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养老是大家最关
心的民生问题之一。
城镇职工养老保险需
缴满15年，退休时才
能领取养老金。但由
于部分参保人员参保
晚、流动就业、中断缴
费等原因，到退休年龄
后才发现，自己的职工
养老保险缴费时间累
计不足15年，遇到这
种情况该怎么办？对
此，市人社局相关负责
人昨日进行了解读。

该负责人介绍，本
人可自愿选择延长缴
费或不延长缴费，达到
法定退休年龄时，选择
延长缴费有3种方式。

本报讯 （记者 周尤）8月9
日，重庆日报记者从汇博人才市场
获悉，8月11日8：30-12：00，世界
500强、外资企业、知名企业大型招
聘会暨重庆市应往届毕业生大型双
选会将在龙头寺汇博人才市场举
行。届时，将有350余家企业参加，
预计提供近万个招聘岗位。

据汇博人才市场相关负责人介
绍，参加本次招聘会的350余家企
业中不乏远东百货、民生银行、农夫
山泉、力帆实业、可口可乐等知名企
业。涵盖了工业、建筑工程、装饰建
材、地产物业、广告、医药化工、金融
证券、教育培训等多个行业。

从行业来看，电子制造、装饰建
材两个行业对人才需求量比较大。
从岗位来看，销售类、管理类、工程
师类、技工类4类岗位最缺人。其
中销售类岗位主要集中在销售代
表、销售经理、销售主管、销售顾问
等；工程师类岗位主要包括监理工
程师、结构工程师、CS品质工程师、
软件工程师等；管理类岗位主要包
括客户经理、招商经理、财务经理、
门店经理等。此外，也有企业招聘
运营总监、市场总监等高级管理人
才，其中一家医药连锁公司招聘市
场总监一职，开出的月薪在17500
元-25000元之间。

350余家知名企业明天来渝招聘
销售、管理、工程师、技工4类岗位最缺人

本报讯 （记者 颜安）前不久，南
川区楠竹山镇谢坝村九组村民谈邦树，
拿到被拖欠一年的近9000元土地流转
费和损失费时脸上的笑容舒展开来：“法
庭为我们办了大实事，没想到这么快拿
到钱！现在土地都已复垦，生活也恢复
正常了。”

重庆日报记者从南川区法院获悉，
该院重点关注拖欠农民土地流转费等民
生案件，为167名农民追回土地流转费
320万元，保障了村民的合法权益。

2011年，某农业开发有限公司与谢
坝村的50名村民，签订了农村土地承包
经营权转让合同，在当地流转土地100
余亩。按照合同约定，每亩土地的转让
价格为田600斤、土400斤的黄谷，黄谷
按当年价格折算。

谈邦树将7.49亩田、0.6亩土流转给
了该公司，每年可收到土地流转费6000
多元。头几年，他顺利拿到了土地流转
费，但2016年后这笔钱便没了着落，而且
承包土地的公司人影也不见一个。左等
右等无果，50位村民一纸诉状将该公司
告上了法院。之后的庭审中，法院依法
判决被告向包括谈邦树在内的50位村
民赔偿土地流转费及损失费20万元。
因该公司未自动履行生效法律文书确定
的义务，50位村民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

“接到案件后，我们很重视，立即通
过涉民生案件绿色通道进行审查。”南川
区法院执行局负责人黄新告诉重庆日报
记者，经过调查他们发现，由于管理经营
不善、人工成本上升等因素，该公司资金

回笼不足，处于经营亏损状态，于是在
2016年7月擅自办理了注销登记，同时
公司法人及股东消失不见，导致合同无
法继续履行。

“金额虽然不多，但性质比较恶劣，
所以我们立即对被执行人进行财产调
查，发现他们有存款后立即扣划，很快便
将被执行人的存款成功划拨到专账上。”
黄新介绍。

“法院要积极参与乡村振兴战略，充
分发挥职能作用，依法妥善处理各类矛
盾纠纷，为实施乡村振兴提供有力的司
法保障。”南川区法院院长孙养统说，今
年以来，他们专门为此开辟了绿色通道，
进一步简化案件立案、审理、执行的相关
手续，从而直接对被执行人的财产进行
调查，让农民早日拿到流转费。

此前，南川区法院成功调解117件

涉农系列案，为117名村民追回土地流
转费近300万元，加上这次的20万元，
已累计为167名村民追回土地流转费
320万元。

据悉，接下来该区法院还将建立以
法庭为中心、巡回办案点为支撑的诉讼
网络，加大对涉及乡村振兴战略实施过
程中的各类案件的巡回审理力度，保障
村民合法权益。

为乡村振兴提供司法保障

南川区法院为村民追回320万元土地流转费

本报讯 （记者 黄光红）日前，重
庆市各银行业金融机构、非银行支付机
构签署了《重庆市金融业务营销宣传行
为自律公约》（下称《自律公约》），表示不
对金融产品收益作出保证性承诺，不夸
大产品收益率或收益区间。8月9日，重
庆日报记者从人民银行重庆营业管理部
获得了这一消息。

近年来，在多起金融风险事件中，违
法违规金融广告扮演了重要角色。严格
规范金融广告发布行为，规范金融业务
营销宣传行为，已成为防范金融风险、保
护金融消费者合法权益的重要途径。为
强化自律监管机制，人民银行重庆营业
管理部牵头拟定了《自律公约》并组织上
述机构签署。

《自律公约》共27条，对各签署机构
的金融业务营销宣传行为作出了具体要
求。其中明确要求：各签署机构确保营

销宣传内容的真实性，不发布虚假、欺诈
和引人误解的营销宣传内容；规范营销
宣传内容和相关用语，在未提供事实依
据的情况下，不使用“国家级”“最高级”

“最佳”“唯一”等极限类用语，不使用“国
家兜底”“政府埋单”“无风险”“保收益”
等承诺类用语。

《自律公约》强调，各签署机构要充
分提示重要信息，在金融营销宣传内容
中准确、全面地反映金融产品或服务的
重要特性，以及与产品或服务相关的重
要事实；不夸大产品收益率或收益区间，

误导金融消费者；不在没有事实依据的
情况下，在广告及其他营销活动中对金
融产品或服务的未来效果、收益等相关
内容作出保证性承诺；不明示或者暗示
虚假的保本承诺，不对非保本性产品宣
传为“保本”。

为切实保障金融消费者合法权益，
《自律公约》还明确提出，各签署机构
应履行互相监督责任，并接受社会监
督。

人民银行重庆营业管理部相关负
责人表示，各签署机构发现其他机构存

在违法违规金融营销宣传行为，应当及
时向人民银行重庆营业管理部金融消
费权益保护部门举报；其他单位和个人
发现此类行为，也可向该部门提供线
索。

《重庆市金融业务营销宣传行为自律公约》出炉

金融机构销售产品不能承诺保本保收益

本报讯 （记者 周尤）8月8日，
由市青联、市海峡两岸交流促进会主
办的首届渝台青少年体育交流活动
总结分享会暨乒乓球交流赛颁奖仪
式在杨家坪中学彩云湖校区举行。

交流赛中，来自我市和台湾彰
化县的青少年运动员与来自四川、
江苏、河南等地的乒乓球特长生开
展了一场友谊赛，75名运动员同场
竞技、激烈角逐，最终评选出拼搏奖
5名、优秀奖15名和新星奖25名。

在为期3周的活动即将结束之

际，22名台湾师生纷纷打开话匣
子，表达对此次重庆之行的感谢与
不舍。“到杨家坪中学的第一天，重
庆的老师和同学们热情的欢迎仪式
给了我们大大的惊喜。日常训练
中，耐心的教练还有齐全的体育设
施，也让我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训练之余的一系列参访，不仅让我
们了解了重庆的历史与文化，更让
我们感受到重庆的发展速度，重庆
的未来光明远大。”彰化艺中的陈沛
晴同学说。

首届渝台青少年
体育交流活动闭幕

本报讯 （记者 王翔）8月2
日上午，在潼南区米心村，重庆市科
委邀请有关专家组成的验收小组，
对重庆市农业科学院承担的国家重
点研发计划子课题“重庆丘陵春玉
米耐密宜机品种筛选及高产高效技
术”和重庆市十三五攻关项目“功能
玉米高效种植与机械化技术研究”
项目建设的玉米耕种收全程机械化
生产示范现场进行测产验收。

在测产验收现场，验收组考察
了项目承担单位建立的200余亩渝

单 30、先玉 1171、金穗 33、渝单 8
号高产耐密宜机收品种和相应配套
技术示范区，测产评价了示范品种
及技术的各项指标。

通过测产，项目集成的宜机品
种全程机械化节肥节药生产技术示
范机收产量达到633.92公斤/亩，比
同田生产对照增产17.11%，大面积
示范生产机收产量达到504.23公斤/
亩。验收评价为，示范区几个示范生
产品种宜机收、效果好，机收性能达
到相应指标，配套技术增产明显。

重庆宜机玉米测产取得新突破

本报讯 （记者 周雨 通讯
员 程雅琦）近日，重庆日报记者从
江津区法院获悉，该院在国家5A
级旅游景区四面山设立该区首个旅
游巡回法庭，专门办理景区内的旅
游纠纷案件。

旅游巡回法庭由该院抽调院机
关各审判庭骨干轮流到庭办公办
案，实行周一至周日全天候工作制，
并在景区内各主要景点公示旅游诉
讼服务电话以方便群众。

“旅游巡回法庭的设立，为游客
开通案件办理绿色通道，给游客和
旅游经营者提供方便、快捷、优质的
法律服务，确保其合法权益能在最
短的时间内得到保护。”区法院相关
负责人告诉记者。

为提升案件办理质量，法庭实
施“快立、快审、快结、快执”办案模
式，通过与区旅游委、工商局、公安
局等部门开展联动，初步构建全覆
盖、全天候、多元化的旅游联合调处
大格局。

此外，江津区还不断完善旅游
警察支队、旅游巡回法庭、旅游工商
所等旅游执法体系，整合旅游发展
资金用于旅游融合示范点、旅游宣
传营销、公共服务体系、旅游重点项
目建设等，加快推进“旅游+”融合
发展。

截至目前，旅游巡回法庭短短
一个月已开展各类法治宣传活动
15场，覆盖来津旅游游客上万人
次。

江津首个旅游巡回法庭
在四面山成立

8月8日，2018全民健身挑战日（万盛站）在万盛文体中心体育场打响，
来自万盛各街镇的千余名体育爱好者齐聚一堂，上演了一场全民健身盛
宴。 记者 黄琪奥 摄

万盛举办全民健身挑战日活动

市人社局负责人介绍，这种情况
可按规定申请将城镇企业职工基本养

老保险转入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
本人不愿延长缴费，也不愿转入

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的，可以书面
申请终止城镇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
关系，相关手续办结后，由参保地社保
经办机构将其个人账户储存额一次性
支付给本人。

达到法定退休年龄时选择不延长缴费的，怎么办？

市人社局负责人提醒，即将退休
的市民，在达到待遇领取条件的当
月，如果你是单位参保：由用人单位

统一向参保地社会保险经办机构申
报办理职工领取养老待遇的审核手
续；

如果你是个人参保，则由本人向
参保地社会保险经办机构申报办理领
取养老待遇的审核手续。需要注意的
是，次月由参保地人力社保局审批，并
从审批之月起领取养老待遇。

记者 黄乔

即将退休，在哪里办领取养老待遇的审核手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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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式

2011年6月30日及以前已申
报参加城镇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
险并缴纳基本养老保险费，且男年
满60周岁、女年满55周岁及以上，
缴费年限不足15年的人员，可一
次性缴费至满15年后，办理退休
手续。从2011年 7月 1日起按月
发给基本养老金。

市人社局解读：

养老保险缴费不足15年 如何领养老金
方式

2011年 7月 1日及以后申
报参加城镇企业职工基本养老
保险并缴纳基本养老保险费的
人员，到其达到法定退休年龄
时，缴费年限不足15年的，可延
长缴费至满15年时办理退休手
续，并从批准退休之月起发给基
本养老金。

方式

2011年6月30日及以前已申报参加
城镇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并缴纳基本
养老保险费，2011年7月1日及以后达到
法定退休年龄，且缴费年限不足15年的参
保人员，可延长缴费至满15年。

延长缴费5年仍不足15年的，可一次
性缴费至满15年，办理退休手续，从完清
缴费的次月起发给基本养老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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