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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项目名称
重庆日报报业集团办公设备比选采购

二、采购内容
笔记本电脑16台、台式电脑22台、打印机

3台、复印机1台、装订机1台。（详见招标文件）
三、投标人资格要求

1、具有独立承担民事责任的能力。
2、具有良好的商业信誉和健全的财务会计

制度。

3、能提供良好的售后服务。
四、报名地点

渝北区空港新城同茂大道416号重庆日报
报业集团固定资产管理处（3102室）。
五、时间要求

报名截止时间：2019年6月4日12:00点，
逾期取消报名资格。欢迎来电垂询。
联系电话：023-63907713、18584638853
联系人：黎先生

重庆日报报业集团

办公设备比选采购公告

本报讯（重庆晚报-上游新闻记者
冯锐）“春风拂过果林，一切都在慢慢苏醒
……感谢大自然孕育万千生灵，伴我梦想
前行，快乐的旅行……”昨日上午9点半，
由著名诗人傅天琳创作的诗歌改编而成的
重庆自然之歌《春风拂过》，在大渡口区中
华美德公园唱响。

伴随着美妙的歌声，第六届重庆市梦
想课堂·自然笔记大赛正式开幕，50组亲
子家庭用自然笔记分享了自己对祖国的祝
福、对大自然的感受及家乡的变迁。

去年，自然笔记大赛开展自然大巴公
益课堂100余场，向秀山、酉阳等区县捐赠
了自然观察工具包2000套，为部分深度贫
困地区免费提供公益自然教育课程，已成
为重庆市最具影响力的青少年科普公益活
动之一。

本届大赛将依托梦想课堂，以中国传
统二十四节气为节点，继续开展“自然嘉年
华”“自然大巴”进校园、进社区、进商圈等
系列活动。让更多的爸爸妈妈抽点时间，
陪伴孩子走出家门，走进自然。引导广大
市民特别是青少年学生、亲子家庭以手写、
手绘、口述的形式，记录从大自然中受到的
熏陶和启迪，记录家乡的发展变迁。

即日起至9月30日，全市青少年可通
过“自然笔记大赛”微信公众号报名参赛。

大赛将邀请相关专家组成评委会，对
所有参赛作品进行评审、颁奖。

即日起开始报名

本报讯 （重庆晚报-上游新闻记者
钱也）这两天的重庆，雨一停，天气便开始
热。昨日，重庆各地气温回升迅速。荣昌、
潼南等区县最高气温都回升至30℃以上。
其中，彭水气温最高，达到33.9℃，主城最高
气温也达到了30.1℃。虽然多云天气是主
调，但仍有部分地区有阵雨来扰。下午，荣
昌、大足、酉阳就出现了局地短时强降水。

市气象台预计，重庆这两天天气多变，
晴雨相间。

主城天气预报
今天：雷阵雨转中雨，气温20～28℃。

明天：分散阵雨转阴天，气温18～23℃。后
天：阴天，气温20～25℃。

晴雨相间难上30℃

肖霞 自强不息书写美
好人生的“超人妈妈”

今年33岁的肖霞，是两江新区天宫殿
街道丁香路社区的一名网格员。

20岁时，肖霞因工伤失去右手，之后，
家中屡遭变故……日子虽艰难，但肖霞乐
观坚强，把生活打理得井井有条。白天是
社区居民服务的网格员，下班回家后悉心
照料家中老人，周末制作火锅底料带到主
城销售。忙碌之余，每天还要辅导女儿学
习，而且也不落下与女儿的亲子时光，经常
参加女儿学校组织的才艺展示等亲子活
动，她是孩子们眼中的“超人妈妈”。

罗泽南 日复一日坚持
街边磨刀服务群众的老兵

罗泽南，男，87岁，江津区工业局退休
职工。

2010 年，罗泽南作为参加过抗美援朝
的老兵，获得了 800 元慰问金，他用其中
400 元购买了一套磨刀工具，在街头为老
百姓免费磨刀。面对 80 多岁高龄老人义
务磨刀的善举，大家感到过意不去，纷纷
劝他多少收取点辛苦费，他才勉强答应磨
一把刀收 1 块钱。9 年来，老人已经磨了
1.7万把刀，他给自己定的目标是要为群众
磨2万把刀。

张伟波 总在危急时刻
挺身而出的武警战士

张伟波，男，24岁，武警重庆总队执勤
第四支队执勤二大队石柱中队司务长。

今年3月4日晚，张伟波途经红绿灯路
口时，发现一名老人躺在地上一动不动，一
名无助的小姑娘站在老人身旁哭泣。原来
老人被放学骑电动车着急回家的小姑娘撞
倒在地。张伟波迅速将老人送到医院抢
救，并支付了2500元住院检查费用后默默
离开。从 2015 年到现在，张伟波勇救 3 人
生命，他热心助人的善举，传递着爱心和满
满的正能量。

王龙才 冲向火海用生
命换取一方平安的老社长

王龙才，男，68岁，铜梁区土桥镇庆林
村社长。

今年2月5日（春节），铜梁区土桥镇庆
林村 19 社海拔 500 多米的高坡上突发山
火，社长王龙才带领村民一边朝山上冲，一
边向上级请求支援。经过一个多小时的奋
力扑救，山火终于扑灭。下山途中，王龙才
发现山上又开始冒黑烟，他立刻叫上同行
人员折回去将零星火苗打灭。下山路上，
王龙才却因疲劳过度，永远地倒下了。

蒋林、李奇、张梦娇 用
勇气和担当筑起生命之墙
的“路人”

蒋林，男，47岁；李奇，男，24岁；张梦
娇，女，31岁，璧山区个体经营户。

去年12月18日上午9时许，龚某与前
妻罗某因感情和经济纠纷产生争执，盛怒
之下的龚某拿出砍刀朝罗某一阵乱砍。围
观群众见龚某凶器在手，且杀红了眼，都忙
着躲闪。就在这时，张梦娇、李奇、蒋林3人
勇敢站出，不顾生命安危，和龚某殊死周
旋，最终在警察赶来之前合力将龚某制服，
用勇气和担当为受害者筑起生命之墙。

李光华、李光禄 为“植
物熊猫”扎根深山38载的守
护者

李光华，61岁；李光禄，56岁。兄弟两
人是金佛山护林员。

金佛山银杉因其珍贵，被誉为植物熊
猫。最初，护林队伍中还有老大李光明。38
年来，李氏三兄弟穿行在崇山峻岭之间，用
汗水和生命守护、记录银杉。看护工作异常
艰辛，但李氏兄弟数十年如一日，从不言
苦。老大李光明去世后，李氏两兄弟继续守
山护林事业，为银杉保护做出重要贡献。

聂世明 22年奋战在疏
浚工作一线的管道疏浚员

49岁的聂世明是渝中区市政管理局
一名管道疏浚员。

1997 年至今，聂世明都战斗在全区疏
浚工作一线，负责全区151座公厕化粪池、
735座弃管化粪池和1976座社会单位化粪
池的日常管理和清掏疏浚。他累计完成
6500余次清掏疏浚和应急抢险任务，日均
工作10小时以上。勤学、勤问、勤走、勤查，
22年间，他走遍大街小巷，同事都称他是渝
中区化粪池管网的“活地图”。

邹如仙 33年不离不弃
贴心照顾婆婆的好儿媳

邹如仙，女，55岁，綦江区文龙街道
居民。

1986 年 10 月，邹如仙结婚后不久生
育一子，和婆婆一起，四口之家过得和和
美美。1993 年 3 月，无情的病魔夺走了
丈夫的生命，婆婆又因尾椎骨折被送进
抢救室，需卧床休息两年以上。在照顾
婆婆的 720 个日日夜夜里，婆婆床铺总是
干干净净，身上也没有长褥疮。经过她
的悉心照料，老人的身体逐渐康复，精神
状态良好。

梁长书 十年如一日同
时照顾三位患病老人的顶
梁柱

梁长书，女，41岁，巫山县骡坪镇玉水
村村民。

在家人眼中，她就是家里的顶梁柱。
梁长书丈夫的爷爷94岁，已瘫痪7年；公公
74岁，已瘫痪10年；婆婆体弱多病；丈夫常
年在外务工，儿子在外念大学。这么多年
来，都是她一个人悉心照料爷爷和公公，喂
水喂饭，擦洗身体，照顾他们大小便，从未
有半点怨言，只有她的忙碌与坚守。

付维刚 带动乡亲摘掉
贫困帽的“坚强好男儿”

付维刚，男，40岁，秀山县清溪场镇龙
凤村村民。

几年前，付维刚一家还是贫困户，为给
孩子治病花光了积蓄并欠款20多万元。为
改善家庭经济状况，2015年，付维刚开始种
植黄桃。到2017年，产值约13万元。2018
年，结果量达到2万斤，家庭条件因此逐渐
好转。在自己摘掉贫困帽的同时，他不忘
帮助邻里乡亲，手把手教授黄桃种植技术，
带动身边群众一起致富。

2019年第3期感动重庆月度人物揭晓

本报讯 （重庆晚报-上游新闻记者
王渝凤 实习生 孙彦钦 汪浩燃）5月
20日，《重庆晚报》刊登了西部公交278路
25152号车车长邓建师傅，深夜救助路边
小男孩的故事（如图）。

公交司机邓建的暖心行为感动了很多
读者和网友，也得到了阿里巴巴天天正能
量公益平台的关注。5月23日，289期天天
正能量评选结果显示，邓建获得正能量人
物一等奖。阿里巴巴天天正能量决定联合
重庆晚报、上游新闻为邓建师傅颁发1万元
正能量奖励。

阿里巴巴天天正能量给邓建傅的颁奖
词这样写道：

“他是城市的公交车司机，也是这座
城市的灯塔，在他停留过的地方，都用微
弱的灯光，去照亮了别人回家的路，也照
亮了这位深夜还没与家人团圆的孩子的
回家路。我们也相信，他用不计回报的付
出一定会温暖孩子——这人间，就因为有
了许许多多陌生人的关怀，才让深夜的街
头变得不再寒冷，才让他的经历有了圆满
的结局。

重庆车厢里发生的这一个小故事，一

定会像一个善良的种子，在每个人的心底
生根、发芽、开花、结果。我们也相信，邓师
傅的善良，会传递给更多的人，让这座美丽
的山城变得温暖无比。”

天天正能量是阿里巴巴集团旗下公益
开放平台，联合本报在内的全国主流媒体
在全国范围寻找真善美、奖励正能量。截
至目前，天天正能量总计投入公益金5400
多万元，发起每周正能量常规评选289期、
特别策划奖励600多次，直接奖励人数超
过6200人，经本报评选推荐的多位新闻人
物获得正能量奖励。

深夜救助迷路娃

阿里巴巴天天正能量奖励司机1万元

2019年第3期“最美巴渝·感动重庆月度人物”，日前在两江新区
大竹林街道揭晓。记者现场获悉，自强不息书写美好人生的“超人妈
妈”肖霞、日复一日坚持街边磨刀服务群众的老兵罗泽南、总在危急时
刻挺身而出的武警战士张伟波、冲向火海用生命换取一方平安的老社
长王龙才等10人入选。一起来看看他们的感人故事。

重庆晚报-上游新闻记者 朱婷 评选活动办公室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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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福利彩票
双色球开奖公告
第2019060期

8 4 9

中国福利彩票3D游戏
重庆市开奖公告
第2019139期

重庆市福利彩票发行中心
2019年5月26日

中国体育彩票排列3
第19139期开奖公告
本期开奖号码：4 0 6

中国体育彩票排列5
第19139期开奖公告
本期开奖号码：4 0 6 1 3

中国体育彩票七星彩
第19060期开奖公告

本期开奖号码：1 8 4 7 9 2 8

中国体育彩票足球4场进球
第19081期开奖公告

本期开奖号码：1 1 3+ 0 1 2 1 1

中国体育彩票胜平负任选9场
第19071期开奖号码：0 0 1 3 0 1 0 3 3 1 3 0 1 0

重庆市体育彩票管理中心 2019年5月26日

中国体育彩票足球胜平负
第19071期开奖号码：0 0 1 3 0 1 0 3 3 1 3 0 1 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