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数说下沉社区党员力量

旺铺招租
现有朝天门服装批发城盛隆商场负一楼成熟商铺一

间（面积：135平米）优惠对外出租。欢迎有识之士来电垂
询，价格面议。

联系人：晏老师
联系电话：15523205559

刊登
热线

13018333716
15023163856

重庆市江津区规划和自然资源局关于
华远·江和墅（一期）项目车位规划方案修改的公告
重庆篆山澜岛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相关利害关系人：
华远·江和墅（一期）项目位于江津区德感街道篆山
坪。建设单位是重庆篆山澜岛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现由于项目地势等不可抗力因素，该项目竣工时有部
分车位无法配齐，特申请对项目经依法审定的设计方
案进行修改。该项目已通过相关程序审查，重庆市江
津区规划和自然资源局将于2022年11月19日至2022
年11月25日在重庆市江津区人民政府网站政务公开
板块、江津区规划展览馆、项目现场对修改内容进行公
示，告知听证权利。具体内容请到重庆市江津区人民
政府网站政务公开板块、江津区规划展览馆、项目现场
查看，欢迎相关利害关系人及广大市民提出宝贵意见。
联系单位：重庆市江津区规划和自然资源局
联系地址：重庆市江津区鼎山街道元帅大道36号
邮 编：402260 电子邮箱：243493220@qq.com
联 系 人：陈女士 联系电话：023-47696252
重庆市江津区规划和自然资源局 2022年11月15日

房屋招租
四川省交通厅重庆学田

湾宾馆（重庆市渝中区下

罗家湾 26号）一楼至七

楼2520m2房屋招租。

联系电话
13320221981（宋女士）
13708395197（敬先生）
鑫杰环保科技（重庆）有限公司废旧包装桶收集、储存、
处置及综合利用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征求意见稿）公示

《鑫杰环保科技（重庆）有限公司废旧包装桶收集、储
存、处置及综合利用项目》（征求意见稿）已形成，根据
《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的有关规定，特公开以
下信息，征求相关公众意见。1、征求受项目建设影响
的公众或单位的意见或建议；2、公众可通过网络链
接：https://bbs.cqyc.net/thread- 2033739- 1- 1.
html，查阅报告书及下载公众意见表；3、公众可通过
来电、发送信函（地址：重庆市永川区松溉镇松江大道
8号鑫杰环保科技（重庆）有限公司）等方式提出意
见。建设单位联系人：林总，联系电话 023-
63207689；环评单位联系人：张工，联系电话023-
67040676，电子邮箱254895670@qq.com。在您看
到此公告起10个工作日内，可提交意见和建议。
鑫杰环保科技（重庆）有限公司 2022年11月16日

重庆索尔科技有限公司索尔科技阳极氧化项目环境
影响评价公示：重庆索尔科技有限公司委托重庆泓
泰和正生态环境科技有限公司编制的《索尔科技阳
极氧化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已形成，
据《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将项目环评相关信
息公示如下：1、查询环境影响报告书及公众意见表
下载链接：链接：https://pan.baidu.com/s/1vdug
8X6UmScuUetrOxJjUQ提取码：l2ll（如需查询纸
质本请致电索取）。2、征求意见的范围：可能受项目
实施影响或关心本项目建设的所有公众。3、公众提
出意见的方式和途径：由网络链接下载公众意见表
填写意见，通过邮箱、电话、信函等方式将意见反馈
给建设单位。4、公众提出意见的起止时间：2022年
11月15日至2022年11月19日。建设单位联系人：
许总13718848188；邮箱：326211723@qq.com，地
址：重庆市南川区东城街道迪康大道15号1幢3-2。

通 知
米志军同志：你工伤停工留薪期结束后，公司已多次通
知你回公司上班，至今你仍拒不回厂上班，你已严重违
反公司管理规章制度和劳动合同约定，严重扰乱、阻碍
公司用工秩序，经公司研究，并经工会同意，对你作出
解除劳动合同关系的决定。经多方式多途径无法送达
以上决定，故依法登报通知你，请于本通知登报之日起
十日内到北碚区天府医院（现重庆能投健康产业有限
公司）进行职业健康离岗体检，并及时持体检结果来我
司办理离厂等相关手续，逾期未按通知办理后果自负，
包括逾期未及时办理享受失业、工伤保险等待遇及其
他一切后果均由你自行负责，与公司无关。特此通知
重庆太富环保科技集团有限公司 2022年11月17日

遗失重庆市澜田液化气有限公司运输分公司渝A6H650车
辆的道路运输证（渝交运管字500233012960）声明作废。
遗失重庆市澜田液化气有限公司运输分公司渝A5H089车
辆的道路运输证（渝交运管字500233012943）声明作废。
遗失重庆市澜田液化气有限公司运输分公司渝A1H999车
辆的道路运输证（渝交运管字500233012913）声明作废。

延期拍卖公告
受委托，我公司于2022年11月7日在中拍平台发布
了荣昌区天正锦泰园小区36个车位拍卖公告，现因
故延期至2022年12月15日10时拍卖。竞买人应于
2022年12月14日17时前将保证金用竞买人名下账
户以转账方式支付到我司指定账户，标的展示时间调
整为2022年12月14日17时前在标的存放地展示。

重庆中润拍卖有限公司 2022年11月17日

限期迁坟通告
经巴南府预公告〔2022〕27号文件批

准，拟征收巴南区丰盛镇双碑村8社，王家村
3社、4社、5社部分集体土地，重庆市巴南区
人民政府已对征地项目依法发布了征收土
地预公告及补偿安置方案。现请征地范围
内的所涉坟主，于2022年11月30日前携本
人身份证及农村商业银行卡到重庆市巴南
区丰盛镇双碑村、王家村登记办理迁坟事
宜，逾期未搬迁的坟墓，相关单位将作无主
坟予以处理，由此导致的所有经济、法律等
损失与责任，概由坟墓所有权人自行负责，
与其他单位和个人无关。特此通告

重庆市巴南区丰盛镇人民政府
2022年11月12日

◆遗失重庆辽若国际货运代理有限公司公章壹枚（编号
5001068266382）、财务专用章壹枚（编号5001068266383）、
发票专用章壹枚（编号5001068266384），声明作废

◆遗失重庆夔濠生态农业科技有限公司发票
专用章壹枚，编号5002369832036，声明作废◆遗失重庆市瑜培亦农业发展有限公司公章
壹枚（编号：5002425030406)，声明作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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帮群众运送物资忙碌而充实
吴东平（市规划自然资源局机关干部）
服务点位：北碚区北温泉街道丽锦雅舍

本轮疫情以来，丽锦雅舍（上雅）小区连续多天检出
多起阳性病例，11月12日小区2栋单元楼划为高风险区，
其余楼栋实施临时管控，生活物资和防疫人手十分短缺。

面对防控形势，吴东平第一时间联系社区书记李小
燕，主动请战下沉社区，就地从事抗疫志愿服务，用行动
守护群众家园。

加入志愿者队伍后，吴东平马不停蹄地工作在防控
风险很高的小区一线，积极协助街道社区干部和医护人
员，认真做好物资运送、信息登记、秩序维护等工作，每天
紧张忙碌而充实，大约为三十家居民提供运送服务，“物
资配送打通了从小区门口到居民家门口最后1米”。

参与“追阳”行动与病毒赛跑
黄心玥（渝中区住建委员工）
服务点位：渝中区“追阳”专班

25岁的黄心玥自愿加入渝中区住建委“追阳”突击队
后，便前往渝中区“找阳”“追阳”专班开始工作。

“我和区住建委‘追阳’突击队的队员们驻扎在这里
已经超过190个小时。”11月13日，黄心玥告诉记者，面
对新冠疫情这个看不见的对手，“追阳”人员必须比以往
跑得更快，抢在病毒传播前切断传播链。为此，全队24小
时人机不停，一次次与“混采阳性管”涉及人员、所属街道
及社区医院通话，才能确保及时对混检结果异常涉及人
员进行管控，并开展单采复核工作，努力将疫情风险控制
到最低。

“我们共有10名突击队队员在渝中区‘找阳’‘追阳’
专班里工作，这里的所有工作人员都在争分夺秒，与时间
比赛、与病毒赛跑。”黄心玥告诉记者，现在，她和突击队
队员每天可以追踪梳理涉疫信息上千条。

在这场没有硝烟的战斗中，渝中区住建委200余名
党员干部，在最需要的地方，充分发挥共产党员在危急面
前挺身而出的先锋模范作用，彰显了党员“舍小家为大
家”的决心及抗击疫情的信心。

化身“代购”为居民购物买药
梁正银（两江新区渝兴公司员工）
服务点位：两江新区全域

在两江新区人和街道金科天湖美镇小区里，来自两江
新区渝兴公司的党员志愿者梁正银正在与居民沟通，了解
到居民的需求后，梁正银化身“代购”，为居民购物买药。

加入疫情防控工作后，梁正银主要负责为小区居民
服务，在日常巡楼过程中，满足各项居民生活需求。当
天，梁正银收到采购药品的需求后，与在小区外的志愿者
开启接力，一个在外采购，一个在内送货，完成了一次次
居民的药品蔬菜“采购订单”。

当志愿者，梁正银深有感触，她说，“戴上红色的党员
突击队袖章，是一份荣耀，也是一份责任，大家都在为了
疫情防控共同努力，作为一名党员，我更应该参与其中，
贡献自己的力量。”

同样的，在天宫殿街道核酸采样现场，参与下沉支援的
金泰公司员工王立飞，为协助街道做好疫情防控工作，他和
同事赵珞西、喻勇主动报名加入了“扫楼”队伍，进入临时管

控区，他们挨家挨户敲门，录入身份信息，进行核酸采样。
他们只是两江新区党员干部的代表，实际上两江新

区组织了1200余名党员干部下沉社区，就近就便转为志
愿者，从事核酸检测、秩序维护等社区管理服务工作，为
坚决打赢疫情歼灭战提供坚强保障。

听到居民的感谢我很欣慰
李欣（市地质矿产勘查开发局职员）
服务点位：南岸区南坪镇康德社区委员会（便民服务中心）

15日，看到社区群里招募志愿者，李欣第一时间报名
加入志愿者队伍。11月16日上午，李欣站在社区临时搭
建的咨询台前，耐心地为小区居民解答问题，她也成为大
家口中的”老师“。

“老师，我想出小区去做产检，需要开什么证明？”刚
到岗，一名怀有身孕的女子就来到咨询台前，“带上本人
身份证和医院出具的产检证明，到社区开具出入证明就
可以了。”李欣耐心地为她解答。

李欣说：“我在单位也负责相关政策解答和咨询回
复，这次刚好被分配到为社区居民进行情况咨询回复的
岗位上，也算专业对口。”当居民遇到各种情况，得到志愿
者及时解答后，都会真诚地表示感谢。

户外乒乓球台，就是临时会议桌
党员志愿服务队（两江新区天宫殿街道东湖南路社区）
服务点位：两江新区天宫殿街道东湖南路社区

小区空坝处的一张乒乓球台，就是临时会议桌，大家围
着球台，你一言、我一语，一起想办法、出主意……在两江新
区天宫殿街道东湖南路社区，活跃着一支党员志愿服务队。

几天前，得知所在小区被划为高风险区，社区几个邻
居一合计，决定临时组建一个党员志愿服务队，协助小区
开展核酸采样，做好后勤保障服务。他们中有些人是机
关事业单位的党员干部、有的是退役军人，他们就地“转
岗”，当起了“秩序员”“后勤兵”“宣传员”……各司其职，
为小区居民服好务。

为保证防疫安全，大家不能在密闭空间开会，于是一
起来到院坝上，正好这里有一张乒乓球台，于是大家便围
着球台，站成一圈，将这里当作临时会议桌，一起想办法
出主意。

大家号召居民在小区有序开展核酸采样，不扎堆、不
聚集，做好自我防护。发动身边资源，筹集了两个喇叭和
半箱N95口罩等物资。同时，东湖南路社区也为党员志
愿服务队配备了充足的口罩、防护服等防疫物资。

社区老人不会使用手机下单买菜，他们主动帮忙，为
老人购买大米、油，并送到家中。有老人腿脚不方便，志
愿者就主动搀扶老人下楼做检酸采样。11月13日自发
组建起来的党员志愿服务队，仅1天时间，成员就由从最
初的3人发展到现在的45人。

重庆广大机关党员干部下沉社区，物资运送、信息登记、秩序维护、政策解读……

同心抗疫 他们的工作细致扎实温馨

自本月初以来，沙坪坝区已有 13816名党员干
部参与疫情防控工作，充分发挥先锋模范作用。

江北区发出倡议，全区党员干部就地就近转为疫
情防控志愿者。自11月11日以来，全区已累计发动
2028名党员志愿者参与疫情防控工作。

按照渝北区委、区政府统一安排，全区2000余名
机关、企事业单位党员干部和 500余名民兵深入社
区，就地转为疫情防控志愿者。

南岸区组织1700余名机关党员干部深入社区开
展驻点支援，1.4万余名在职党员干部组建预备队，就
地转为志愿力量。

巴南区实施分级分类人员调度机制，组织5300
余名机关事业单位干部，按照就近就地原则深入镇
街、村（社区）疫情防控一线。

南川区激活全区党员干部常态驰援大战大考机
制，将4327名机关企事业在职党员干部精准划分到
1337个下沉点位。

綦江区组织2500余名区级机关干部深入社区，
每个管控区成立一个临时党委或临时党总支。

荣昌区广泛动员各级党组织和机关企事业广大
党员赶赴社区、农村、交通卡口等抗疫一线，目前全区
已有7000余名党员下沉抗疫一线。

重报都市传媒记者 陈军 杨野 杨新宇 受
访者供图

11月15日，重庆市新冠肺炎疫情
防控工作电视电话会议召开。会议强
调，要发挥好各级组织和力量作用，党
员干部要发挥带头示范作用，机关干部
要下沉到社区，进一步用好社区工作
者、志愿者、行业主管部门、行业协会、
市场主体和各类企事业单位的力量。

从重庆部分区县发布的情况看，机
关党员干部下沉基层已在全市范围内
展开，他们与群众并肩战斗，强有力支
援了基层的疫情防控工作。

东湖南路社区的党员志愿服务队在乒乓球台周
围开临时会议

荣昌区生态环境局党员冯罗兰（左一）参加核酸检测信息录入工作

重庆市体育彩票管理中心2022年11月16日

中国体育彩票排列3第22306期开奖公告
本期开奖号码：5 5 9

中国体育彩票排列5第22306期开奖公告
本期开奖号码：5 5 9 2 6

中国体育彩票超级大乐透第22131期开奖公告
本期开奖号码：02 06 08 10 17+05 06

抗疫一线·党员干部在行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