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重庆新闻 11CHONGQING DAILY

2021年9月29日 星期三
编辑 倪训强 美编 张辉

本报讯 （记者 夏元）9月28日，2020
年度重庆市优秀企业家表彰大会在我市举
行，40位优秀企业家和十名杰出青年企业家
获表彰。

此次获奖的40名企业家覆盖了第一、
二、三产业，包括农业2人，制造业26人，建筑
业1人，服务业11人，其中现代服务业9人，
体现出重庆产业转型发展的新趋势。

从年龄状况看，40名企业家平均年龄
48.9岁，最大67岁，最小33岁，男企业家38
人，女企业家2人。

市企业联合会负责人表示，每年评选表

彰市级优秀企业家和杰出青年企业家，是市
委、市政府同意设立的评选表彰项目。今年
受表彰的企业家群体，体现出重庆企业家队
伍具备了知识化、年轻化、专业化等特点。

本报讯 （记者 夏元）9 月 28 日，市
经信委举行优秀企业家培育行动计划发布
会，发布《重庆市制造业领域优秀企业家培
育三年行动计划（2021-2023 年）》（下称

《计划》），将选取“领军型、科技型、成长型、
初创型”四类企业负责人分类开展培育活
动。

市经信委党组书记蓝庆华介绍，《计划》围
绕全市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目标任务，将通过理
论培训和现场教学相结合、“走出去”“请进来”

相结合，推进全市制造业领域（含软件服务业）
企业家培育。

蓝庆华表示，此次培育行动涉及四类群
体。其中，领军型企业家培育主要面向全市
制造业领军企业和“链主”企业等；科技型企
业家培育主要面向制造业领域高新技术企

业、创新型企业，以及专注制造业研发创新的
企事业单位、专职院校、科研院所等；成长型
企业家的培育主要面向市内“双百工业企
业”，获“专精特新”“小巨人”“单项冠军”称号
的企业，以及成长性较好的大中型企业；初创
型企业家培育主要面向市内制造业领域新

创办企业、成长性小微企业以及各类孵化平
台企业等。

接下来，我市还将遴选一批参训企业家
到重点园区、不同类型企业挂职交流，并推动
参训企业家到高校、科研院所担任兼职，推动
产学研互动。

重庆制造业优秀企业家培育计划发布

本报讯 （记者 黄光红 白麟）9月28日，重庆软
件园·重庆数字文创产业园和数字内容·渝产业园，在南
岸区、重庆经开区开园。两大数字产业园未来都致力于
形成百亿级产业规模，为重庆数字经济发展注入新动能。

据悉，重庆软件园·数字文创产业园是重庆软件园数
字文创产业的聚集地，同时也是重庆经开区打造国家数
字经济产业的重要载体。

开园当天，网易文创数字经济产业园、重庆灏瀚网络
科技有限公司、上海小牛互娱智能科技有限公司、重庆煜
颜文化传播有限责任公司等13家企业成为首批入园企
业。

目前，园区已注册企业80余家，涵盖加速器、平台企
业、游戏研发公司、网络直播、游戏发行等行业。

数字内容·渝产业园由南岸区人民政府、重庆经济技
术开发区管理委员会和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西部分院
（重庆信息通信研究院）三方合作共建。其将充分发挥以
5G、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物联网等为代表的信息
通信技术驱动作用，围绕视听平台、电竞、游戏、直播、
MCN等数字内容热点产业方向，突破一批数字经济核
心技术，培养一批数字经济实用性人才。

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西部分院相关负责人介绍，该
产业园目前已有百度大文娱总部基地、人人视频总部基
地等21个项目在园区落户。

开园当天，百度集团、互影科技（北京）、武汉掌游科
技、武汉点智科技、武汉快游互动、武汉微派网络、上海咕
么信息、武汉型月网络、上海盖姆艾尔网络、重庆艾啤太
泽科技等10家企业集中签署了入驻该园区的协议。

两大数字产业园南岸区开园

2020年度重庆市
十大杰出青年企业家

2020年度 获表彰40 位 优 秀 企 业 家
十名杰出青年企业家

2020年度重庆市优秀企业家名单
（以姓氏笔划为序）

巩书凯

李 军

李 奇

吴青华

吴彦耍

何耀威

陈垚熹
（女）

高坤旭

涂晋熙
（女）

蒋宇

重庆忽米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CEO

重庆高新创投红马资本管理
有限公司总经理

重庆陶然居饮食文化（集团）
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

中铁二十局集团第三工程有
限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

重庆派森百橙汁有限公司总
经理

重庆三峡电缆（集团）有限公
司副董事长

重庆千业健康管理有限公司
党委书记、执行董事

重庆永信科技有限公司董
事、总经理、党支部书记

重庆晋才富熙科技有限公司
董事长

业如金融控股有限公司副董
事长、总裁

于志立

王金山

王勇智

王祥伦

甘奇超

叶飞龙

付燕（女）

包英捷

朱益民

刘江桥

刘章毅

许宏图

杜卫东

李 平

李方宇

肖基成

吴 瑞

何 聪

张培宗

张璐（女）

华峰重庆氨纶有限公司总经理

重庆金山科技（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

重庆红江机械有限责任公司党委副书记、总经理

重庆众恒电器有限公司董事长

重庆多普泰制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总裁

重庆德凯实业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

重庆高洁环境绿化工程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

华能重庆珞璜发电有限责任公司党委副书记、总经理

重庆弘愿工具（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

重庆渝富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党委副书记、总经理

重庆卡佐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

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重庆分行党委书记、行长

庆铃汽车（集团）有限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

重庆万虎机电有限责任公司董事长

重庆城市交通开发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党委书记、
董事长

重庆国瑞控股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总裁

重庆海尔洗衣机有限公司总经理

英拉法汽车天窗系统（重庆）有限公司总经理

渝农商金融租赁有限责任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

重庆茶业（集团）有限公司总经理

陈茂兴

杭井强

周业军

周斌全

郑 伟

赵 兵

赵丰硕

赵鹿鸣

柯胜金

洪忠进

袁卫顺

高 勇

郭元新

郭金成

黄 明

彭 忠

彭永波

葛德明

蒋仁生

鲜 亚

中科创达（重庆）汽车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

重庆惠科金渝光电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

重庆联合产权交易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

重庆市涪陵榨菜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

重庆建峰工业集团有限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

明德国际控股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

重庆登康口腔护理用品股份有限公司党委副书记、总经理

重庆新强人力资源管理有限公司总裁

中国电建集团重庆工程有限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

重庆三磊实业（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

重庆宇海精密制造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

隆鑫通用动力股份有限公司总裁

重庆斌鑫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

重庆海润节能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

金龙精密铜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总
经理

重庆水泵厂有限责任公司党委副书记、总经理

重庆渝发建设有限公司董事长

重庆建安仪器有限责任公司党委副书记、总经理

重庆智飞生物制品股份有限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总裁

西南药业股份有限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

本报讯 （首席记者 杨骏）重庆日报记者从重庆海
关了解到，9月28日0时起，重庆寸滩港区外贸进口集装
箱业务转移至果园港区，除进口冷链货物现场查验业务、
出口集装箱现场监管业务（含物流管理、实货查验）外，其
余相应海关业务也转移至果园港区办理。

今年上半年，我市发布《关于重庆港寸滩港区内贸集
装箱、水水中转集装箱业务转移至果园港区的公告》，明
确自2021年6月30日24时起，重庆港寸滩港区内贸集
装箱、水水中转集装箱业务“只出不进”，由重庆港果园港
区承接转移的内贸集装箱、水水中转集装箱业务。本次
寸滩港外贸进口集装箱业务转移果园港，标志着重庆港
果园港区正式开始承接寸滩港区口岸功能转移。

此举旨在加快把寸滩片区建设成为国际消费中心城
市的核心承载地和城市形态展示新高地、对外开放新窗
口，促进寸滩片区港产城一体化发展。

重庆港海关相关负责人介绍，口岸功能的转移为重
庆国际水铁多式联运发展提供了更加广阔的平台。

果园港相关负责人介绍，随着寸滩港口岸功能转移、
重庆港海关正式入驻办公，果园港国家物流枢纽也开启
了全面正式开拓外向型经济新篇章。下一步，果园港将
加快完善口岸基础设施建设，为口岸发展提供更好的基
础保障。

重庆寸滩港区外贸进口
集装箱业务转移至果园港区

中信银行重庆分行 送金融知识进千家万户 共筑和谐稳定金融环境

夯实网点阵地
营造浓厚宣传氛围

9月 1日起，中信银行重庆分行全面启动
了营业网点的常态化宣传，组织辖内各分支网
点行动起来，持续强化网点厅堂宣传阵地作
用，通过悬挂宣传横幅、LED循环显示标语、
营业厅播放短片、布置金融知识资料和展架等
方式开展立体式宣传。

其中，分行营业部针对青少年、老年人、农
民、务工人员和残疾人等重点人群的实际情
况，制定差异化的宣传方案并有序推进，切实
帮助消费者增强风险防范和责任意识，抑制盲
目投资冲动和过度消费，远离非法金融活动，
守护“钱袋子”。

渝中支行在厅堂显著位置摆放宣传基础
金融知识和金融风险防范技能的宣传资料。

“对于到网点来的客户，支行员工会主动提醒
客户的用卡安全以及密码保护意识，尽量开通
提醒功能，务必注意用网的安全，并引导消费
者和投资者理性选择、正确使用金融产品和服

务，自觉抵制网上金融谣言和金融负能量。”渝
中支行相关负责人介绍说。

为普及人民币、征信等与日常生活紧密相
关的基础金融知识，观音桥支行通过发放宣传
折页、现场讲解等方式，对厅堂办理业务的人
群和外出开卡接触的劳务人员进行风险责任
意识教育，普及常见非法金融活动的表现形
式，引导社会公众自觉远离非法金融活动，避
免盲目投资和冲动交易等。

聚焦“一老一少”
加强重点群体教育

根据重庆市银行业协会、重庆市保险行业
协会相关工作安排，在重庆银保监局、重庆市
教育委员会的指导下，中信银行重庆分行走进
重庆大学、重庆城市管理学院等高校，积极开
展“金融知识进校园”活动，切实提升在校大学
生提升金融素养。

“平时没有机会，也没有时间去专门了解金融
知识，这个活动对我们很有实际的帮助。”重庆大学

一位学生说道。9月20日，三峡广场支行走进重庆
大学，面向广大师生开展了“金融知识进校园”宣教
活动。据悉，本次活动以保护消费者资金安全、防
范金融诈骗为主题，通过发放宣传折页、现场答疑、
案例讲解等多种形式，提升在校学生的金融风险防
范意识，自觉抵制网络电信诈骗、非法买卖账户行
为以及网络贷款陷阱。同时，通过引导学生积极参
与知识答题，帮助其更深入地了解合理消费、征信
重要性等金融知识。

“金融知识进校园，不仅增强了大学生们防范
金融诈骗的意识，也为大学生树立可持续发展的理
财观念、创建良好的校园金融环境起到了积极的推
动作用。”中信银行重庆分行相关负责人表示。

在送金融知识进校园的同时，中信银行重庆
分行还聚焦银发人群的金融知识需求，通过丰富
多样的形式向社区老年人普及金融知识、进行风
险提示。9月17日，永川支行邀请社区民警同支
行工作人员前往永川区老年大学，重点针对老年
人等易受骗、易参赌人群，通过生动典型的案例
普及反诈骗拒赌知识，让大家了解到网络诈骗及
跨境赌博的作案手法和社会危害性，加深了广大
老年群体对于个人信息保护、电信网络诈骗、支
付交易安全、抵制非法集资等金融知识的了解，
提升了广大老年群体风险防范意识。

中信银行重庆分行相关负责人表示，该行将
继续推进金融教育常态化阵地化建设，让客户在
享受优质服务的同时增进金融知识，持续为维护
健康的金融生态环境贡献力量。

陈熙
图片由中信银行重庆分行提供中信银行重庆分行送金融知识进校园

为进一步维护金融安全和
消费者合法权益，今年9月，中
信银行重庆分行正式启动了
2021年“金融知识普及月 金融
知识进万家 争做理性投资者
争做金融好网民”宣传月活动。
坚持以消费者为中心，以党建引
领提升金融服务能力，中信银行
重庆分行紧紧围绕“我为群众办
实事”实践活动要求，开展了多
形式、多渠道、立体化的金融消
费者权益保护宣传工作，全力为
建设和谐稳定的金融消费环境
贡献“中信力量”。

从“后浪”成长看碧桂园的创新人才观
校招，是企业招揽人才、高校毕

业生实现就业发展的重要途径。阿
朋和小露（均为化名）作为众多校招
生中的一员，他们在碧桂园的职场经
历，书写着“后浪逆袭”的励志故事。

销售小白快速逆袭

2019年，还在读大三的阿朋，成
为了碧桂园的一名兼职销售。一年
后，他选择正式加入碧桂园，成为了
碧桂园“赢销干将”中的一员。

面对客户谈资不足，对客户心理
拿捏缺乏经验，在起初的轮岗销售
中，阿朋感受到了自身的问题和来自
业绩的压力。经过公司领导和同事
的帮助，阿朋不断加强学习和反思总
结，逐渐炼成了一套适合自己的销售
模式，并经过实际工作检验，很快获
得了“销冠”和项目季度前三的好成
绩。

“碧桂园是一个愿意给年轻人机
会的大平台，让我每天都能有新的收
获。”在阿朋的总结中，善于把握机
会、坚持从更高的维度看待工作、一
丝不苟做好销售中的每一个细小环
节等，都是其工作成效突飞猛进的关

键。正是这份钻研精神，让他快速完
成职场进阶，在短短2年时间内就晋
升为区域营销总经理助理。

“强迫症”女孩很倔强

作为2019年的“超级碧业生”，小露
既有精致可爱的外貌，也有坚毅强大的
内心，是一位天生丽质且倔强的姑娘。

“我有一点强迫症，我说完成就
一定要完成。”小露说，为完成工作，
她曾在工地顶着8月正午的骄阳被
晒到中暑，也曾冒着冬天的细雨在泥
泞的工地勘探，还曾一天巡盘4个工
地而磨破鞋子。

除了工作上力求尽善尽美，小露
的日常生活也同样丰富精彩。

“我曾作为电竞社社长，代表学
校拿过‘巴渝杯’季军。无论是工作
还是游玩，我都会全力以赴，力争做
到最好。”小露说。

在碧桂园，还有很多像小露、阿
朋这样个性鲜明，同时具备吃苦精
神、乐于分享、喜欢学习、追求品质的
年轻员工，正是他们日复一日的超越
自我，努力拼搏，为碧桂园的高质量
发展筑起了基石。

不拘一格降人才

人才是企业发展的第一要素。
将员工视为最宝贵的财富，是碧桂园
始终秉持的人才之道。

一方面，碧桂园通过“超级碧业
生”品牌项目，及“强将计划”“干将计
划”等，推广优秀人才培养理念，吸纳
更多优秀人才加入；另一方面，通过
校园招聘、社会招聘，不断拓展人才
引进渠道。

此外，碧桂园还积极健全员工培训
体系，制定更加开放的员工支持政策，
全力为员工的“职场养成”保驾护航。

针对高校毕业生，制定了“超级
碧业生”“赢销干将”等完备的发展与
晋升体系，采用导师制、挂职锻炼、轮
岗学习、集中培训、挑战性关键任务
等方式全面培养人才，同时每年进行
内部竞聘，大胆提拔任用优秀人才。

近年来，年轻化和与时俱进已成
为了碧桂园人才战略的关键词。因
此，未来更多的“阿朋”“小露”还将在
碧桂园涌现，他们将共同书写重庆碧
桂园更美好的未来。

方媛

遗失声明
现有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重庆市分公司30名销售从业人员纸质执业证遗失，遗失清单详见下表。列表中纸

质执业证从发布遗失声明之日起宣布作废，至此所有该纸质执业证引发的法律责任一概与本公司无关。

特此声明 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重庆市分公司
2021年8月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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