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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房通知书
尊敬的永奥·巴塞罗那1号楼购房业主：

您好！我公司开发的永奥·巴塞罗那商业综合体1号楼住

宅部分已于2017年10月24日取得《重庆市建设工程竣工验收

备案登记证》，自2017年10月24日起已达到合同约定的交房条

件。在此之前，我公司已以书面和电话方式多次通知了各位购

房业主接房，现尚有部分业主未来接房。为此，我公司再次通知

未接房的购房业主，请携带接房通知书、购房合同、业主身份证

原件及复印件、户口本原件、购房交款单据等，尽早到我公司巴

塞罗那营销中心办理接房手续。联系电话：49571919

特此通知

重庆中科普永奥地产有限公司

2017年11月22日

永川区公共资源交易中心

采购公告
根据永川区财政局下达的采购计划,我中心对重庆

市永川区农产品质量安全检测与监督管理站实验室消

解仪等采购（2017A1041）实施竞争性谈判采购，相关

事宜请登陆重庆市政（www.cqgp.gov.cn）、重庆市永

川区人民政府公众信息网（http://www.cqyc.gov.

cn/）、永川区公共资源交易网(www.yczyjy.cn)下载采

购文件。

永川区公共资源交易中心

二O一七年十一月二十二日

永川区公共资源交易中心

采购公告
根据重庆市永川区财政局下达的采购计划(项

目编号2017C0044)，我中心对重庆市永川区城市品

牌营销与策划咨询服务采购实施竞争性磋商，相关事

宜请登陆重庆市政府采购网（www.cqgp.gov.cn）、

永川区公共资源交易网(www.yczyjy.cn)下载采购文

件。

永川区公共资源交易中心

2017年11月20日

区招考办四举措为2018年
高考生报名摄像提供优质服务

本报讯（记者 凌泽英 通讯员 敖民极 文/图)11月20日

至24日，区招考办组织2018年7000余名高考考生进行报名

摄像。

据悉，高考考生电子摄像工作是打印考生准考证和网上录

取的依据。区招考办严格要求，细致服务，采取四项措施，做好

高考摄像工作。一是提前与学校协商，合理安排高考报名摄像

时间。二是提出摄像要求，提前温馨提示。通过会议、下发通

告等多渠道向学校和考生提出仪表整洁、考生端坐平视前方，

尽量穿校服等注意事项。三是区招办与学校共同把关摄像关

口，确保考生相片质量。四是为不能按时摄像的考生预留摄像

时间。比如，根据有的学校反映，有考生因在外地或生病等原

因，不能按时摄像，区招考办为此专门安排时间，在统一摄像结

束后，为这些考生提供方便。

高考生报名摄像进行中

胜利路街道多举措推进2018年城乡居民医保缴费工作
本报讯（通讯员 彭维平）胜利路街道高度重视城乡居民

基本医疗保险工作，采取多种措施，积极推进2018年城乡居民

医保筹资缴费工作。

该街道充分利用广播、宣传栏、标语、印发宣传资料、组织

召开医保工作专题推进会议等多种形式广泛宣传城乡居民基

本医疗保险的意义、参保范围、缴费标准、缴费时间和医疗保险

待遇及就医结算等内容，提高群众参保积极性。采取村居定

点、进家入户等工作方式，上门为群众提供政策咨询、政策宣传

和办理医保缴费、代收资金，方便群众随到随办随缴。同时强

化考核，与各村居签订了目标责任书，实行奖惩逗硬制度，确保

12月20日前全面完成2018年城乡居民医保筹资缴费任务。

永川电视台下周节目预告
（2017年11月27日至2017年12月3日）

专题片（301永川综合频道每晚19:45）
周一 七彩棠城

周二 今日永川《二甲医院复评》

周三 七彩棠城《新校园新景象》

周四 法治视线《关护基地》

周五 今日永川《三教公路建设》

电视剧
301永川综合频道《桂山剧场》每晚21：00

周一至周五 抗日悬疑剧《猎杀1931》24-36集 大结局

主演：何晟铭 袁珊珊

周五至周日 悬疑谍战剧《昙花梦》1-8集

主演：乔振宇 安以轩

302永川生活频道《昌州剧场》每日15:35

周一至周五 抗日战争剧《终极任务》22-35集 大结局

主演：李嘉明 尔玛依娜

周五至周日 都市轻喜剧《我爱男保姆》1-7集

主演：雷佳音 袁珊珊

党建大联播（302首播永川生活频道19：20）
周三 共产党员

周四 红岩本色

周五 重庆党建

永川网络电视台网址：www.ycw.gov.cn

关爱计划生育家庭惠民生
本报讯（记者 张 玲）23日，记者从区卫计委获悉，近年

来，我区通过吸纳民间资本、加大对计生特殊家庭的关怀力度、

探索医养结合的新途径、执行计划生育奖励扶助制度等方式，

将计划生育家庭发展融入民生工程建设。

一是吸纳民间资本为计划生育家庭发展助力。我区在建

立了动态调整的机制基础上加大对农村计划生育家庭奖励扶

助，积极支持引导民间力量成立关爱基金，共同关爱计划生育

家庭。临江“李亮计划生育关爱基金”等10个民间关爱基金，

每年固定为计划生育家庭子女发放助学金，总金额达20万

元。二是加大对计生特殊家庭的关怀力度。及时落实已有的

经济扶助政策、联系人制度、走访慰问制度、就医绿色通道、住

院护理保险等一系列日常关怀措施。在卫计系统组织基层

2800名年轻医生建立28个“天使在身边”志愿者服务队，为失

独家庭建立健康档案，并落实家庭医生签约，定期组织由医生

组成的志愿者上门为他们进行身体检查，发放诊疗卡，遇病可

凭卡在医院享受就医绿色通道，方便快捷就医。医疗机构开设

老年人挂号、就医等绿色通道比例为100%。落实计划生育特

殊家庭“3+X”联系人制度，特别开展失独对象生日礼包发放和

生日电话问候工作。三是探索医养结合的新途径。制作了《医

疗协作服务协议书》，积极在有条件的地区，有序推动医养结

合，充分整合利用现有的医疗、养老资源，利用好基本公共卫

生、家庭医生签约服务等医疗卫生项目，为老年人提供医养结

合服务。全区医疗机构与29家养老服务机构签订医疗合作协

议，服务覆盖率达到76%。四是执行计划生育奖励扶助、特别

扶助制度。及时完成了农村奖励扶助、特别扶助、四级伤残对

象审核、上报等相关工作。

防控艾滋健康永川防控艾滋健康永川防控艾滋健康永川防控艾滋健康永川 做好公卫幸福永川做好公卫幸福永川做好公卫幸福永川做好公卫幸福永川
区卫生计生委员会 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区新闻社 联办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夕，太平寨隶

属于五间乡第20保，下设8个甲。寨中的

大绅粮、大地主有：管在容（2500挑田）、

董伯海（3000 挑田）、吕秀凡（2000 挑

田）、董占由（2000挑田）等，还有国民党

回家赋闲军官多名。寨内经济繁荣，形成

了百日场（天天赶场），有蔬菜、柴块、松

毛、树枝、猪肉出售，有鸡、鸭、鹅、兔屠宰

点4家。有餐馆经营包子、馒头、炒菜、担

担面等饭食。除此外还有米坊、面坊、糟

坊、机坊，白天有人打扫卫生，晚上有更夫

敲更报时，整个寨子俨然一个独立王国。

当时喻家坡的成分复杂，主要有家财万贯

的管氏家族和董氏家族，因书香门第众多

而声名远播的黄氏家族，有租谷收入的是

一般富裕人家，除此外还有一部分以喻姓

为主体的穷苦人家。

太平寨，顾名思义永保太平，然而太平

寨并不太平。1949年12月4日，永川和平

解放。喻家坡寨内有的不了解共产党的政

策和主张，有的轻信反动谣言动摇不定，有

的坚持反动立场，与新生人民政权为敌。

国民党部分溃逃人员和当地土匪与寨内的

反动势力勾结在一起，将这块“风水宝地”

作为据点和堡垒。这伙匪徒自认为太平寨

铜墙铁壁，解放军无计可施，所以对我方劝

降人员置之不理，妄图顽抗到底。

1950年3月29日，中国人民解放军

35师103团“老虎连”，担负剿灭这股残匪

的任务，在连长武志江带领下追歼残匪陈

鹤鸣，到达五间乡太平寨（喻家坡）。匪首

陈鹤鸣与当地特务恶霸互相勾结，盘踞寨

内，负隅顽抗，妄想变天。“老虎连”本着党

的一贯政策，对陈鹤鸣匪众发动政治攻

势，晓以利害，劝其投降，许以自新之路，

殊不知匪众拒不接受，并狂吠“固守待

变”，劝降两次失败。

4月20日“老虎连”不得不采取军事

行动。在炮火掩护下发动了第一次试探

进攻，由于太平寨墙垣坚固，护城河水宽

沟深，加之残匪居高临下，火力强大，苦战

数日，解放军仍寸步不前。解放军调整火

力布署，将所有迫击炮集中轰击寨墙，发

动了第二波进攻。在解放军强大炮火攻

击下，终于墙崩寨破 。身经百战的“老虎

连”干部战士，在连长武志江的率领下，冒

着枪林弹雨，奋不顾身地越过护城河，炸

毁墙垭，攀梯破寨，浴血奋战。“固若金汤”

的喻家坡终于土崩瓦解，匪众全部被歼，

当众镇压了顽匪黄海波、刘万才、刘万杰

等人。在喻家坡激战中，解放军卢淮南等

17名干部战士献出了宝贵的生命。永川

人民怀着悲痛之情，在喻家坡太平寨东南

方的正面，为烈士建造了陵园。矗立在陵

园中的那座革命烈士纪念碑，仿佛时刻讲

述着战斗经过，诉说人们对烈士无尽的哀

思（完）。

（区档案局供稿）

喻家坡剿匪（二）

“废墟布好了陷阱，心跳在高处停滞，

呼吸在暗处微弱，一切呼喊都显得苍白，

人们都在离开，独有你和你的橙黄风一样

向核心靠近……”每当危险靠近，他都是

最帅的逆行者，入伍14年，参加过各类灭

火救援2000余次，他是吃钢咬铁的硬汉，

他是救百姓于水火的红门战士！面对灾

难他赴汤蹈火从不畏惧，面对险情他义不

容辞冲锋一线，他就是永川公安消防支队

萱花中队消防战士周运川。

让青春在军营闪闪发光
周运川是重庆云阳人，父母都是农

民，18岁那年，周

运川响应祖国号

召，成为了一名消

防战士。离开父

母来到永川，还来

不及思念父母的

周运川就马上投

入到了艰苦的训

练中，他深知作为

一名消防战士，自

己所肩负的责任。

消防战士的

青春是别样的，入

伍 14年，周运川

没有回家陪父母

过过一次春节，因

为每当万家团圆

的时候，都是周运

川和战友们更加

不敢松懈的时候，

有的时候，为了更

好的完成工作，周

运川还会放弃休假。14年来，周运川的

父亲没有来永川看过儿子，只有母亲一次

来重庆主城看病，顺路来永川看看周运

川，但当时周运川肩负一项重要的工作，

只和母亲在门口匆匆聊了几句便投入到

工作中。

入伍14年来，他始终牢记全心全意

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忠实履行职责，每次

灭火救援都是冲在第一线，有力地保护人

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在2011年朱沱

“7.23”特大抗洪抢险中，周运川第一时间

赶赴重灾区，一次次冒着生命危险在重灾

区将群众往外疏散，在暴雨和洪流中奋战

了40多个小时。

爱岗敬业 刻苦训练创佳绩
入伍十几年来，令周运川最难忘的，

是他第一次参与救援时的场景，虽已过去

十多年，但当时的情景仍历历在目。当

时，一辆罐车撞向一栋房子，由于当时是

冬天，环境恶劣，加之罐车太重太大，当时

的救援设备无法达到救援所需的起重马

力，所以只能从外地调派起重车辆进行施

救。然而因为种种原因，救援失败，正是

这次救援经历，让周运川对生命的敬畏感

油然而生，也激发了他要好好强专业、学

业务、练好基本功的决心！从那以后，周

运川就对自己严加要求，不断给自己加压

加码的练习，终于，靠着吃钢咬铁的狠劲

和坚持不懈的努力，他的业务水平排在了

战斗班的前列！

他始终严格要求自己，坚持中队一

日生活制度，在生活中，脏活、累活他抢

着干，苦活，难活他带头干；在训练中，

他精益求精，刻苦训练，对动作严抓细

扣，别人练一遍，他要练上十遍还多，甚

至在别人休息后，他仍在苦练。在组织

的大力培养和自己的不懈努力下，周运

川各方面都走在了队伍前列。在历届

的各类业务大比武中，周运川同志作为

参赛队员，全身心投入到比赛准备中

去，他按照要求认真体会动作，从每一

次训练中找出提高成绩的方法、途径，

从细处着手，从点滴做起，逐渐提高着

训练成绩。在集训的日子里，他的手、

腿经常碰得青一块，紫一块，伤痕累累，

但他从不叫苦叫累，仍然坚持训练。他

忘记了疲惫，忘却了伤痛，在夜以继日

的训练中默默坚守。

乐于助人 素质过硬当标兵
凭着过硬的业务素质和良好的作

风，周运川在消防这支钢铁部队中得到

了大家的认可！2009、2010 年荣立个

人三等功，2010年被重庆总队评为“优

秀共产党员”；2013年获评团区委“雷锋

式标兵”称号。除了过硬的军事素质，

周运川的一些小细节，让大家备受感

动。家境贫寒的他，从小就养成了勤俭

节约的好习惯。他看见大家喝过的空

饮料瓶被当垃圾扔了觉得浪费了，于是

他一一收集起来变卖废品后，将卖来的

钱给大家买水和生活用品。生活中，他

就是一个这样“吝啬”的人，然而，当困

难群众需要帮助或支队、中队组织捐款

时，他总是第一个捐出自己微薄的津

贴。营区附近社区一位老人生活困难，

他主动与老人建立帮扶关系。多年来，

他累计扶助困难家庭十几户，捐献财物

近万元，大家都亲切地叫他“活雷锋”。

其实他家里也很贫困，父母多病，但他

始终坚信是社会培养了他，他有责任有

义务，尽自己的微薄之力回报社会群

众。正是他乐于助人、关爱群众的美

德，被区政府多次评为“双拥工作先进

个人”和“雷锋式消防战士”。

最帅的逆行者
——记2017年“感动永川人物”候选人、永川公安消防支队萱花中队消防战士周运川

本报记者 付 丽/文 刘 灿/图

20120177年度年度

““感感动永川人物动永川人物””候选人候选人

周运川正在看书学习

近日，红旗小学开展“张张笑脸，传递

温情”主题教育活动。学生们通过绘制笑

脸、展示感恩卡片、讲问候故事等形式传

递温情，培养文明素质和感恩之心。

图为六（1）班学生展示笑脸传递温

情。

记者 陈仕川 摄

张张笑脸
传递温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