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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信息可在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网站上（www.cbrc.gov.cn）查询。

下列机构经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重庆监管局核准，颁发《中华人民共和国金融许可证》，现予以公告。

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重庆监管局
关于颁发《中华人民共和国金融许可证》的公告

机构编码：B0004S350000011
许可证流水号：656956
业务范围：许可该机构经营中国银行业监督

管理委员会依照有关法律、行政
法规和其他规定批准的业务，经
营范围以批准文件所列的为准。

地址：重庆市丰都县
三合镇平都大道西段2号

邮编：408299
电话：023-70707595
成立日期：1978-11-01
发证日期：2018-12-26
发证机关：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

涪陵监管分局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重庆丰都支行

机构编码：B0002S350040038
许可证流水号：658091
业务范围：许可该机构经营中国银行业监督

管理委员会依照有关法律、行政
法规和其他规定批准的业务，经
营范围以批准文件所列的为准。

地址：重庆市长寿区向阳路2号附
19号、附20号、附21号、附22号

邮编：401220
电话：023-40245673
成立日期：1979-08-01
发证日期：2018-12-13
发证机关：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

两江监管分局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重庆长寿支行

机构编码：B0004S350000014
许可证流水号：656958
业务范围：许可该机构经营中国银行业监督

管理委员会依照有关法律、行政
法规和其他规定批准的业务，经
营范围以批准文件所列的为准。

地址：重庆市南川区
东城街道办事处南大街62号

邮编：408400
电话：023-71422350
成立日期：1985-05-10
发证日期：2018-12-26
发证机关：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

涪陵监管分局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重庆南川支行

机构编码：B0003S350000034
许可证流水号：657793
业务范围：许可该机构经营中国银行业监督

管理委员会依照有关法律、行政
法规和其他规定批准的业务，经
营范围以批准文件所列的为准。

地址：重庆市云阳县双江街道北城大道558
号1幢1单元1-门市28、29

邮编：404500
电话：023-55558323
成立日期：2018-12-14
发证日期：2018-12-18
发证机关：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

万州监管分局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重庆云阳支行

机构编码：B0003S350050005
许可证流水号：657359
业务范围：许可该机构经营中国银行业监督

管理委员会依照有关法律、行政
法规和其他规定批准的业务，经
营范围以批准文件所列的为准。

地址：重庆市綦江区
文龙街道双龙路1号附5号、附6号

邮编：401420
电话：023-48619128
成立日期：1993-09-01
发证日期：2018-11-27
发证机关：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

巴南监管分局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重庆綦江支行

机构编码：B0003S350060012
许可证流水号：657144
业务范围：许可该机构经营中国银行业监督

管理委员会依照有关法律、行政
法规和其他规定批准的业务，经
营范围以批准文件所列的为准。

地址：重庆市荣昌区
昌元街道广场路75号

邮编：402460
电话：023-46732522
成立日期：1993-09-01
发证日期：2018-12-17
发证机关：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

永川监管分局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重庆荣昌支行

以上信息可在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网站上（www.cbrc.gov.cn）查询。

下列机构经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重庆监管局核准，颁发《中华人民共和国金融许可证》，现予以公告。

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重庆监管局
关于颁发《中华人民共和国金融许可证》的公告

机构编码：B0003S350050007
许可证流水号：657360
业务范围：许可该机构经营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

会依照有关法律、行政法规和其他规定批准
的业务，经营范围以批准文件所列的为准。

地址：重庆市綦江区
文龙街道九龙大道75号附5号

邮编：401420 电话：023-48669116
成立日期：1994-04-26 发证日期：2018-11-27
发证机关：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巴南监管分局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重庆綦江南州支行

机构编码：B0003S350050004
许可证流水号：657358
业务范围：许可该机构经营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

会依照有关法律、行政法规和其他规定批准
的业务，经营范围以批准文件所列的为准。

地址：重庆市万盛区
万盛大道21号附14号

邮编：400800 电话：023-85398366
成立日期：2012-12-03 发证日期：2018-11-27
发证机关：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巴南监管分局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重庆万盛支行

机构编码：B0004S350070004
许可证流水号：658335
业务范围：许可该机构经营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

会依照有关法律、行政法规和其他规定批准
的业务，经营范围以批准文件所列的为准。

地址：重庆市江津区
白沙镇光华路236号

邮编：402289 电话：023-47522037
成立日期：1994-09-01 发证日期：2018-12-18
发证机关：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江津监管分局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重庆江津白沙支行

机构编码：B0003S350000008
许可证流水号：657821
业务范围：许可该机构经营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

会依照有关法律、行政法规和其他规定批准
的业务，经营范围以批准文件所列的为准。

地址：重庆市万州区
北山大道1054号1幢1层1号房

邮编：404100 电话：023-58246202
成立日期：1987-10-01 发证日期：2018-12-25
发证机关：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万州监管分局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重庆万州望柱支行

机构编码：B0014S350040008
许可证流水号：658446
业务范围：许可该机构经营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

会依照有关法律、行政法规和其他规定批准
的业务，经营范围以批准文件所列的为准。

地址：重庆市江北区
红原路160号

邮编：400021 电话：023-89072029
成立日期：2014-06-30 发证日期：2018-12-27
发证机关：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两江监管分局

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重庆大石坝社区支行

机构编码：B0014S350040010
许可证流水号：658054
业务范围：许可该机构经营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

会依照有关法律、行政法规和其他规定批准
的业务，经营范围以批准文件所列的为准。

地址：重庆市两江新区
怡和路7号附1号3-13、3-14

邮编：401121 电话：023-86868190
成立日期：2014-06-30 发证日期：2018-11-13
发证机关：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两江监管分局

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重庆约克郡社区支行

国网市区供电公司为留守儿童送关爱
1月9日，国网重庆市区供电公

司青年志愿者们来到“国家电网春
苗之家”——重庆鹅岭小学，开展

“国网情暖春苗心·我与祖国共成
长”主题活动。市区公司青年志愿
者鼓励留守儿童们好好学习，健康
快乐成长，并为他们送上围巾、书包
等礼物，让他们感受冬日的温暖。

青年志愿者曹阳向孩子们讲述自
己的成长故事，生动有趣的演讲赢得
台下同学们阵阵掌声。受到志愿者的

鼓舞，孩子们也高兴地与志愿者们分
享自己的生活小故事、学习心得，脸上
绽放着纯真的笑容。志愿者们还与孩
子们展开了互动，在一片欢笑声中，度
过了一个愉快温暖的下午。

当收到志愿者们送上的围巾、
书包等新年礼物时，孩子们按耐不
住内心的喜悦，高兴地向青年志愿
者们表示感谢：“谢谢市区供电公司
的哥哥姐姐们为我们送来的新年礼
物。”这些小小的礼物，在寒冷的冬

季里给留守儿童们带来了温暖。
鹅岭小学是国网重庆市区供电

公司建设的“国家电网春苗之家”，
有的学生的父母长年在外打工。每
逢节日，市区公司都会组织青年志
愿者看望慰问，使孩子们在学习、生
活、心理健康、情感交流上得到更多
关怀和帮扶。市区供电公司将继续
积极履行社会责任，持续开展关爱
活动，帮助、关心留守儿童，给他们
更多精神上的陪伴和鼓励。 秦雪

本报讯 （记者 黄乔）1月10日，重庆日报记者从市人力社保
局获悉，为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大精神，重庆实施“科教兴市和人才强
市”行动计划，启动青年人才筑梦工程，每年提供5000个免费创业
工位供青年人才进行创业创新活动。市人力社保局联合市财政局
出台了《重庆市青年人才免费创业工位管理细则》（以下简称《细
则》），对创业工位的概念和建设标准，青年人才的申请条件，工位的
申请、入驻、退出、补贴等流程进行了明确。

“《细则》主要突出以下四大要义。”市人力社保局相关负责人介
绍，一是零费用入驻优质创业服务平台。据介绍，《细则》明确，创业工
位所在的创业服务平台不仅区位条件优越，具备宽带网络、共享会议
室等办公条件，还能提供工商、税务、法务、政策落实、创业指导等孵化
服务。

二是体现近悦远来引才态度。《细则》规定，只要法人代表（项目创
始人）是年龄在16岁至35周岁、具有专科以上学历的各类人才（含在
读大学生），有创业意愿、项目都可以申请免费创业工位。

三是贯彻放管服改革精神。免费创业工位遍布各区县，实时发
布，动态更新。青年人才可通过区县创业服务窗口申请使用最多3个
创业工位，最长免费使用1年。申请和入驻流程简单、方面、快捷。青
年人才在申请时仅需提供申请书、身份证、学历证和营业执照等4种
材料，经审核真实即可现场取得推荐使用通知书。

四是注重资金使用绩效。《细则》提出科学核定补贴标准，规
范申请流程管理，以先使用后补贴的方式对免费创业工位进行补
助，保障财政资金的使用质量和效益。

每年5000个免费创业工位助青年圆梦
零费用入驻优质创业服务平台 申请条件宽松 最长免费使用一年

本报讯 （记者 黄乔）1月9日-10日，
重庆市第二届“渝创渝新”创业生态峰会举
行。重庆日报记者从会上获悉，重庆近年新
增创业人数年均保持在30万人以上，市场主
体总量突破230万户。

据了解，此次峰会由市人社障局、市财政
局、市教委、团市委等联合举办，吸引行业领
军企业、市级创业孵化基地、楼宇产业园、风
投机构、人力资源公司100余家机构以及行
业赛和专项赛优质项目代表、创业导师等千
名创业精英参加。

在10日下午的项目对接签约仪式上，琥
珀茶油项目成功与重庆富民银行签约，重庆
富民银行将从银行信贷上、链接餐饮龙头企
业订单上为琥珀茶油提供支持；少年维特（重
庆）教育科技有限公司成功入驻未言创业孵
化基地，为进一步发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曲

率创工厂则与重庆芏科科技有限公司达成帮
扶合作协议，曲率创工厂将利用自身的市场、
人脉及相关专业知识和经验，为芏科科技有
限公司提供企业全生命周期的综合性咨询服
务。

“‘渝创渝新’创业生态峰会通过这种

‘大手牵小手、各方来赋能’的模式，有效实
现了初创企业与龙头企业、产业、金融、人
才、市场的深度融合，帮助了初创企业茁壮
成长，达到了‘以创业带动就业’促进经济
增长的目标。”市人力社保局相关负责人
说。

重庆近年新增创业人数年均保持30万人以上
第二届“渝创渝新”创业生态峰会举行

申请人本人携带下列材料前往各区县公共创业服务窗口申请：
1.《青年人才免费创业工位申请表》；
2.身份证原件及复印件1份；
3.学历学位证书原件及复印件1份（在校大学生提供学生证或学院证明）；
4.工商注册证明原件及复印件1份（如未进行工商注册则需提供创业项目商业计划书，

并承诺6个月内注册工商营业执照）。

法人代表（项目创始人）是年龄16—35周岁，具有专科以上学历的各类人才（含在校
大学生）；有创业项目，且有创业工位使用需求。

1.申请人向区县公共创业服务窗口提出申请，提交资料；
2.区县公共创业服务窗口现场审查申请人材料真实性，协调

意向入驻平台。资格审核不通过的，当场告之原因；资格审核通过
的，现场发放《青年人才免费创业工位推荐使用通知》；

3.申请人携《青年人才免费创业工位推荐使用通知》到创业工
位所在创业服务平台报到，按要求办理入驻手续。

1月9日，南川区大观镇金龙村朱家院子，
村民冉明会提着一袋垃圾来到家门口的三色
垃圾桶处，将当天产生的生活垃圾进行分类处
置，“每家每户都配置了分类垃圾桶，现在我们
都养成了垃圾分类的意识。”

去年以来，南川区以美丽乡村建设为主
题，移风易俗为重点，持续培育文明乡风，探
索推广“垃圾分类”管理，充分发挥村民的积
极性，让村民真正成为农村人居环境改造的
主体。目前南川区已完成185个行政村农
村生活垃圾有效治理，基本实现集镇、村庄、
农户庭院周围及公路沿线、田间地头无成
堆、积存、裸露垃圾，水沟、水塘无漂浮垃圾。

在金龙村，重庆日报记者见到，每户村
民家中都放置蓝、绿、红三色垃圾桶，蓝色代
表可回收物、绿色代表易腐垃圾、红色代表
其他垃圾。

“我们的垃圾可以换礼品。”村民朱明寿
说。重庆日报记者随他走进一个名为“垃圾
积分兑换点”的商铺，原来，每季度这里都开
展一次积分兑换生活日用品活动。村民提
交一袋可回收垃圾算1分，积分累计达到30
分可兑换拖把1把、20分兑换洗衣粉1包、
10分兑换肥皂1块。本季度累计分值作为
下一季度评选优秀十星级文明户的基础依
据，年底累计总积分前10名的农户免交全
年卫生费。

这个做法受到了村民的欢迎，他们不但
把家里的可回收垃圾都收集起来，甚至还沿
路找垃圾进行回收。

回收来的垃圾如何处理？南川区已健
全农村生活垃圾“户分类、村收集、镇转运、
区处理”收运处理体系，全区累计投入治理
资金 1 亿多元，配置分类处理环保设施设
备，畅通分类垃圾处理渠道。

以易腐垃圾为例，它们会被集中收储起
来，再送到垃圾处理场进行发酵处理，由此
生产出的优质有机肥将卖给种植大户。一
定程度上实现了“循环经济”。

大观镇党委宣传委员杨志敏介绍，在大
观镇，垃圾不分类和散养家禽、不打扫卫生
等行为都被视为不文明。不文明的后果很
严重，镇里安装在各个村口的900多个小喇
叭会定期对不文明行为者进行通报，镇村干
部会上门劝导，村民自治组织“乡贤会”将上
门“理麻”。

如今，大观镇村民的垃圾分类的意识
增强了，农村面貌变靓了，整个村庄都生机
勃勃，充满朝气，还唤回更多村民回乡创
业。

去年，常年在外打工的邓孝容夫妻俩看
着家乡环境的改善，决定不再外出，在村子
里开了一个300平方的农家乐，吃上了“旅
游饭”。

积分换商品 开展村民自治

南 川 推 广 农 村
垃圾分类有高招

本报记者 张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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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 周松 实习生 郑
明鸿）1月10日是全国第33个“110宣传
日”。根据公安部统一部署，重庆各级公
安机关在全市范围内开展了以“警民牵手
110，共创平安迎大庆”为主题的集中宣传
活动。内容丰富、形式多样的主题活动，
得到了不少市民点赞。

上午9点半，由市公安局组织的主
题宣传活动在江北区观音桥步行街举
行，吸引了不少市民前来观看和咨询。
重庆日报记者在活动现场看到，治安、
交巡、刑侦、出入境等各个警种都搭建
了各自的展台，为市民提供咨询和讲
解。

在110指挥中心接处警支队展台，民
警为市民们讲解了110报警平台的受理
范围等常识。“市民朋友们在报警的时候
一定要保持冷静，和接警民警说清楚事情
的大概情况和案发地点的具体位置，方便
安排出警。”接处警支队民警何警官特别
提醒，市民要
合理使用报警
渠道，不要随
意占用报警资
源。

在反扒总队展台，反扒民警向市民展
示了扒手的作案工具，给市民发放了《防
扒手册》，讲解了日常生活中如何识别扒
手和进行“反扒”。“市民乘坐公共交通工
具出行或到公共场所时要注意随身财物，
不要打瞌睡，衣服不要敞开，背包和挎包
等随身物品应放置在视野范围之内。”反
扒民警徐警官接受重庆日报记者采访时
说。

同日，重庆各区县公安机关也开展了
各式各样的110宣传活动。在渝中区日
月光广场，渝中公安设置了禁毒体验区，
市民可以通过禁毒VR体验设备，在虚拟
环境下进行“吸毒体验”，让大家知晓毒品
对人健康的危害。“体验了下吸毒的感觉，
真是太难受了，这辈子永不碰毒！”刚从
VR体验设备上下来的市民张先生感慨地
说。

在九龙坡区公安分局110接警大厅，
受邀前来的市民第一次近距离了解110
接警工作。“平时没有具体概念，真正接触
到时，被震撼了。”站在高达数米的大屏幕
前，市民李先生看着各种颜色的电子参数
迅速地闪动，从这里，一条条警令畅通无
阻地送达基层终端，将市民的需求迅速变
成民警的行动。

反扒教学、体验VR、参观110接警……

“110宣传日”主题活动获市民点赞

1月10日，江北区观音桥，民警给市民演示扒手行窃全过程。 首席记者 崔力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