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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新华社电 在决战决胜脱贫攻
坚之际，中央宣传部向全社会宣传发
布脱贫攻坚一线优秀党员干部代表黄
诗燕、毛相林的先进事迹，授予他们

“时代楷模”称号。
黄诗燕，生前系湖南省株洲市政

协副主席、炎陵县委书记，2019年11
月因公殉职，时年56岁。他始终坚持
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扎根基层
一线，勇挑工作重担，9年如一日奋战
在脱贫攻坚主战场，发展特色产业、推
动农民增收，破解民生难题、提升幸福
指数，不断解决问题、破解难题，想干
事、能干事、干成事，为脱贫攻坚事业
鞠躬尽瘁，带领炎陵县成为湖南省第
一批摘帽的国家级贫困县，改变了当
地贫穷落后面貌，用工作实绩践行了
新时期好干部标准，以苦干实干赢得
了干部群众的广泛赞誉，用宝贵生命
诠释了共产党员的初心和使命，被追
授为“全国脱贫攻坚模范”“湖南省优
秀共产党员”。

毛相林，现任重庆市巫山县竹贤
乡下庄村村委会主任。他43年不改
初心使命，坚守偏远山村，坚持苦干实
干，带领村民用最原始的方式在悬崖
峭壁上凿石修道，历时7年铺就一条8
公里的“绝壁天路”。他培育“三色”经
济，发展乡村旅游，推进移风易俗，提
振信心志气，把绿水青山变成了金山
银山，让乡亲们改变了贫困落后面貌，
过上了富裕文明生活。他艰苦卓绝、
打通绝壁，带头引路、誓拔穷根的平凡
壮举，造福了广大村民，传遍了全国各
地，赢得了广泛赞誉，树立了脱贫攻坚
一线党员干部的光辉榜样，被授予“全
国脱贫攻坚奖奋进奖”“中国好人”等
荣誉称号。

黄诗燕、毛相林同志的先进事迹
宣传报道后，在全社会引起热烈反
响。广大干部群众认为，黄诗燕、毛相
林同志是新时期共产党员的优秀代
表，是扎根基层一线的脱贫攻坚楷
模。他们牢记总书记嘱托，忠于党和
人民事业，积极投身脱贫攻坚，努力实
现乡村振兴，靠苦干实干改变贫困落
后面貌，靠执着坚守铺就幸福生活道
路，靠高尚风范赢得群众广泛信赖，展
现出忠诚的政治品格、强烈的责任担
当、真挚的为民情怀、崇高的精神境
界。大家纷纷表示，要以“时代楷模”
为榜样，认真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届五
中全会精神，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
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增强

“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
“两个维护”，同心同德，顽强奋斗，在
新时代伟大征程上谱写“两大奇迹”新
篇章。

“时代楷模”发布仪式现场宣读了
《中共中央宣传部关于授予黄诗燕、毛
相林“时代楷模”称号的决定》，播放了
反映黄诗燕、毛相林同志先进事迹的
短片。中央宣传部负责同志分别为黄
诗燕同志亲属代表、毛相林同志颁发
了“时代楷模”奖牌和证书。国务院扶
贫办、湖南省委、重庆市委有关负责同
志，“时代楷模”亲属、同事和当地干部
群众代表等参加发布仪式。

本报讯 （重庆晨报·上游新闻记者
刘波）“时代楷模”是由中共中央宣传部集中
组织宣传的全国重大先进典型，充分体现

“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的价值准则，充分
体现中华传统美德，是具有很强先进性、代
表性、时代性和典型性的先进人物。

目前，重庆已有马善祥、杨雪峰、毛相林
三人荣获“时代楷模”称号。

马善祥

男，1955年11月生，中共党员，重庆市江
北区观音桥街道办事处“老马工作室”负责
人。

他热爱群众工作，对群众充满感情，将
一心为民的信念贯彻工作始终，把让群众满
意作为价值追求。从事基层调解和群众思
想政治工作 30 多年，总结出“民为本、义致
和”六字理念。他遵循“情、理、法、事”十三
要则、依托“3441”保障制度、老马“三十六
策”等一整套“老马工作法”，成功调解矛盾
纠纷2000多起。

2014 年 11 月 28 日，中共中央宣传部授
予马善祥“时代楷模”称号。

杨雪峰

男，1997 年入警，1999 年入党，二级警
督。曾任重庆市公安局渝北分局交巡警支

队石船公路巡逻大队副大队长。
他从警21年，始终扎根基层、认真履职

尽责，受到干部群众广泛称赞。2018年2月
18日，杨雪峰在执行春运交通安保任务中突
遭暴力袭击，与犯罪嫌疑人英勇搏斗，因伤
势过重英勇牺牲，年仅41岁。

2018年8月27日，中共中央宣传部追授
他“时代楷模”称号。杨雪峰曾荣立个人一
等功1 次、三等功2 次，获得“全国公安系统
一级英雄模范”称号。

毛相林

男，1959年1月出生，重庆巫山人，中共
党员，现任重庆市巫山县竹贤乡下庄村村委
会主任。

他43年不改初心使命，坚守偏远山村，
坚持苦干实干，带领村民用最原始的方式在
悬崖峭壁上凿石修道，历时 7 年铺就一条 8
公里的“绝壁天路”。他培育“三色”经济，发
展乡村旅游，推进移风易俗，提振信心志气，
把绿水青山变成了金山银山，让乡亲们改变
了贫困落后面貌，过上了富裕文明生活。他
艰苦卓绝、打通绝壁，带头引路、誓拔穷根的
平凡壮举，造福了广大村民，传遍了全国各
地，赢得了广泛赞誉，树立了脱贫攻坚一线
党员干部的光辉榜样，被授予“全国脱贫攻
坚奖奋进奖”“中国好人”等荣誉称号。

本报讯 （重庆晨报·上游新闻记者
刘波）昨晚，山城夜空灯光璀璨。全市地标
建筑为“时代楷模”毛相林亮灯，向他致敬！

昨日，中共中央宣传部授予重庆市巫山
县竹贤乡下庄村村委会主任毛相林“时代楷
模”称号。

当晚，江北嘴十屏联动、解放碑环球金
融中心WFC、南滨路皇冠国际灯幕、观音桥
天和国际大厦CIC等地标建筑，以及全市各
区县商圈、重要路段等LED显示屏都为“时

代楷模”毛相林点亮，致敬这位“扎根基层一
线的脱贫攻坚楷模”。

毛相林的先进事迹宣传报道后，在全社
会引起热烈反响。在渝中区洪崖洞欣赏夜
景的山东游客郭明，看到对岸江北嘴十屏联
动播放着“时代楷模”毛相林的形象，赶紧拍
照发朋友圈点赞。前几天，郭明刚看过关于
毛相林的新闻报道，深受感动。

“毛相林是新时期共产党员的优秀代
表，是我们学习的榜样！”郭明说，自己也是

一名共产党员。他要加强学习，努力追求进
步，做新时代的奋斗者。

在江北区观音桥商圈，不少市民看到建
筑外的LED显示屏上播放着“时代楷模”毛
相林的形象，都停下脚步驻足观看。

“我要向他致敬，向他学习。”市民李倩
丽说，这几天，她一直在关注毛相林的相关
新闻报道，每看一次就感动一次。她要向所
有扎根扶贫一线、战斗在最前线的扶贫干
部、第一书记们致敬。

中宣部授予黄诗燕、毛相林“时代楷模”称号

公司分立公告
重庆美心贝斯特门窗股份有限公司注册资本人民

币5584万元。根据《公司法》规定以及公司股东会决议，重
庆美心贝斯特门窗股份有限公司采取派生分立方式分立
为“重庆美心贝斯特门窗股份有限公司”（注册资本为
3584万元）和“重庆美心斯派图门业制造有限公司”（注
册资本为人民币2000万元）。原重庆美心贝斯特门窗股
份有限公司的债权债务，由分立后的“重庆美心贝斯特门
窗股份有限公司”与“重庆美心斯派图门业制造有限公
司”共同承担。本公司债权人可自公告之日起45天内，
要求公司对该债务承继方案进行修改，或者要求清偿或
提供相应的担保。本公司债权人未在规定期限内行使上
述权利的，公司分立将按照法定程序实施。特此公告！
重庆美心贝斯特门窗股份有限公司 2020年11月13日

刊登
热线 023-86622662 13368336681 微信

同号
重庆 证件遗失/票据挂失/环评公示/劳动仲裁/法院公告/招标拍卖/ 各类
各地 注销减资/公告声明/题花广告/出售转让/商业广告…… 登报

◆江北区九街专席饮品店遗失食品流通许可证正副
本，许可证编号JY15001050182380,声明作废。◆永川区何昊食品经营部遗失食品经营许可证正
本：许可证号JY15001180168603，声明作废◆肖欣奇遗失重庆大学城市科技学校工程造价专业毕
业证书，证书编号126161201805003169，声明作废◆黄明月遗失军官证，证件号:军字第1126255号，声明作废◆重庆大学遗失2014年12月19日开具的增值税发票一
份，发票号码：00716427（金额：54000元），声明作废。◆重庆市百慕食品有限公司，食品生产许可明细表遗
失，生产许可证号：SC11850010701669，声明作废◆遗失刘晓琴保险执业证02000150000080020180310210作废◆周登元遗失建筑施工特种作业操作资格证（建筑起
重信号司索工）：渝A032019048356，声明作废。◆遗失2017.9.5发南岸区杜福玻璃制品经营部（杜光福）营业
执照副本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2500108MA5UTDAF3B作废◆重庆市九龙坡区陶家镇文峰村村委会遗失重庆市城乡
居民合作医疗保险收费专用收据 199 份，代码:
301110118，票号：000011802－000012000，声明作废◆声明：何维露遗失重庆公路运输（集团）有限公司出
租汽车分公司开具的民安车队安全、维稳责任金发票，
发票号0095393，金额：8000元（捌仟元整），声明作废。◆遗失中共巫山县官阳镇后乡村支部委员会公章一枚作废

声明
重庆福兴建材有限公司遗
失中国农业银行重庆南岸
万寿路支行开户许可证，核
准号：J6530001091501，账
号 ：31061501040002670，
声明作废

注销公告
重庆两江新区四维教育培训学校（统一
社会信用代码：52500191MJP588945J）
经决议拟将注销，根据《民办非企业单
位登记暂行办法》，请相关债权人债务
人在登报之日起45天内来办理相关事
宜，特此公告。 2020年11月19日

接房通知
尊敬的两江健康科技城业主：

两江健康科技城项目E4-1/01号宗地1
幢至15幢（重庆市北碚区悦康路2号1幢至15
幢）经竣工验收，已符合交房条件。请以上物业
满足接房条件的业主于2020年11月26日到
两江健康科技城党群服务中心办理接房手续。
接房时请按《接房通知书》要求带齐全部资料。

接房电话：023-68230029
特此通知。

重庆金科科健置业有限公司
2020年11月19日

中餐厅营业中转让
重庆南坪工商大学旁边
联系电话13075437403

律师专业法律服务
15735648468

合同纠纷、法律顾问
人身损害赔偿、刑事辩护

编号 地块位置 用途

3700

出让面积
(㎡)

最大计容可
建面积(㎡)

建筑密度
（%）

绿地率
（%）

63421 ＜126842 不得大
于35%

不得小
于30% 18201.83

保证金
(万元)

底价
(万元)

出让
年限

商业40年
住宅50年商住桂溪街道白龙

转盘西侧
dj2020
-1-026

垫江县规划和自然资源局关于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挂牌出让公告
垫规资告〔2020〕72号

根据《招标拍卖挂牌出让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规定》的要求，经垫江县人民政府批准，垫江县规划
和自然资源局将对垫江县桂溪街道白龙转盘西侧的E01-07/03地块（二号）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进行
公开出让，现就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出让人的名称和地址：出让人：垫江县规划和自然资源局
地址：桂阳街道桂西大道南阳内转盘 联系电话:74684675、74684677、74501155
二、挂牌地块概况

三、竞投者资格：竞买者所属品牌对应集团公司应为2019年中国房地产企业产品力前30企业（以
中国房地产协会官方网站发布为准，查询网站地址：中国房地产协会官方网站http://www.fangchan.
com/data/14/2019-11-29/6606018662858298048.html）。

四、挂牌期限、地点及竞价方式：凡愿参加竞投者，可于即日起至2020年12月17日下午5时（节假
日除外）到垫江县公共资源交易网上下载挂牌交易文件和垫江县规划自然资源局地产服务中心索取，
定于2020年12月18日上午10时在公共资源交易中心桂西大道南阳公园机关办公中心2号楼2楼举
行现场竞买揭牌会，本次挂牌采取现场报名方式，有意竞买者在2020年12月18 日上午9时前汇入指
定的竞买保证金专户(开户银行、账号、户名等信息详见重庆市公共资源交易网（垫江县）（https://
www.cqggzy.com/ dianjiangweb）“土地交易”栏目，本地块招标（出让）公告页面底端的《本项目投
标保证金指定收取账户信息》。以到银行账上时间为准，否则不予受理报名），并凭银行到账凭据进入
揭牌会场，要求竞买人提供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或法定代表人委托书、营业执照附本、资质证明书、承
诺书、竞买申请人签署意见的《竞买须知》2份、居民身份证及印鉴，填写竞买申请，经审查合格后方取得
竞买资格。该地块每次增价不得少于20万元人民币，价高者得。

五、其他约定条件（见须知、中国土地市场网和垫江县人民政府网规划和自然资源局板块）：竞买人
参加竞买时需提交土地保证金不属于银行贷款、股东借款、转贷和募集资金的承诺书及有支付土地价
款的资金的承诺书。竞买人竞得土地后需成立新公司作为竞得人的，应在参与竞买前提交书面申请。

垫江县规划和自然资源局 2020年11月17日

声明：父亲唐立（身份证3207951981
12263552）；母亲张雷（身份证500227
198705191149）；女儿：唐欣怡（身份
证500112201602290421）于 2016年
2月29日在重庆市璧山区妇幼保健院
出生，出生医学证明遗失，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罗梁，男，（身份证号

512226196806274574）遗失
执业医师资格证，证书编码
200550341512226680627457，
声明作废。

声明：重庆市合川区青年商会（开户银
行：重庆合川中银富登村镇银行有限公
司，账号:06030130000003876）遗失
现金支票：编号3200501200325379-
325395，共计17张。声明作废

责令限期缴存决定书
渝公积金法责﹝2020﹞63号

重庆航天汇康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经查，你单位未按规定依法为职工蒋兵（身

份证号：51023019790201231X）缴存2016年9
月至2019年7月的住房公积金，你单位共欠缴
职工蒋兵住房公积金15454元。你单位的上述
行为，违反了国务院《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第
十五条、第二十条第一款的规定，严重侵害职工
合法权益。2020年11月4日，我中心向你单位
公告送达了《责令限期缴存告知书》，你单位在
规定期限内未对欠缴职工住房公积金的事实及
金额提出申辩意见，也仍未纠正上述违法行
为。根据《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第三十八条的
规定，我中心责令你单位自收到本决定书之日
起10个工作日内为职工蒋兵补缴2016年9月至
2019年7月欠缴的住房公积金共计15454元。

如你单位不服本决定，可自收到本决定书之
日起60日内向重庆市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
也可自收到本决定书之日起6个月内直接向重
庆市渝北区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逾期不申
请行政复议或不提起行政诉讼，又拒不履行本决
定的，我中心将依法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

重庆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
2020年11月18日

注销公告
中国旅行社总社（重庆）有限公司
拟将注销以下门市部：江北区观
音桥轻轨站门市部（社会信用代
码 91500105MA5UJGBK4P）；
腾龙大道门市部（社会信用代码
91500108MA60Y29X6G。特此
公告。2020年11月19日

声 明
我公司郑重声明:位于重庆市长寿区桃

源南路2号5幢1-9商铺，字号名称为“长寿
区星艺装饰设计中心”的个体工商户。上述
个体工商户与我公司没有任何股权关系，我
集团总部也没有授权其使用“星艺装饰”品牌
进行经营，其不是我集团总部下属经营实
体。我公司及集团总部将采取法律手段维护
自身合法权益，同时以此声明郑重提醒广大
消费者注意，以免为自己带来不必要的损失。
重庆星艺装饰有限公司2020年11月18日

寻人启事
黄建彊（身份证号51021119560819031X）请于
2020年11月23日前与张荣兰联系配合办理柏
树新村4栋25号拆迁事宜，过期不到，视为同意。

借款催收函
郭宗军，男，汉族，公民身份号码：510231197
20718****，住重庆市荣昌区龙集镇老店子。
谢世凤，女，汉族，公民身份号码：510231197
20807****，系郭宗军之妻。

2020 年 8 月 15 日，你与本人陈升兵
（510231197308134679）就归还借款贰拾贰
万柒仟元（227000元）整的时间、数额以及违
约责任诸事项达成如下一致意见。但你却在
2020年10月3日向我仅支付了14800元后，
就再未支付借款。你已超过约定还款期限，
经多次催收未果，构成本协议的根本违约，本
人债权无法实现，现在郑重通知你：

一、自你收到本催款函之日起30日之
内，或在2020年12月18日之前，你应当支付
本人217938.31元借款，利息2789.61元，合
计：220727.92元。

二、若你逾期支付上述借款，已构成根
本违约。经合理催告仍不履行本协议条款下
义务，有权向审判机关申请追究你的违约责
任并加速到期。

望权衡利弊，尽早明智选择。若有不明
之处，请与本人联系。

重庆市特种设备检测研究院遗失
“非税收入一般缴款书”机打发票
（一式五联）共计3份（001498754、
001497394、001447620），其 中
001498754/001497394 为作废票
据遗失，001447620，金额：550，特
此声明作废。

公告
王仪果：

原重庆洋峦实业有限公司涉嫌违
法侵占位于重庆市九龙坡区谢家湾龙
凤溪江边(九滨步道）的人防工程（人防
编号45号附1号至附4号），望于本公告
登载后15日内速与重庆市九龙坡区人
民防空办公室联系处理此事。如逾期
未前往处理，我办将依法对前述人防工
程予以收回。亦欢迎知晓前诉人员下
落或联系方式的知情人与本机关联系。

联系人：况老师68789656
粟老师68780366

重庆市九龙坡区人民防空办公室
2020年11月19日

重庆市江津区规划和自然资源局关于荧鸿城第
五街区医疗卫生用房置换调整方案公示的公告

位于德感街道的荧鸿城第五街区项目工程，其
H11-1-28号房屋规划核实确认用途为“医疗卫生用
房”、建筑面积168.32平方米。现因需要，项目业主
申请拟将该房屋进行置换调整。该事项现将由重庆
市江津区规划和自然资源局对相关情况进行公示，公
示时间为2020年11月22日至2020年11月28日。

重庆市江津区规划和自然资源局将于2020年
11月22日至2020年11月28日，在江津区规划展览
馆大屏幕、项目所在地及重庆市江津区规划和自然资
源局网站，对该房屋置换调整的相关情况进行公示、
告知听证权利，具体内容请登陆重庆市江津区规划和
自然资源局网站（www.jiangjin.gov.cn）、到江津区
规划展览馆或该项目所在地现场察看，欢迎相关利害
关系人以及广大市民提出宝贵意见。

公告单位：重庆市江津区规划和自然资源局
联 系 人：李先生 联系电话：47696239

2020年11月19日

◆重庆思卡企业管理咨询中心遗失建行沙坪坝支行开户许可证账
号50050105360000001073核准号J6530082623701声明作废◆遗失重庆重然生科技有限公司印章证明，声明作废◆重庆诚锦房地产经纪有限公司遗失中国银行重庆碧
津支行开户许可证，核准号J6530022652902声明作废◆遗失江北区千象餐饮服务部食品经营许可证
正副本，编号：JY25001050138989，声明作废◆遗失永川区元宝机械加工厂公章壹
枚，编号5003834039349，声明作废◆遗失北京中电中天电子工程有限公司重庆分公司公章(编号
5001141160862)、财务专用章(编号5001141160863)声明作废◆重庆市祥驰物资有限公司遗失中国银行重庆渝洲新城支行开户
许可证,账号111641952916核准号J6530050334701声明作废◆彭水县光明机动车驾驶员培训学校遗失中国工商银行彭水苗
族土家族自治县支行开户许可证：核准号J6875000117902作废◆遗失重庆市公安局渝中区分局看守所民
警黄竞浩警官证，证号301196，声明作废。◆朱家义遗失残疾证51020219510225502843声明作废◆遗失重庆照青平食品添加剂有限责任公司
公章壹枚，编号5003834013100，声明作废◆潼南县大成电脑经营部遗失中国农业银行潼南县支行
营业部《开户许可证》核准号:J6530001500101，声明作废。◆声明：九龙坡区杨杨食品经营部遗失食品经营许
可证副本：许可证号JY15001070119998，声明作废

减资公告：经重庆美年大健康产业有限公司（统一社会信
用代码：915001130605430319）股东会决议，本公司拟
将注册资本从720万元减少到410万元。根据《公司法》
规定必须在登报之日起45日内，请债权债务人到本公司
办理债权债务清偿手续。特此公告 2020年11月19日

遗失1998-02-01核发的重庆江海科贸开发公司江北电子
市场营业执照正副本，注册号 5001051901400声明作废
遗失重庆江海科贸开发公司江北电子市场税务
登记证正副本（税号500105903045402），组织
机构代码证正副本（代码903045402）声明作废

减资公告：经重庆九圣装饰工程有限公司（统一社会信
用代码：91500116MA5XE0AQ97）股东决定，本公司
拟将注册资本从100万元减少到50万元。根据《公司
法》规定在登报之日起45日内，请债权债务人到本司办
理债权债务清偿手续。特此公告。2020年11月19日
减资公告：经重庆市我方建筑工程有限公司（统一社会信
用代码：91500117MA60DRCE3C）股东会决议，本公司
拟将注册资本从5000万元减少到2000万元。根据《公司
法》规定必须在登报之日起45日内，请债权债务人到本公
司办理债权债务清偿手续。特此公告 2020年11月19日
遗失2000-03-06核发的重庆市江北区金泰商贸有限公司江北
电子商场营业执照正副本，注册号 5001052900021声明作废
遗失重庆市江北区金泰商贸有限公司江北电子商
场税务登记证正副本（税号500105903043300），组
织机构代码证正副本（代码903043300）声明作废

遗失1999-11-08核发的重庆市江北区金泰商贸有限公
司营业执照正副本，注册号 5001052100949 声明作废
遗失重庆市江北区金泰商贸有限公司税务登记
证正副本（税号500105622005148），组织机构
代码证正副本（代码622005148）声明作废

减资公告：经重庆优纯颂贸易有限公司（统一社会信用代
码：91500107MA601YYM2E）股东会决议，本公司拟将
注册资本从500万元减少到50万元。根据《公司法》规
定必须在登报之日起45日内，请债权债务人到本公司办
理债权债务清偿手续。特此公告 2020年11月19日
减资公告：经重庆晓家斌汽车租赁有限公司（统一社会信
用代码：91500107304822409F）股东会决议，本公司拟将
注册资本从1000万元减少到100万元。根据《公司法》规
定必须在登报之日起45日内，请债权债务人到本公司办
理债权债务清偿手续。特此公告 2020年11月19日

减资公告：经重庆咪哒音娱广告传媒有限公司（统一社会
信用代码：91500103MA5YYT6G0U）股东决定，本公司
拟将注册资本从1000万元减少到3万元。根据《公司法》
规定必须在登报之日起45日内，请债权债务人到本公司
办理债权债务清偿手续。特此公告 2020年11月19日
注销公告：重庆市江南生产力促进中心（民办非企
业单位登记证书号：渝南民政字第040099号，代码
577999808）经理事会会决定注销本中心。请相关
债权人于本公告见报之日起45日内办理相关债权
事宜，逾期按相关规定处理。2020年11月19日

◆渝A32T56遗失重庆公路运输(集团)有限公司出租汽车分公司
开具的事故垫资收据，编号:00054355,金额:3万元，声明作废。◆戴鹦藉发票专用章：5003817062699声明作废。◆遗失刘加正保险执业证00001850010000202020008831作废

注销公告
重庆江北博爱医院（登记号：

76265939- 750010517B2001），
经医院出资人会议决定，已向医
院登记机关申请注销“医疗机构
执业许可证”。

特此公告
重庆江北博爱医院
2020年11月19日

房屋招租公告
重庆西部公交大渡口区春晖路街道秋实小区1栋9号门
面，面积约83.43㎡，招租底价4.5万元/年；江北区建新
南路4号-57#住宅，面积约30.16㎡，招租底价0.24万
元/年；九龙坡区西郊路59号4幢（小车停车位），面积
775㎡（27个），招租底价合计6.48万元/年,200元/月/
个；九龙坡区西彭镇西华路24号门面，面积约25㎡，招
租底价0.9万元/年；沙坪坝区凤天大道117附4号门面，
面积约117.61㎡，招租底价6.36万元/年；沙坪坝区石小
路162号 2-2#、2-3#、2-4#住宅，面积约186.66㎡
（62.22㎡/套），招租底价0.72万元/年/套；沙坪坝区显丰
大道12-2-2-1、12-2-2-2号住宅，面积约190.84㎡
（95.42㎡/套），招租底价1.26万元/年/套。第二年起
逐年递增不低于3%。租期四年。联系人：何老师 联系
电话：68811038 联系地址：沙坪坝区小龙坎正街366号

重庆各地，大屏滚动播放“时代楷模”毛相林在悬崖绝壁上凿出“脱贫路”的光影故事。 上游新闻记者 高科 李斌 摄

重庆点亮最美灯光 致敬“时代楷模”毛相林

重庆有三人被授予“时代楷模”

相关

▲

反响
▲

“时代楷模”毛相林
巫山干部群众都为他点赞

本报讯 (重庆晨报·上游新闻记者 杨圣
泉 张旭)使命呼唤担当，榜样引领时代。昨
晚，巫山县广大干部群众收看了“时代楷模”毛
相林的先进事迹后，反响强烈。大家纷纷表示，
要以时代楷模为榜样，把个人的发展与初心和
使命相结合，以更加饱满的精神和昂扬的姿态，
打好脱贫攻坚收官战，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而
努力奋斗。

在电视上看到村主任毛相林熟悉的身影，
巫山县竹贤乡下庄村村民杨元鼎激动地拍掌，回
想起在毛相林的带领下凿修出山道路的日子，杨
元鼎流下了热泪。他现在已摆脱了贫困，与两名
邻居合作建起了民宿，日子过得不错。他说，下
庄人能够修通致富路，摆脱穷日子，毛相林这个
带头人起了重要作用。今后大家要发挥不等不
靠、艰苦奋斗的精神，把下庄村建设得更好。

巫山县高唐街道办干部杨世忠说，我们这
个时代需要这种能凝聚正能量的榜样人物，期
待着媒体能多发掘一些战斗在扶贫一线的党员
干部的感人事迹，让我们的后代能铭记住脱贫
攻坚这一伟大的工程。

“毛相林带领着下庄人一锤一凿凿通出山
路，现在又带领村民迈向致富路，这种坚韧的精
神，值得我们每一个扶贫干部学习。”巫山县扶
贫办主任朱钦万说，为作扶贫干部，就是要像毛
相林一样，为改变山村的贫困面貌做实事，在奉
献中实现自我价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