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大 快乐的

都说做一件好事容易，而天天做好事就难了。然而北碚区歇马镇状
元碑社区的幸福家园小区里，却有位六旬老人王昌力，八年如一日，为小
区居民做好事。期间，居民家中马桶堵了、电灯坏了、菜刀锈了、裤子破
了……他都帮忙解决，粗算下来所做的好事有800多件，久而久之他便
有了“万金油”的美名。

慢新闻-重庆晚报记者 陈英 文/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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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拿好工具就上来”

2008年从重庆嘉陵水泥厂退休后，懂
得一些水电的王昌力就开始研究维修各种
各样的小家电，有邻里来求助，他都会热心
帮忙。“‘万金油’在家吗？我家电扇的扇叶
断了，麻烦你修一下。”8月11日一早，家住
幸福家园小区4栋12楼，双手有残疾的匡
路长给王昌力打来电话求助，这个天没得
电扇，热起来难受。“要得，我拿好工具就上
来。”同住一栋楼，正在家看电视的王昌力，
接到电话后转身走进了他的工具房。“我有
七八个工具箱，分类装着有关水、电、木工
等上百种工具，都是退休后才一件件添置
的。”今年65岁的王昌力告诉慢新闻－重
庆晚报记者（慢新闻爆料热线：966988；邮
箱：3159339320@qq.com）。“我们小区5栋
楼477户，都是从棚户区搬迁过来，周围配
套设施也不完善，修个小家电得步行近半
个小时，到就近的姚家湾去找店维修。”居
民匡路长说，老王技术好又热心，有问题直
接找他就能很快解决，省时又省钱。

当天，王昌力在小区旁边的废品回收
店找来一块完整的电扇扇叶，花了不到一
小时，就把匡路长家的电扇给修好了。王
昌力的老伴贾荣卉自豪地说：“老王修家
电很厉害，还经常废物利用，到废品店里
去找零件，东拼西凑修好的水龙头就有二
三十个。”几乎每天都会有居民找王昌力
帮忙，而他从不推辞，也不计报酬。

“在小区里很受人尊重”

“老王人很好，我双手不方便，他总
是随叫随到，这么多年来，帮了我家不
少忙。”匡路长告诉记者，匡路长的妻子
钟纯英也感激地说，小区里没有24小时
的维修工，有一次晚上10点，厨房的水
管爆了，老王都已经上床休息了，可一
个电话打过去，他第一时间就上来帮忙
解决了问题。

搬进小区8年，王昌力做了8年的万

垫江县国土资源和房屋管理局关于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挂牌出让公告
垫国土房管告〔2018〕89号

三、竞投者资格
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外公司、法人和其他组织，除法律、法规另有规定

外，均可报名参加竞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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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9月9日下午5时（节假日除
外）到垫江县国土房管局地产服务中心索取或直接在垫江县国土房管局公
众信息网和垫江县公共资源交易网上下载挂牌交易文件，定于2018年9月
1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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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年9月1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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垫江县公共资源交易网（http://www.djjyzx.gov.
cn/）“土地出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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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求竞买人提供组织机构代码证、法人代表身
份证明或法人代表委托书、营业执照附本、资质证明书、承诺书、由中国人民
银行征信中心出具的《企业信用报告》2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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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土房管局公众信息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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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垫江县国土资源和房屋管理局
2018年8月10日

根据国土资源部《招标拍卖挂牌出让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规定》
（第39号令）的要求，经垫江县人民政府批准，垫江县国土资源和房屋
管理局将对桂溪街道三合片区1号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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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垫江县国土资源和房屋管理局
地址：桂阳街道桂西大道南阳内转盘
联系电话:74684675、74684676、74501155

二、挂牌地块概况

编号

dj2018-1-006

地块位置

桂溪街道三合片区
1号

用途

商住

出让面积(㎡)

69734

最大计容可
建面积(㎡)

＜174335

建筑密度（%）

＜35

绿地率（%）

＞30

出让年限

住宅50年
商业40年

保证金(万元)

4600

底价(万元)

9135.15

垫江县国土资源和房屋管理局关于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挂牌出让公告
垫国土房管告〔2018〕90号

三、竞投者资格
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外公司、法人和其他组织，除法律、法规另有规定

外，均可报名参加竞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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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9月9日下午5时（节假日除
外）到垫江县国土房管局地产服务中心索取或直接在垫江县国土房管局公
众信息网和垫江县公共资源交易网上下载挂牌交易文件，定于2018年9月
1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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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年9月1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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垫江县公共资源交易网（http://www.djjyzx.gov.
cn/）“土地出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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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求竞买人提供组织机构代码证、法人代表身
份证明或法人代表委托书、营业执照附本、资质证明书、承诺书、由中国人民
银行征信中心出具的《企业信用报告》2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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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土房管局公众信息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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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垫江县国土资源和房屋管理局
2018年8月10日

根据国土资源部《招标拍卖挂牌出让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规定》
（第39号令）的要求，经垫江县人民政府批准，垫江县国土资源和房屋
管理局将对桂溪街道三合片区2号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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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垫江县国土资源和房屋管理局
地址：桂阳街道桂西大道南阳内转盘
联系电话:74684675、74684676、74501155

二、挂牌地块概况

编号

dj2018-1-007

地块位置

桂溪街道三合片区
2号

用途

商住

出让面积(㎡)

69700

最大计容可
建面积(㎡)

＜174250

建筑密度（%）

＜35

绿地率（%）

＞30

出让年限

住宅50年
商业40年

保证金(万元)

4600

底价(万元)

9130.70

北京时间8月14日凌晨，美股上市的
特卖电商唯品会披露了其未经审计的
2018年第二季度财务报告。财报数据显
示，唯品会二季度净营收总额为207亿元
人民币（约合31亿美元），同比增长18.4％，
实现23个季度连续盈利。本季度，唯品会
归属股东净利润为6.816亿元人民币（约合
1.03亿美元），同比增长76.4%。

自营服饰穿戴品类作为唯品会的核心
业务，在二季度维持着稳健的业绩增势。
二季度，唯品会订单数1.113亿，同比增长
31%，自营服饰穿戴品类持续推动唯品会
的盈利增长。

唯品会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沈亚表
示，“我们将继续保持正品特卖的品牌定
位，把‘货’作为战略聚焦，以货找人，强化
唯品会作为特卖电商的核心能力”。

“好货聚焦”战略回归
京腾合作扎实推进

第二季度，唯品会继续以自营和品质
维持着稳定的高粘性、强购买力客群。财
报显示，唯品会二季度人均消费同比增长

约12%；用户复购率为85%，高于去年同期
的79%，复购客户订单占比为96%，高于去
年同期的93%。

“本季度我们的人均消费额同比增长
了 12%”，唯品会首席财务官杨东皓说，

“随着品质好货和低价优势的深入，唯品
会的差异化优势将进一步扩大市场份
额。”

和腾讯、京东的战略合作也在本季度
扎实推进，唯品会京东旗舰店和微信钱包
入口拉新效果显著，来自这些渠道的新客
户数占本季度唯品会新客户总数的24％。
财报数据显示，唯品会在二季度为约400
个品牌打造了微信小程序，使用唯品会微
信小程序新客数量环比增长超500%。而
截止到8月14日财报发布，唯品会京东旗

舰店粉丝数已近150万人。

全矩阵布局特卖业务
快抢模式收获高增长

唯品会专注特卖领域已十年，但对于
特卖生态的布局从未止步。

今年7月，唯品会站内频道“唯品快抢”
全新改版。8月，唯品会在主站推出“最后
疯抢”频道。6月28日上线的云品仓。8月
10日上线服务广大代购、批发群体的唯品
仓。

艾瑞数据显示，2018年微商行业总
体市场规模将超过 7000 亿元。唯品会
已与超过 6000 家国内外知名品牌达成
长期深入合作，在服饰穿戴行业有较深
的护城河。

东北物流中心正式开仓
物流、金融业务持续推进

唯品会金融与物流业务也在本季度持
续推进。

截至6月底，消费贷产品“唯品花”累计
开通用户数接近2000万，6.16大促期间开
售24小时，使用“唯品花”支付的金额占比
24.9%。

物流仓储方面，二季度唯品会自建物
流交付了约99%的订单。随着东北物流中
心正式开仓，唯品会已设立六大物流仓储
中心，总面积超过290万平方米；在东京、
首尔等地共有9个海外仓，合计仓储面积
59000平方米，居各大跨境电商平台首位。

重庆晚报记者 万里

连续23个季度盈利

唯品会进入战略聚焦期

“最美家乡人”评选重庆拉开帷幕

即日起，2018“最美家乡人”评选活动在
重庆正式拉开帷幕。只要您身边有符合勇
敢、正气、担当、热心、自强、诚信、慈孝、友
爱、情义、敬业、仁爱、善良、文明、友善、大爱
等正能量关键词的平凡人或暖心事，均可向
我们爆料！

征集结束后，本报将联合阿里巴巴天
天正能量对所有候选案例进行公开评选，
获得票数最多的 10 个案例，授予重庆十
大“最美家乡人”称号及正能量奖金2000
元；随后本报还将从中挑选突出案例，参
与全国评选，若当选全国十大“最美家乡
人”，累计奖金将达到10000元。

讲最美家乡事，评最美家乡人！还等什
么，赶快来爆料吧！本报24小时新闻爆料热
线：966988；邮箱：3159339320@qq.com。

金油，大到修电路，小到磨刀，只要找他帮忙，
问题都能解决，可王昌力的老伴提起他的热
心却半喜半忧。“他热心助人，在小区很受人
尊重，一家人也支持。”老伴贾荣卉说，但年纪
大了要量力帮忙，磨刀、缝补、修凳的小事没
问题，可换开关、灯泡、修电路等带电维修，建
议他少做。对此，王昌力却说：“这么多年维
修也积累了不少经验，都是安全优先，况且帮
助的大多数也是老年人，人家也是有困难在
找我帮忙，就当是发挥余热了。”

“自个高兴大伙也高兴”

王昌力的热心不止在小区帮居民解决困
难，该小区的门卫郑业理说：“老王还经常帮
物业解决问题，小区有维修忙不过来的时候，
他也都是无偿帮忙，还给小区做了不少木凳
子，为居民提供方便。”

此外，在状元碑社区居委会，王昌力也发
挥着余热，有着32年党龄的他是社区里的一
名网格员。该社区居委会主任冯莉说，王昌
力在小区里无私奉献帮助居民，为社区工作
减负不少。时间久了，社区里的人都知道王
昌力热心，居委会要为他评选优秀党员，他却
拒绝了：“帮居民、社区做事，不是图啥名利，
况且也都是举手之劳的小事。”王昌力还告诉
记者，只要邻里找到他，一直会力所能及的帮
忙救急、解难。“能帮邻里是我最大的快乐，身
体允许我就一直干下去，既锻炼了身体，也为
大伙做点实在事。老有所为，自个高兴，大伙
也高兴。”

▲王昌力为邻居匡路长家修好的电扇▲王昌力的工具箱

▲王昌力从废品店里淘回零件，东拼西凑修好的水龙头。

八年如一日在邻里社区做好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