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感动中国2018年度人物揭晓

2019年2月18日晚，感动中国2018年度人物揭晓，达州市渠县扶贫和移民工作局局长张渠伟，一
个行走在扶贫路上的局长获此殊荣。5年时间里，他帮助渠县13万余人脱贫。

张渠伟表示，自己获得的荣誉是全渠县人民的努力，白天下乡，晚上加班，睡办公室，都是熬出来
的结果。5年时间里，他经常下乡，行走在130多个贫困村，成了一名“乡下人”。

2016年9月15日，张渠伟在水口乡大田村农民夜校扶贫政策宣讲会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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渠县扶贫和移民工作局局长张渠伟获奖

5年日夜行走130余村
“拼命局长”还要继续拼

不小心被列入“黑名单”，5年内处处受限
让不少企业寸步难行。好消息来了，四川“黑名
单”企业有机会修复信用了。

昨日，记者从省市场监管局了解到，《关
于建立严重违法失信企业信用修复机制的通
知》已正式下发，明确被列入严重违法失信企
业名单的企业（“黑名单”企业），如果符合信
用修复条件，可以自主申请移出“黑名单”，不
用再等5年。

据悉，截至目前，全省已有8074户企业被
列入严重违法失信企业名单。为鼓励企业主动
纠错、重塑信用，省市场监管局针对部分“黑名
单”企业建立信用修复机制。《通知》明确，信用
修复机制适用于在四川省行政区划内登记注
册的，因未按期公示年报、未按期公示企业有
关信息、公示信息弄虚作假、通过登记住所或
经营场所无法取得联系等原因被列入经营异
常名录的，在届满3年内已经纠正全部违法行
为但未及时申请移出经营异常名录，从而被列
入严重违法失信企业名单的企业，且近三年内
未受到行政处罚、没有被司法机关列为失信被
执行人等不良信用记录。符合上述条件的“黑
名单”企业可以申请移出严重违法失信企业名
单，未主动申请移出的，仍继续保留在严重违
法失信企业名单内。

如何移出？《通知》明确，由企业法定代表
人（分公司负责人）持本人身份证明，向四川省
市场监督管理局信用监管部门提出书面申请
并提交相关材料，包括法定代表人（分公司负
责人）签字并加盖公章的《严重违法失信企业
信用修复申请书》；加盖公章的营业执照复印
件及企业法定代表人（分公司负责人）身份证
明复印件；已履行相关义务的证明材料；年度
审计报告书（因登记的住所或经营场所无法联
系届满3年被列入严重违法失信企业名单的无
需提供此材料）；诚信守法经营承诺书；市场监
管部门要求提交的其他资料。提交申请后，学
习测评合格的进入初审环节，由市场监管部门
受理并决定是否移出。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 李彦琴

进了黑名单5年内“寸步难行”？

严重违法失信企业
有机会修复信用了

昨日，记者从四川省统计局官网获悉，
2018年全国人口变动调查资料显示，2018年四
川省60岁及以上常住人口1762.5万人，占人口
总量的21.13%，比全国高3.25个百分点，比2017
年提高0.04个百分点，比2010年提高4.83个百
分点，平均每年提高0.6个百分点。65岁及以上
常住人口1181.9万人，仅次于山东，位于全国第
二；占人口总量14.17%，仅次于辽宁、上海和山
东，位于全国第四，比全国高2.23个百分点，比
2017年提高0.23个百分点，比2010年提高3.22
个百分点，平均每年提高0.4个百分点。

这说明四川省老龄化程度已进一步加深。
但从我国认定的劳动年龄看，2018年四川省
15-59岁人口5201万人，占人口总量的62.35%，
比2017年增加33万人，比重增加0.1个百分点。
从国际认定的劳动年龄看，2018年四川省15-64
岁人口5781万人，占人口总量的69.31%，比2017
年增加19万人。四川省劳动力资源仍然丰富。

“人口红利”是指一个国家的劳动年龄人
口占总人口比重大于50%，总抚养率比较低，为
经济发展创造了有利的人口条件，整个国家的
经济呈高储蓄、高投资和高增长的局面。而
2018年，四川省15-59岁（我国认定的劳动年
龄）人口占总人口比重为62.35%，社会总抚养
比（0-14岁与60岁及以上人口占15-59岁人口
的比重）为60.37%；15-64岁（国际认定的劳动
年龄）人口占总人口比重为69.31%，社会总抚
养比（0-14岁与65岁及以上人口占15-64岁人
口的比重）为44.28%。两种劳动力资源口径下，
劳动年龄人口所占比重都比社会总抚养比分
别高1.98和25.03个百分点。因此四川省人口红
利依然存在。

同时，2018年，四川省出生人口92万人，
与国家启动全面二孩政策的2015年相比，增
加了8万人，人口出生率和自然增长率也分别
提高了0.75个千分点和0.68个千分点。另据人
口变动情况抽样调查，四川省2018年一孩出
生比例为45.15%，二孩比例首次超过一孩，达
到47.05%。

因此，随着“全面二孩”政策的继续实施和
法定劳动年龄的即将延长，人口负担系数预计
不会出现根本性变化，加上四川省积极提高人
口和劳动年龄人口素质，发挥人力资源、人才
资源的作用，四川省人口红利在一定时期内还
会继续存在，且潜力很大。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 庄灵辉

2018年四川65岁及以上
人口总数居全国第二
人口红利依然存在，且潜力很大

泪别/ 上千人送英雄的哥最后一程

尹德洪的遗体告别仪式在19日下午1
时举行，但从上午10时许，就陆续有各地各
界爱心人士前来，在殡仪馆外几百米的地
方，停放着大量的出租车，司机们也纷纷提
前到达，就为了送尹德洪最后一程。

据介绍，当天遂宁市、射洪县两级领
导、部分党政机关干部和企事业单位代表、
社会各界爱心人士，以及尹德洪的生前好
友、同事和亲属1000余人参加了告别仪式。

此外，当天，在射洪县城的很多大小
LED屏上，均是“见义勇为先进个人尹德洪
一路走好”等标语；射洪城区的出租车顶灯
上，也是“向见义勇为先进个人尹德洪致
敬！一路走好！”的送别语。

尹德洪的遗体告别仪式上，坠河女子
陈某的父母家人等，也前来送别英雄的哥。
陈某母亲哭着介绍，18日他们在殡仪馆送
别女儿时，去看望了尹德洪的家属，而尹德

洪的家属还在安慰她。“尹师傅是一个好
人，我们和他完全不认识，他为了救我女
儿，把自己的命也搭进去了，我们愧对他，
我们心中愧疚。”陈某母亲哭着说。

儿子/ 给我起名“榜”，希望我成为榜样

尹德洪救人时，脱下了外套，当天救援
人员在打捞遗体时，尹德洪的大儿子尹智
就将父亲当天穿的外套穿在了自己身上。
19日早上，尹智再次穿上了父亲的外套。

“我将以父亲为榜样，以后多做好事、多做
善事，把见义勇为的精神更加发扬光大。”
尹智哽咽着说。

尹德洪的小儿子名叫尹榜，将满12岁的他
正读6年级。他轻声告诉记者，他曾经问过父
亲，为什么要给自己取名尹榜，父亲告诉他，榜
即榜样，意思就是要他在班上做好榜样。

“爸爸经常告诉我要帮助人，要在力所能
及的范围内帮助别人，我也帮助过同学，有一
次开运动会，同学跑800米后发生了呕吐，我
就给他倒水，轻轻拍背。”尹榜说，他学习成绩
不是很好，以后要好好学习，要记得父亲生前
的话，在学习成绩上也要成为榜样。

继女/ 每次都是爸爸来开家长会

4年多前，王小群认识了尹德洪的妹妹

尹淑蓉，后来妹妹介绍她和尹德洪相识，并
在两年多前领取了结婚证。“我有两个女儿，
我希望能找到一个关心她们的父亲。”王小
群说，他们结婚两年多，尹德洪确实一直以
来都有很强的家庭责任感，“我在摆菜摊卖
菜，他下夜班回家休息一会儿后，又起床帮
我摆摊卖菜，我多次让他休息不需要帮忙，
但他当时答应了，第二天又同样来帮忙了。”

王小群的小女儿现在读初二，她告诉
记者，虽然才相处两年多，但开出租车的爸
爸尹德洪，每周都会从学校接她回家，而且
每次开家长会也是尹德洪前去，从未迟到
过，把自己当亲生女儿一样看待。

“他值得我爱！”王小群哭了。

母亲/ 儿子经常回老家帮我们做农活

尹德洪的母亲谌玉华已经66岁，在尹
德洪的遗体还没打捞上岸时，年迈的她就
因为悲伤过度住进了医院。连日来，心疼儿
子的老母亲天天以泪洗面。

“儿子前面两次救人都跟我说过，我都说
过他，要在自己能救时才救，不要每次都下水
去救，但他就是爱帮助人。”谌大妈在女儿的
搀扶下，哽咽着回忆起儿子的点点滴滴。

谌大妈两眼含泪，她告诉记者，儿子非
常孝顺，曾喊她和老伴到县城一起居住。但
他们作为父母，考虑到儿子要养四个孩子，
非常不容易，于是一直住在农村老家种地。
但是，尹德洪开夜班出租车，经常在白天的
休息时间回老家做农活。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 汤小均

昨日，记者从国家统计局四川调查队获
悉，1月份，受猪肉和部分服务项目价格涨幅较
大，以及低温严寒天气影响，四川居民消费价
格总水平环比上涨0.4%，同比上涨2.0%，同比
涨幅较上年同月扩大0.9个百分点。

同比方面，食品烟酒类价格同比上涨
3.3%，衣着类价格同比上涨1.0%，居住类价格
同比上涨2.9%，生活用品及服务价格同比上涨
0.6%，交通和通信类价格同比下跌2.9%，教育
文化和娱乐类价格同比下跌2.2%，医疗保健类
价格同比上涨3.9%。

环比方面，食品烟酒类价格环比上涨0.8%，
衣着类价格环比下跌0.3%，居住类价格环比下
跌0.1%，生活用品及服务价格环比上涨0.2%，交
通和通信类价格环比下跌0.7%，教育文化和娱
乐类价格环比上涨1.6%，医疗保健类价格环比
上涨0.6%。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 庄灵辉

1月份四川CPI
同比上涨2.0%

千人送别英雄的哥尹德洪
儿子：我要做更多好事善事

尹德洪，男，遂宁市射洪县
金家镇独柏树村人，射洪县洪
达出租车公司出租车驾驶员。
2019年2月15日凌晨，下河救援
一名女子不幸遇难，享年45岁。

2月17日，射洪县召开县第
十八届人民政府第四十七次常
务会议，会议同意授予尹德洪

“射洪县见义勇为公民”称号。2
月18日，遂宁市政府七届40次
常务会议审议并原则通过了

《关于授予尹德洪“遂宁市见义
勇为先进个人”荣誉称号的决
定》，追授尹德洪为“遂宁市见
义勇为先进个人”。

2月18日晚，在央视综合频道播出的“感
动中国2018年度人物”颁奖盛典上，3位来自
四川的候选人成功当选“感动中国2018年度
人物”。他们分别是：川航3U8633航班机长
刘传健，中国邮政集团公司四川省甘孜县分
公司邮运驾驶组组长其美多吉和四川省达
州市渠县扶贫和移民工作局局长张渠伟。

央视给其美多吉的颁奖词是：三十忠诚
风与雪，万里邮路云和月。雪山可以崩塌，真
正的汉子不能倒下。雀儿山上流动的绿，生
命禁区前行的旗，蜿蜒的邮路是雪山的旋
律。坚强的多吉，你唱出高原上最深沉的歌。

“哪里想过，想都没有想过能被选上。”2
月19日，电话那头的其美多吉仍然激动不
已，他说自己从未想过有一天也会站在“感
动中国”的舞台上。

“我们只是踏踏实实做自己应该做的
事，既然是工作，要对得起自己的良心。”其
美多吉说，新的一年，他的愿望就是继续把
安全放在第一位，继续为大家好好服务。

55岁的其美多吉是四川甘孜县邮政分
公司邮运驾驶组组长，他往返的雪线邮路，
从成都出发至拉萨，往返1208公里，沿途平
均海拔3500米，途中最危险的路段是翻越海
拔6168米（公路海拔5050米）的雀儿山。

其美多吉在雪线邮路上工作了29年，行
驶里程相当于绕赤道35圈。29年来，他驾驶
的邮车从未发生一次责任事故，圆满完成了
每一次邮运任务。

“要打就打我，不准砸邮车！”2012年7
月，其美多吉曾遭遇劫匪。他的肋骨被打断
四根，头皮被砍翻了一大块，右耳朵被砍伤，
左脚左手静脉被砍断，还有多处骨折，仅刀
口就有17处。在重症监护室里，其美多吉躺
了7天，又在住院部住了半年，之后又经历了
6次大大小小的手术。幸好他最牵挂的邮件
全部被追回。私下里他对妻子说，如果邮件
追不回，自己真的没脸再当邮运人了。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首席记者 蒋麟

2月18日晚上，中央电视台感动
中国2018年度人物揭晓，达州市渠
县扶贫和移民工作局局长张渠伟获
此殊荣。

2月19日，渠县扶贫和移民工作局
的综合办公室内，已经忙得不可开交。
会议室内，张渠伟还在开脱贫攻坚会
议。上午10点多，记者找空隙时间，和
张渠伟对上话。

获奖了，张渠伟表示，自己还是很
平静，继续奔走在扶贫战线上，计划下
午到乡镇去一趟，看望一名贫困户。可
不到十分钟，“计划没有变化快。”张渠
伟说，“县上会议，只有在会后再下乡”。

谈话间，张渠伟向记者介绍，天天
都这样，工作随时在变，“虽然获奖了，
工作也要继续干”。张渠伟介绍，自己
在基层工作了20多年，和村民打交道，
已经是“熟来熟往”，即将迎来四川省
的脱贫攻坚的检查。他说：“全县脱贫
工作考核在即，工作不能怠慢。”

18日晚上，张渠伟的父亲特意收
看了感动中国2018年度人物栏目。第
二天早晨，张渠伟上班出门时，父亲说
了一句“不错”，这让他很受鼓舞。”

一个显著的数据是，2014年到2018
年，渠县全县脱贫人口超过了13万人，
全县的精准识别贫困人口从2014年初
的143802人，下降到2018年的6013人，
针对这一成绩，张渠伟表示，这是渠县
举全县之力共同努力的结果。

父亲说了一句“不错”
他很受鼓舞

获奖

2014年6月，张渠伟到了扶贫和移
民局工作。当时数据统计，渠县共有贫
困人口14万余人，他并不清楚这是什
么概念，“之后，四川省厅公布数据，渠
县贫困人口位居全省第二。”

看到这个排名，张渠伟告诉记者，
“当时吓了一跳”。只有10多名工作人
员，怎么脱贫？这成了张渠伟成天思考
的问题。“现在看来，是熬出来的，每天
每夜不停地熬。”张渠伟说。

张渠伟的同事彭丽介绍，光是统
计数据就有上百万条，“他每天的工作
状态就是，下乡核实信息，晚上回来在
办公室加班，不到凌晨2点过，几乎不
会休息。”

“我知道累，但是责任在身，只有
撸起袖子加油干。”张渠伟抱着被子到
单位，睡沙发。同事陈渠江说：“晚上加
班，只要送来需要他过目的资料，他就
揉一下眼睛，从沙发上起来继续干。”

工作了三年，张渠伟发现自己眼
睛患有青光眼，经过重庆西南医院的
治疗后，目前还没有手术，只能先用
药物控制病情。曾经一段时间，他还
出现耳石症。

清晨6点起床下乡，晚上10点从乡
下回来，只要无特殊情况，都会到办公
室加班，这成了张渠伟工作的常态。

张渠伟说，有时候下乡还回不来，
这都是常事，经过几年的工作后，自己
已经成为了“乡下人”。

白天下乡晚上加班
不到凌晨两点不休息

拼搏

2月19日，记者来到渠县城南的扶贫
搬迁居住点，60多户的居住点，在阳光的
照耀下，山水田园的生活让人羡慕。

居民周英介绍，自己来到这样的居
民点居住，还是张渠伟做的思想工作，
如今家里发生这么大的变化，要感谢张
渠伟。

周英原本舍不得自己的老房子，可
以养鸡养鸭种蔬菜，过过自给自足的

“小日子”，生活方式的转变让周英无法
接受。她起初并不同意搬到居民点，但
隔三岔五，张渠伟就到她家去做思想工
作，“硬是谈了大半年，提供了各种保
障，我们才入住新房。”

周英介绍，现在自己在柠檬基地打
工挣钱，老公也通过培训在渠县找到工
作，每天能收入200元左右，相比以前，
收入提高了许多。

下午4点过，张渠伟从县上开会回
到单位，立即让司机下乡。“亲自跑一
趟，放心”，至于回来的时间，“现在确定
不了”。

张渠伟的司机蒋晓健介绍，只要下
乡，都没有回来的确切时间，有时到渠
县偏远的农家，驱车100多公里，太远了
不能回家，只能带帐篷，“晚上就住在帐
篷里。”

2019年的正月初三，张渠伟就到了
单位工作。2月21日，四川省将对渠县的
脱贫攻坚工作进行验收，只有一两天时
间，张渠伟表示，“还得查漏补缺”。

如今，荣誉在身，张渠伟表示，渠县5年
的脱贫工作，自己有苦有累也有收获。“这让
我体会到生命的价值和意义，只有能干、肯
干，才能有回报。”

张渠伟说，荣誉，只是自己现阶段的工
作得到了肯定，后面的工作还等着自己去
干。“荣誉和责任同在，这份荣誉也是对我以
后工作的鞭策，我将继续把工作干好，对得
起这份荣誉。”

2月19日，正月十五元宵节，渠县县城一
阵阵烟花爆竹声，张渠伟回到了单位。他笑
着对记者说：“今晚就在这儿过元宵节了。”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 张杨 摄影报道

当初他劝我搬迁劝了大半年
如今收入提高了，我们感谢他

村民

荣誉和责任同在
后面的工作还等着我去干

未来

相相//关关//报报//道道
其美多吉：

把安全放在第一位
继续为大家好好服务

人
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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送别现场 摄影记者 王红强

英雄的哥尹德洪 追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