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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 周松 实习
生 肖秋灵）重庆日报记者从重庆市
公安局获悉，截至11月23日，重庆公
安机关在“团圆行动”中成功“比中”的
失踪被拐儿童数量达364人，数字背
后，364个曾因孩子失踪或被拐卖而
导致破碎的家庭重新获得团圆。

“所谓‘比中’，就是将父母与儿童
的DNA进行比对，‘比中’说明双方存

在血缘关系。”市公安局刑侦总队拐卖
案件侦查支队支队长樊劲松告诉记者。

据了解，“团圆行动”从今年初开始，

由公安部统一部署行动。“团圆行动”开
始后，公安机关依托打拐DNA系统，积
极完善父母寻找失踪被拐儿童信息，广

泛发动基层社区、民政等力量，采集疑
似被拐人员数据，及时组织技术比对核
查，侦破了一批失踪被拐儿童积案。

“团圆行动”开展近一年来侦破一批失踪被拐儿童案

DNA比对认亲 364个家庭终团圆

据新华社北京 11 月 23 日电 （记
者 王立彬）为推进山水林田湖草沙冰一
体化保护和修复，我国将鼓励社会资本全
程参与从陆地到海洋的各种类型生态系
统保护修复并获得合理回报。

自然资源部副部长王广华23日在国
务院政策例行吹风会上介绍国务院办公
厅关于鼓励和支持社会资本参与生态保
护修复的意见时说，意见明确了社会资本
可以参与自然生态系统、农田生态系统、
城镇生态系统、矿山生态系统、海洋生态
系统等各种类型生态系统保护修复，鼓励
支持全过程参与，探索发展生态产业。这

些领域覆盖生产、生活、生态各类国土空
间，充分体现了生态系统的整体性和生态
要素的关联性。

据介绍，意见明确社会资本可以选择
自主投资、与政府合作、公益参与等三种
参与方式，并通过利用获得的自然资源资
产使用权或特许经营权发展适宜产业、申
请核证碳汇增量并进行交易、经政府批准
的资源综合利用等获得投资回报。意见
进一步明晰了社会资本参与的内容、方
式、程序，为社会资本充分掌握信息、理性
分析研判、公平公正公开参与生态保护修
复提供了保障。

社会资本可以全程参与海陆生态系统保护修复

新华社北京 11 月 23 日电 （记
者 王思北）记者23日从中央网信办
获悉，为进一步加强娱乐明星网上信
息规范，维护良好网络舆论秩序，中
央网信办近日印发《关于进一步加强
娱乐明星网上信息规范相关工作的
通知》，提出对违法失德明星艺人采
取联合惩戒措施，全网统一标准，严
防违法失德明星艺人转移阵地、“曲
线复出”。

近年来，网上泛娱乐化倾向、低俗
炒作现象屡禁不止，流量至上、畸形审
美、“饭圈”乱象等不良文化冲击主流
价值观，一些网上有关明星的宣传信
息内容失范，绯闻八卦、隐私爆料占据
网站平台头条版面、热搜榜单，占用大

量公共平台资源，人民群众反映强烈。
通知从内容导向、信息呈现、账号

管理、舆情机制等4个方面提出15项
具体工作措施，要求严把娱乐明星网
上信息内容导向，加强正面引导，建立
负面清单，禁止娱乐明星网上信息含
有宣扬畸形审美、低俗绯闻炒作、恶意
刷量控评、虚假不实爆料、诱导非理性
追星等内容。

根据通知，对于明星广告代言、品
牌合作、商业推广等商业活动类信息，
原则上仅在各网站平台广告位置呈
现，且应在显著位置标明广告字样。
对于明星影视、音乐、综艺作品及相关
宣传、片段、演绎、评述等演艺作品类
信息，含有明星个人标识的，在首页首

屏、热门推荐、热搜榜单等环节，同一
明星同一时段原则上只能呈现一条。

新华社北京 11 月 23 日电 （记
者 王思北 白瀛）中国演出行业协
会网络表演（直播）分会23日发布第
九批网络主播警示名单，包括“铁山
靠”“郭老师”两名职业主播和“吴亦
凡”“郑爽”“张哲瀚”三名演员在内的
88名主播将在行业内被实行联合抵
制和惩戒。这是违法失德艺人首次被
纳入网络主播警示名单中，防止劣迹
艺人转移阵地复出。名单向社会公布
后将下发各平台予以封禁，并同步报
主管部门备案。

中国演出行业协会网络表演（直
播）分会秘书长瞿涛表示，这些主播在

直播活动过程中，发布含有严重违法
违规、违背社会公序良俗的信息且社
会影响恶劣。此次第九批警示名单
中，有五名网络主播因粉丝量较大且
具有鲜明的“饭圈”行为特点，有可能
出现制造炒作话题、煽动大众情绪，组
织粉丝、雇用网络水军控制舆论走向
等风险行为，需重点关注。

据悉，为规范网络表演（直播）行
业主播管理，净化网络表演（直播）环
境，维护行业生态有序、良性、健康发
展的秩序，中国演出行业协会网络表
演（直播）分会2018年起实施网络主
播“黑名单”制度，截至目前，已经陆续
发布九批共446名网络主播警示名
单。

中央网信办:严防违法失德艺人“曲线复出”
中演协公布第九批网络主播警示名单,对吴亦凡郑爽张哲瀚等

88名违法失德艺人予以封禁

长嘉汇，是成渝地区双城经
济圈建设中重庆的6张城市功能
新名片之一，是重庆“两江四岸”
核心区的精华所在。当前南岸正
立足三大优势，积极打造长嘉汇
城市会客厅。

一是区位独特。长达8公里
的南滨湾区，“江、滩、岸、坡、山”
立体生态景观错落有致，是“看
见”重庆的最佳窗口。

二是资源绝佳。古“巴渝十
二景”独占四景，重庆规划展览
馆、故宫文物南迁纪念馆、弹子石
老街、龙门浩历史文化街区、重庆
国际马戏城等交相辉映，城市更
新品质提升蹄疾步稳、深入推进。

三是价值极高。长嘉汇金融
中心铸造产业“硬核”，西部首个
国家级开发区——重庆经开区与
自贸试验区、中新互联互通项目
等开放平台政策叠加，金融、商旅
文体科等蓬勃发展，工商银行、龙
湖地产、重庆文旅集团等业界大
咖集聚入驻。长嘉汇城市会客厅
正成为广大企业、资本、人才抢滩
重庆、链接“成渝”、辐射全球的价
值高地。

李敏莉 摄/视觉重庆

长嘉汇流迎远客视觉南岸 寻访
长嘉汇城市会客厅 广阳湾智创生态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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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重庆监管局关于颁（换）发《中华人民共和国金融许可证》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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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址：重庆市秀山土家族苗族自治县
中和街道渝秀大道35号

邮编：409900 电话：023-76671163
批准日期：2008-06-27 发证日期：2021-10-20
发证机关：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黔江监管分局

重庆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九龙坡支行云湖路分理处

重庆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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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务范围：许可该机构经营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依
照有关法律、行政法规和其他规定批准并经上级管理单位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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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重庆监管局关于颁（换）发《中华人民共和国金融许可证》的公告

以上信息可在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网站上（www.cbirc.gov.cn）查询

下列机构经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重庆监管局核准，颁（换）发《中华人民共和国金融许可证》，现予以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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批准日期：2008-06-27 发证日期：2021-11-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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邮编：404300 电话：023-54230247
批准日期：1992-07-08 发证日期：2021-09-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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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的业务，经营范围以上级管理单位授权文件所列为准。
地址：重庆市忠县忠州街道忠州大道巴王路65号
邮编：404300 电话：023-54233424
批准日期：1994-05-24 发证日期：2021-09-08
发证机关：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万州监管分局

20年前，一对贵州夫妻不幸与6
岁儿子和4岁女儿小菊（化名）失散。
20年后，湖北23岁女生因看到“团圆
行动”宣传视频后深受触动，主动来到
重庆渝中区公安分局采血寻亲。经过
渝黔两地警方高效合作，仅用22天，
就帮助这个离散家庭相拥团圆。

今年9月27日下午，在分别20年
后，小菊终于见到了自己的亲生父母
尹女士和杨先生。

“从小我就知道是被收养的。”小

菊说，她模糊记得，自己三四岁时与哥
哥在院坝中玩耍，突然被两个陌生男
人抱走，最后被带上火车送到了现在
湖北恩施的养父母家。

奥运会期间，她刷视频时看到奥
运冠军们都在助力宣传“团圆行动”，

她深受触动，便萌生了寻找亲生父母
的念头。为此，她来到渝中区公安分
局刑侦支队采集了血样。

9月1日，好消息传来。通过全国
打拐DNA数据库比对，小菊与贵州
省遵义市的杨先生和妻子尹女士

DNA比中。
9月 10日，民警为小菊进行了

DNA复核检验，同时对亲子双方进行
人脸比对，确认神情、气质高度相似。
9月15日，全国打拐库DNA比对结
果通报，确认小菊与杨先生、尹女士亲
缘关系成立。最终在渝黔两地警方共
同努力下，小菊找回了离散20年的亲
生父母。

（本组稿件由记者周松、实习生
肖秋灵采写）

今年10月11日下午，一场分离
66年后的重聚在沙坪坝区公安分局
进行。市民魏某全、魏某英兄妹俩通
过网络视频，与远在新疆的失散66年
的小妹认亲。

据了解，66年前，小妹刚出生不
满一岁就被收养，当时大哥魏某全未
满三岁。

原来，在魏某全小时候，父母曾经
提到，家里除了他和妹妹魏某英以外，
还有一个魏某英的双胞胎姐妹，不过
不到半岁便离开了家。但是苦于没有
任何线索，大哥没有办法找到妹妹，这
件事也成了他的心结。

今年6月，魏某全将想要找到小
妹的想法告诉妹妹魏某英后，妹妹极
力赞同，两人当即来到沙坪坝区公安

分局报警求助。
接到求助后，民警详细询问了情

况，第一时间采集了兄妹二人的DNA
并将信息录入系统中进行比对。

然而，事情并没有想象中这么顺
利，查找工作面临诸多困难：一是时间
久远，小妹失踪已经66年；二是父母
双亡，缺少最佳的DNA比对条件；三
是案件相关信息不足，小妹失踪时魏
某全和魏某英都还太小，不能提供有
价值的信息。

时间跨度如此之大，手上掌握的

信息如此之少，民警颇感头疼，遂将情
况上报重庆市公安局刑侦总队拐卖案
件侦查支队，支队长樊劲松立即组织
沙坪坝区刑侦支队相关民警专题研究
本案，并决定从“双胞胎姐妹”这个关
键信息入手。

“既然是双胞胎，那么长相差距不
会很大，为此我们采集了妹妹魏某英
的人脸信息，再通过人像比对工作，筛
选出了400个可能性较大的对象。”樊
劲松说，经过连续三个月的努力，民警
最终将目光锁定在一名生活在新疆维

吾尔自治区阿克苏市、名叫侯某荣的
女性身上。随后，民警向新疆维吾尔
自治区公安厅寻求帮助，由对方协助
查找到侯某荣并对其采集了DNA。

面对突然造访的公安民警，侯某
荣感到十分诧异：她从小就是父母的
掌上明珠。小时候父母告诉她，他们
一家是从重庆支援新疆而来，在新疆
没有其他亲戚。她对自己的身世也从
来没有过怀疑。

然而父母已先后在上世纪80年
代末和90年代初离世了，过去种种已
无从知晓。在明白了民警来意后，侯
某荣配合民警进行了信息采集。

9月28日，经过多角度反复比对
核查，最终明确侯某荣正是魏氏兄妹
失散了66年的妹妹！

失踪66年后，妹妹在新疆被找到了案例22

“龙龙啊，我是妈妈啊，妈妈找你
找得好辛苦啊！”今年10月 28日上
午，市民冯慧秀（化名）抱着失散21年
的孩子龙龙（小名）痛哭流涕。

1997年春节前，冯慧秀生下了儿
子龙龙。2000年初的一天，冯慧秀夫
妻俩带着约3岁的儿子从永川到重庆
主城游玩时，社会闲杂人员王某趁夫
妻俩不注意，将龙龙拐走了。龙龙被
拐后，冯慧秀夫妻俩找遍了周边省份，

甚至远赴广东、福建寻找，可都没有龙
龙的踪影。

2003年，王某被公安机关抓获，
但民警根据他提供的线索到四川寻找
龙龙，仍旧一无所获。直到今年7月，

事情出现了转机。
山东男子张晓军（化名）两年前在

江苏苏州采过的一次血样，与全国打
拐DNA数据库冯慧秀夫妻俩的血样
比中了！

接到消息，九龙坡警方和苏州警
方立即与双方取得了联系，并再次核
实了双方的信息，最终确定张晓军就
是当年被拐的龙龙。

原来，当年龙龙被拐卖到山东，被
养父母取名为张晓军，由于年纪小，他
对于自己的亲生父母完全没有印象，
后来跟随养父母家的亲戚到苏州工
作，如果不是因为机缘巧合在当地采过
血，或许至今他都不知道自己的身世。

案例 失散21年，母亲终于再次见到儿子11

仅用22天，女儿找到亲生父母案例33

11月22日，长寿
区幸福大道圣天公
园，市民用手机拍摄
冬日美景。

圣天公园此前是
块荒地，于今年 6 月
建成投用。公园结合
原始地形在低洼处设
置了两个总面积达
8000 平方米的人工
湖，成为市民休闲健
身的好去处。

记 者 谢 智 强
摄/视觉重庆

荒地变公园

据新华社郑州 11 月 23 日电 （记
者 冯大鹏）在“狗咬人”舆情发酵后，23
日晚，河南安阳通报了对涉“狗咬人”事件
责任单位和责任人的处理决定。

通报指出，安阳市委、市政府责令安
阳市城市管理局、市市场监管局、市公安
局文峰分局、文峰区中华路街道办事处四
个单位作出深刻检查，并在全市通报批
评。

对相关人员的处理情况为：给予安阳
市城市管理局党组成员、二级调研员张占
方诫勉谈话处理；给予安阳市城市管理执
法支队监督检查科副科长兼市城市管理
局专项治理办公室副主任郭双军党内严
重警告、记大过处分，并给予免职处理；给
予安阳市市场监管综合行政执法支队负
责人、二级高级主办蔡国强诫勉谈话处
理；给予安阳市文峰区城市管理局执法中
队副中队长冯海军记过处分；给予安阳市
文峰区中华路街道办事处人大工委主任
马彦丰政务警告处分；给予安阳市公安局
文峰分局中华路派出所所长杨占山诫勉

谈话处理。给予事件当事人安阳市市场
监管综合行政执法支队正科级稽查专员
王新刚党内严重警告、撤职处分，并调离
执法岗位。

据了解，11月19日，安阳市成立了
“狗伤老人”事件工作组。经核查，涉事的
两只犬经过训练和芯片植入，中国工作犬
管理协会为其颁发了《犬注册登记证》，但
该协会介绍，该证不能作为认定工作犬的
充分依据。目前，安阳市城市管理局已对
涉事犬只进行收容，并注销了涉事犬只的
《养犬登记证》。

工作组核查发现，10月9日在安阳
市市场监管综合行政执法支队门前发生
的冲突中，有人携带的伸缩棍贴有警用标
志，但为非警用制式装备。有关部门已对
伸缩棍携带者作出警告处罚，并依法没收
伸缩棍。

关于网上反映的李小迎涉嫌诈骗“百
万”问题，工作组已责成安阳市委政法委
牵头，组织市政法单位和殷都区公安局、
检察院对该案件进行复核。

河南安阳对多名涉“狗咬人”事件干部作出处理

本报讯 （记者 李珩）11月23日，
重庆市医疗保障局、重庆市卫生健康委员
会印发了《关于进一步降低新型冠状病毒
核酸检测项目价格的通知》（以下简称《通
知》），从11月25日零时起，我市新型冠
状病毒核酸检测项目降为40元/次，混检
10元/次/样本。

按照《通知》，我市新型冠状病毒核酸
检测项目，体外诊断试剂盒不再作为可收
费耗材，检测价格含检验相关的试剂等耗
材。新型冠状病毒核酸检测项目为40
元/次，5:1混检10元/次/样本，10:1混
检10元/次/样本。调整后价格为各级公

立医疗机构最高指导价格，不得上浮，医
疗机构可以下浮执行。

同步调整完善新型冠状病毒核酸检
测项目（含单、混检）的医保报销属性及报
销限制。具体来看，我市职工医保和居民
医保参保人员新住院或在发热门诊治疗
时，所接受的“新型冠状病毒核酸检测”予
以报销，一次就诊限报一次，医保限额报销
40元；混检的同上，医保限额报销10元。

核酸检测试剂盒（体外诊断试剂盒）
从《重庆市基本医疗保险医用耗材目录
（2021版）》中剔除，不再纳入我市医保报
销。

明起新冠病毒核酸检测项目再降价
降为40元/次 混检10元/次/样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