。

备注

权威报道 主流新闻重庆第一都市报

2017-2018年度富民兴渝贡献奖选票
(以姓氏笔画为序)

投票框：

注：1.需同时选择10名提名人选方为有效，多选或少选均视为无效票。
2.一个有效身份证仅限投一票，多投无效。
3.投票人姓名、电话、身份证号码为必填项，未填视为无效选票。
4.请将选票沿边框完整剪下，邮寄至：重庆市渝中区中山四路36号“富民兴渝贡献奖”

评委会办公室（市委宣传部内），邮政编码：400015。
5.报纸选票投票截止时间为2019年11月16日17:00（以寄出邮戳时间为准）。

女，46岁，汉族，中共党员，本
科学历，正高级教师、特级教师，享
受国务院特殊津贴专家，重庆市人
民小学校长、党委书记，党的十九
大代表，全国妇联第十二届执行委
员会委员。

我市基础教育领域的优秀代
表。深入挖掘红色文化资源，将红色
基因融入课程教育、德育教育全过
程。主持实施学校课程体系改革，创
新优秀教师孵化模式，入选首批全国
中小学名校长领航班。长期对口帮
扶边远区县乡镇小学，引领推动了
我市基础教育的高质量发展。

09 杨浪浪 男，51岁，汉族，中共党员，研
究生学历，教授级高级工程师，中
冶赛迪集团有限公司党委书记、董
事长，重庆市政协第三、四、五届常
委。

我市推动传统工业转型升级
的优秀代表。任现职 14 年来，带
领公司长期保持行业领先地位，率
先打造多个智能制造、绿色制造标
杆业绩。积极落实“一带一路”建
设，2018年新签海外合同额占我市
对外工程承包服务总额的 60%以
上。2017至2018年实现营业收入
163.66亿元，上缴税收9.43亿元。

10 肖学文 男，51岁，汉族，中共党员，博
士研究生，主任医师，享受国务院特
殊津贴专家，重庆市首席医学专家，
重庆市医学领军人才，重庆大学附
属肿瘤医院党委副书记、院长。

我市医疗行业的优秀代表。
从2016年提出重庆市“一网一链”
肿瘤防治体系建设思路以来，推动
全市建成6家二级肿瘤医院，培养
基层肿瘤专科医务人员近700人，
帮助25个区县医院新增肿瘤科或
开展放射治疗技术，成功构建起市、
区域、区县三级肿瘤防治网络和肿
瘤全过程防治链条，为重庆肿瘤防
治医疗事业发展作出突出贡献。

11 吴永忠 男，56岁，汉族，中共党员，博
士研究生，二级教授，享受国务院
特殊津贴专家，2017年中国工程院
院士有效提名候选人，陆军军医大
学国家免疫生物制品工程技术研
究中心主任。

我国疫苗研究专家，2017年中
国工程院院士有效提名候选人。主
持研发第一个被国际组织推荐预防
胃癌的疫苗和第一个拥有完全自主
知识产权并获批进入临床试验的金
葡菌基因疫苗。获习主席签署通令
记个人二等功，获国家发明专利授
权32项，国家技术发明二等奖、重
庆市技术发明一等奖。

12 邹全明

请沿此虚线剪下邮寄

男，61岁，汉族，中共党员，研
究生学历，教授级高级工程师，享
受国务院特殊津贴专家，重庆华峰
化工有限公司（民营）总经理，重庆
市第五届人大代表。

我市战略性新兴制造业代
表。在涪陵区建成世界上最大的
己二酸生产基地，实现生产线关键
设备的全部国产化，产品总产能达
64 万吨，远销 30 多个国家和地
区。2017年至2018年实现生产总
值90.33亿元，上缴税收4.12亿元，
2018年，创汇1.64亿美元。

13 陈恩之 男，51岁，汉族，中共党员，本
科学历，高级经济师、高级工程师，
重庆市水利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綦江区藻渡水库工程项目部支部
委员、副经理、总工程师。

我市基层水利干部优秀代
表。投身水利建设 30 余年，参与
了重庆直辖后所有大型及70余座
中型水库建设，参建项目新增总
库容约18.6亿m3。现参与全国重
大水利工程綦江藻渡水库前期工
作，为破解全市工程性缺水难题，
构建民生供水保障体系作出突出
贡献。

14 袁刚伟 男，45 岁，汉族，群众，本科
学历，高级发行员，重庆五洲世
纪文化产业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民营）董事长，重庆市第三、四
届政协委员，重庆市第五届人大
代表。

我市文化企业的优秀代表。
全国新闻出版行业领军人才，累计
策划发行教育图书 10 亿余册，在
行业率先提出并大力推进“文化+”
战略，提高了文化供给效能，打造

“五洲24小时智慧图书馆”。2017
年至2018 年实现营业收入34.8亿
元，上缴税收1.97亿元。

15 徐登权 男，1928.11-2019.01，汉族，中
共党员，研究生学历，生前系中国
工程院院士，重庆文理学院名誉院
长、新材料技术研究院院长。

我国杰出的材料科学家。在
渝建成微纳米光电材料与器件国
际科技合作基地，在显示面板背光
源轻薄技术上取得突破，并在京东
方生产线上成功应用，使其产品成
功满足苹果、华为对轻薄化的需
求，助推京东方新增产值超100亿
元。获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1项、
三等奖1项，国家自然科学奖三等
奖1项，省部级科技进步奖9项。

16 涂铭旌

男，78岁，汉族，群众，小学文
化，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龙
舞（铜梁龙舞）代表性传承人。

将传统舞龙技艺和川剧吹打
乐、戏曲功架、武功把子进行巧
妙融合，让铜梁龙舞实现质的飞
跃，成为中华龙舞的杰出代表，
为传承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作出
了突出贡献。铜梁龙舞先后在新
中国成立 50 周年、60 周年、70 周
年庆祝活动以及各种国家重大庆
典活动中演出，并远赴美国、英
国等 30 多个国家和地区开展文
化交流。

17 黄廷炎 男，34岁，汉族，中共党员，研
究生学历，国际投资分析师，重庆
零壹空间科技集团有限公司（民
营）CEO。

我市航空航天装备产业的优
秀代表。2017 年在渝创办我国首
个民营商业航天制造基地，自主研
发并成功发射两枚亚轨道火箭，形
成了以运载火箭相关技术为牵引，
区域内上下游产业共同发展的产
业格局，推动重庆航空航天产业发
展。2018 年实现生产总值 1.6 亿
元，上缴税收12万元。

18 舒畅 男，45 岁，苗族，硕士研究生
学历，腾讯公司副总裁兼西南区
总经理。

我市大数据产业的优秀代
表。2018 年，成功促成腾讯西南
总部及主要业务落户重庆，积极
推动在渝建设中国西部最大的单
体数据中心——腾讯西部云计算
中心，为重庆智能产业、智能制
造 、智 慧 城 市 发 展 作 出 积 极 贡
献。腾讯公司在渝2018年实现收
入21亿元，上缴税收5.8亿元。推
动腾讯西南总部大厦2019年正式
投入使用。

19 蔡光忠 男，57岁，汉族，中共党员，本
科学历，高级经济师、高级政工师，
重庆机场集团有限公司党委书记、
董事长，第十三届全国人大代表。

我市民用机场管理运营行业
的优秀代表。任职三年来，推进重
庆国际航空枢纽建设，主导开通国
际航线 23 条，推动江北国际机场
T3A航站楼和第三跑道建成投用，
推进航空“智慧口岸”建设，为扩大
对外开放和建设内陆开放高地提
供支撑。2017年至2018年企业生
产总值 32.35 亿元，上缴税收 3.16
亿元。

20 谭平川

上游新闻APP下载及投票界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