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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采矿许可证已经注销，特此公告。

采矿许可证注销公告

重庆市长寿区规划和自然资源局 2022年5月13日

采销〔2022〕（长寿）0001号

序号
1
2

矿山名称
重庆伍舟建材有限公司
重庆渝怡圆石材有限公司

采矿许可证号
C5001152013067130130056
C5001152011037130107651

注销时间
2022年5月5日
2022年5月5日

机构名称：中国太平洋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重庆市沙坪坝支公司
机构负责人：陈西 机构编码：000015500106
原机构住所：重庆市沙坪坝区渝碚路88号商3号
现机构住所：重庆市沙坪坝区北站东路188号附6号T1办公楼11-1、11-2、11-3、11-4、11-

5、11-6、11-7
批准日期：2001年11月13日
邮政编码：400038 联系电话：023-653026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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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的业务，经营范围以上级管理单位授权文件所列为准。
发证日期：2022年4月27日 发证机关：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重庆监管局

保险业务机构地址变更公告

本报讯 （首席记者 张亦筑
实习生 冉罗楠）5月12日，“重庆市
科技成果走进屏山活动”在四川省宜
宾市屏山县举办。活动聚焦现代农
业、装备制造、食品加工等重点领域对
接需求、发布成果、促成交易，2个项
目进行了现场签约。

据介绍，此次活动由重庆市科技
局、宜宾市科技局、屏山县政府联合主
办。现场，屏山县畜牧水产中心、碧生
元生态农业开发有限公司等11家单
位发布了技术需求，重庆大学、西南大
学、重庆市畜牧科学院等19家重庆的
高校、科研院所、企业有关负责人、科

技专家等参与了交流，重庆的产学研
机构还围绕屏山县重点产业、技术需
求推介了133项科技成果。

重庆市科技局相关负责人介绍，
截至目前，川渝两地已成立成渝地区
双城经济圈技术转移联盟，共同搭建
80家知名高校、科研院所、科技服务
机构参与的全产业链产学研合作高端
平台，联合举办“万达开”科技成果推
介会、川渝生物医药科技成果转化对
接会等活动，推动川渝科技成果转化
落地。

该负责人表示，川渝两地科技
部门将持续加强合作，不断完善区
域科技成果双向转化机制，持续开
展科技成果进区县活动，加大联合
培养技术转移人才力度，共同促进
创新链和产业链精准对接，不断提
升科技成果转化成效，促进两地一
体化技术交易市场建设，为加快建
设具有全国影响力的科技创新中心
提供有力支撑。

加速川渝科技成果双向转移转化

重庆科技成果走进四川屏山

本报讯 （记者 李珩 见习记
者 云钰）5月12日，重庆市医疗保障
局、重庆市卫生健康委员会印发了《关
于进一步降低新冠病毒核酸检测项目
价格的通知》（以下简称《通知》），5月
15日零时起，降低公立医疗机构新冠

病毒核酸检测项目的政府指导价。单
人单检降至不高于每人份20元，多人
混检统一降至每人份不高于4元。

按照《通知》，检测项目价格含检验
相关的试剂等耗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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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医保报销方面，限我市职工医保

和居民医保参保人员新住院或在发热
门诊治疗时，所接受的核酸检测予以报
销，一次就诊限报一次。

非公立医疗机构，以及医学检验实
验室等第三方检测机构提供新冠病毒
核酸检测服务，定价应当遵循“公平、合
法和诚实信用”的原则，体现保本微利、
质价相符，倡导参照公立医疗机构新冠
病毒核酸检测项目价格。

核酸检测价格5月15日再下降
单人单检不高于20元，多人混检不高于4元

本报讯 （记者 李珩 见习记
者 云钰）5月12日，市政府新闻办举
行第105场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新
闻发布会，市卫生健康委副主任李畔通
报称，5月10日，江北区在集中隔离人
员中，发现1例无症状感染者，系市外
无症状感染者的密切接触者。5月12
日0—6时，我市新增2名确诊病例、1
名无症状感染者，均为市外感染者的密
切接触者。其中，南岸区、巴南区在集
中隔离人员中，分别发现1例轻型新冠
肺炎确诊病例；渝北区也在集中隔离人
员中发现1例无症状感染者。

累计开展核酸检测15.75万人
目前已出结果均为阴性

李畔说，5月以来，全国疫情多点散
发与局部聚集性疫情并存。近日，我市
毗邻地区出现聚集性疫情。5月9日以
来，我市多次接到毗邻地区协查函，均
在第一时间组织开展流调排查工作，对
在渝的市外感染者的密切接触者、次密
切接触者落实隔离管控措施。

截至5月12日13时，全市共排查
到在渝密接179人、次密接821人，已
全部落实管控措施。现已按照规定频
次对在渝密接、次密接开展多轮核酸检
测1310人次，已出结果1227人次，目
前除已公布的确诊病例和无症状感染
者外，其余结果均为阴性。共采集相关
环境样本516份，已出结果443份均为
阴性，其余结果待出。

根据流调情况，我市适度扩面开展

核酸筛查，对重点区域有关人群开展核
酸检测。5月9日至11日，累计开展检
测15.75万人，目前已出结果均为阴性。

为保障群众核酸检测需求，全市各
级各类医疗机构做好备勤和人员调配，
确保全市核酸检测点“应开尽开”。5月
9日以来，中心城区已新增便民核酸采
样点172个，24小时核酸检测点增加到
40个，55个核酸检测点延长服务时间。

李畔说，针对重点区域来渝返渝人
员，重庆及时动态调整相应排查管控措
施，从严从紧守好“防输入”关口。

重庆将按照市委市政府安排部署，
抓紧抓实抓细疫情防控和处置工作，加强
流行病学调查，进一步做好流调溯源、核
酸检测、隔离管控、医疗救治等工作，加强
重点地区来渝返渝人员排查，全力以赴保
障人民群众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

中心城区出租车、网约车驾
驶员全部免费核酸检测

据市交通局二级巡视员蒋仕兵介
绍，在“内防反弹”方面，我市全面加密
出租汽车行业人员核酸检测频次。5月

11日起，在1周内实现中心城区出租
车、网约车驾驶员免费核酸检测全覆
盖。对未按时检测的出租车驾驶员，不
得上岗服务；对未按时检测的网约车驾
驶员，网约车平台不得派送订单。

在“外防输入”方面，即日起，全市
各级交通、公安部门联合开展跨区域道
路运输非法营运专项整治行动，重点在
全市火车站、机场、长途汽车站、高速公
路收费站等交通卡口，依法从严打击跨
区域从事非法经营的出租车、网约车和
大客车，从严惩处为不合规车辆派单的
网约车平台公司。

蒋仕兵提醒市民，要严格落实个人
防护要求，在乘坐轨道交通、常规公交、
出租车和网约车等交通工具过程中，始
终规范佩戴口罩。对于乘客不佩戴口
罩乘车的，驾驶员有权拒绝提供运输服
务。对于驾驶员不佩戴口罩的，乘客有
权监督举报。同时，建议市民选择合法
合规的交通出行方式，避免乘坐非法营
运车辆出行，防止增大感染风险。

市疾控中心专家夏宇提醒市民在
乘坐公共交通工具时，要全程规范佩戴
口罩，尽量减少在公共交通工具上的餐

饮时间和频次，妥善保存旅行相关信息
凭证。

本次疫情感染者与市外感染
者有同乘车辆或就餐流行病学史

夏宇称，截至目前，本次疫情我市
共发现感染者4例，均是市外感染者的
密切接触者，与市外感染者有同乘车辆
或在市外共同就餐的流行病学史。通
过对市外感染者的密接和次密之外的
人群进行扩面核酸筛查，没有发现其他
感染者。

他提醒，目前，我市毗邻地区出现聚
集性疫情，且我市与其人员往来密切，疫
情输入风险较高，不排除后续出现病例
的可能。广大市民要进一步提升防护意
识，做到非必要不离渝，尤其不前往疫情
中、高风险地区。加强自我健康监测，出
现发热、咽痛、咳嗽等症状，要正确佩戴
口罩及时就医，就医时主动如实告知旅
行史和接触史，就医过程中尽量避免乘
坐公共交通工具。市外来渝返渝人员要
第一时间向社区、单位报备，按要求接受
健康管理。

我市加强重点地区来渝返渝人员排查
●非必要不离渝，尤其不前往疫情中、高风险地区
●新增便民核酸采样点172个，24小时核酸检测点增加到40个

□本报记者 彭瑜

“再不冲锋一次，我就要退休了！”5
月12日，在上海市松江区重庆市援沪
医疗队（以下简称重庆医疗队）抗疫前
线，59岁的赵庆华表示，要用毕生所学，
为党分忧、为民解困，践行一位护士的
职责和使命。

赵庆华是第45届南丁格尔奖获得
者。她告诉记者，援沪抗疫一线，既是
疫情防控的战场，也是青年护士自觉担
当尽责、提升护理专业能力的课堂。“我
要在抗疫一线陪着青年护士一起战斗、
一起成长，助力青春闪光。”赵庆华说。

4月17日深夜9点过，重庆医疗队
接手的松江区3号方舱医院开始收治
患者，一位9岁患者引起了大家注意。

早在出发前，赵庆华就考虑到方舱
里学生患者上课的问题，她为此提前做
足了准备。次日，赵庆华主导的“五心
（接待热心、诊疗细心、护理精心、解释
耐心、征求意见虚心）”方舱小课堂开
课，同时设置了学习书吧。在松江区帮

助下，这里还添置了学习桌、充电式护
眼灯、平板电脑支架等。

作为护理“老兵”，赵庆华把方舱当
作了培养青年护士的课堂。围绕“五
心”优质护理标准，赵庆华还牵头建立
全面普查、重点巡查、效果追查评估机
制，精分方舱患者中“老年、高龄、少儿”
三类人群，锁定“无聊、焦虑、失眠”三类
心理方面共性问题，聚焦老年合并“糖
尿病、高血压、老年痴呆”三类生理方面
慢病现状，创新推出慢病患者专科护理
小组、心语心愿墙、健康加油站等“十
大”举措。

23岁的廖林兴，是一名新入职护
士。她坦言，说不怕是假的，特别担心
能力跟不上、经验缺乏，影响工作。第

一天进社区核酸采样，廖林兴全天用了
500多次免洗消毒液，洗到手臂酸痛。
廖林兴说，正是这一遍一遍洗手消毒的
动作，让她意识到护理工作的责任担当
就落实在专业、严谨的点滴细节中。

“有激动、有焦虑。”近一个月来，队
员赵碧从社区核酸采样转战方舱护理
工作。她告诉记者，独特的经历、严峻
的挑战，成了她蜕变成长的“加速器”。

“给你带去一束光，让你不会再惊
慌……”5月12日护士节当天，由松江区
2号方舱医院医疗队员与患者共同演绎
的歌曲《“渝您守沪”》MV正式发布，在
这里，护理组负责人甘秀妮把“全人、全
程、全心”的宽仁“三全”护理内涵融入
到方舱医院护理工作中，带领团队创建

“渝您守沪”方舱之家，为患者带去身心
抚慰。

队员彭倩介绍，他们先后推出了方
舱健康科普课堂、方舱理发室等服务，制
作“小孟带您看方舱”系列科普视频，舒
缓患者焦虑情绪，保证方舱有序运行。

为儿童患者定制生日蛋糕、为没有
换洗衣服的患者找新衣服、为想吃辣椒
的湖南患者送鸭脖……队员刘易说，

“渝您守沪”方舱之家服务了患者，同时
也让宽仁“三全”护理理念深入青年护
士心中。

“上海抗疫，给了我无限勇气！”赵
碧说，历经了抗疫的洗礼，她更加热爱
护士这个职业，她要把南丁格尔精神践
行好，传承下去。

在抗疫前线传承南丁格尔精神
——重庆市援沪医疗队护士节特别报道

本报讯 （记者 夏元）作为国
家数字经济创新发展试验区之一，重
庆在发展数字经济方面再出“大动
作”。5月12日，重庆2022年数字经
济创新发展活动在重庆高新区举行，
会上成立了重庆数字经济创新发展
联合会，并为一批市级数字化转型促
进中心授牌。

此次活动由国家发改委、中央
网信办指导，重庆市政府主办。中
国工程院院士邬贺铨、国家发改委
创新驱动发展中心主任白京羽、中
国网络空间研究院院长夏学平以视
频方式致辞。

3位专家表示，重庆数字经济发
展已进入全国“第一方阵”，部分领域
走在全国前列，他们建议重庆加快企
业数字化转型升级，推动农业、工业、
数字商务等传统产业和新兴产业，以
及产业园区和产业集群实现数字化转
型。

活动中，重庆市数字经济创新发
展联合会揭牌成立。该联合会负责人
表示，联合会将围绕重庆数字经济发
展战略，推动“数字产业化、产业数字
化、数字化治理、数据价值化”，推动数
字经济场景创新和应用，通过参与数
字政府建设、现代社会治理、智慧民生
服务、产业数字化转型等，聚焦云计

算、大数据、5G等技术领域，面向各地
方政府、产业园区和数字经济行业机
构开展政策研究、规划编制、战略咨询
等服务。

在活动现场，包括两江新区产业
数字化转型促进公司、西部（重庆）科
学城数字科技公司、重庆誉成科技公
司等8个市级数字化转型促进中心获
授牌。

据介绍，截至去年底，全市数字经
济增加值超过 7580 亿元，增速约
16%。

按照市委、市政府要求，近年我
市在全国率先建设布局数字化转型
促进中心，主要由区域型数字化转型
促进中心和企业型数字化转型促进
中心组成，其中前者由数字经济骨干
企业、科研院所、行业协会等牵头，是
满足区域企业数字化转型多种公共
需求的综合性平台；后者是以具备数
字化转型核心技术研发与产业链聚
合带动能力的平台企业为主体，通过
市场化运营，提供“上云用数赋智”产
品服务。

截至目前，我市已培育数字化转
型促进中心32家，正加速建成覆盖全
市、功能全面、成效明显的数字化转型
促进公共服务体系，将重点面向中小
企业提供数字化转型服务。

赋能数字经济高质量发展

重庆市数字经济创新发展联合会成立

本报讯 （记者 李志峰）5月12
日，“千方百计拓岗位 攻坚克难促就
业——2022届全国普通高校毕业生就
业促进周（重庆分会场）双选活动”在重
庆大学举行，300家用人单位参会，提
供1万余个岗位，帮助大学生就业。记
者了解到，截至5月10日，我市2022届
高校毕业生去向落实率已达50%左右。

据了解，本次活动由教育部主办，
市教委、市人社局等部门共同承办。
300家用人单位中，国有企业事业单位
有90余家、大型民营企业（含行业 50
强企业）70余家、三资企业12家，占总
数的57.3%；注册资金1000万元以上
的用人单位 246 家，占总数的 82%。
用人单位覆盖制造、金融、建筑、信息

软件、房地产、教育培训等18个行业大
类。

上午9点，双选会正式开始。毕业
生们辗转于各个招聘展台前，挑选自己
心仪的岗位。

“我瞄准的是和自己专业比较对口
的企业。”重庆大学材料科学与工程学
院大四学生王天琦向重庆国际复合材
料有限公司投出了简历。包括王天琦
在内的多名学生告诉记者，他们在选择
时会比较看重薪酬水平、工作环境以及

未来的晋升空间。
中国建筑第八局有限公司西南分

公司人力资源负责人表示，他们更看重
学生的专业素养、沟通交流能力，尤其
看重对环境和工作强度的适应能力。

记者在现场了解到，大部分的岗位
薪资主要集中在每月5000—7000元之
间，部分紧缺、高尖端岗位，如软件工程
师、生物研发等岗位薪资达到了1.5万
元以上。

据了解，2022届高校毕业生就业

促进周活动将持续到本月15日，教育
部“24365校园招聘服务”预计开展线
上招聘会30余场，提供岗位超过80万
个；各地各高校将举办各级各类线上
线下招聘会预计超过1.5万场。

除了本次双选活动，在6月底前，
市教委还将联合有关部门、高校，举办
女大学生专场、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
设2022届高校毕业生就业网络双选、
民营企业线上招聘月等线上线下双选
活动25场。

重庆2022届高校毕业生去向落实率达50%左右
6月底前全市还将举行线上线下双选活动25场

□本报记者 周尤

“听说有画画培训，我以为是搞起
耍，没想到收获这么大，画的画还被乡
政府收藏了。”前不久，在忠县磨子土
家族乡社区便民服务中心举行的首期
画工培训班结业展上，农民画工学员
余善兰拿起手机同在外打工的子女视
频通话，笑得合不拢嘴。

磨子乡地处三峡腹地，是忠县唯
一一个少数民族乡。作为我市17个
乡村振兴重点帮扶乡镇之一，早在
2021年，磨子乡就迎来市纪委监委
帮扶集团各成员单位“真金白银”的
政策和资金帮扶。民盟市委会作为
帮扶集团成员单位之一，也多次开展
帮扶活动。

如何破题乡村振兴中的文化振
兴，是市纪委监委帮扶集团一直在思
考的问题。为充分发挥成员单位优
势，去年5月开始，重庆民盟画院多次
组织各区县盟员到磨子乡调研采风，
并创作了很多相关文艺作品。

“我们可以把綦江农民版画的培
育和运营模式移植到磨子乡来，打造
磨子土家画乡。”重庆民盟画院院长、
綦江农民版画创始人李毅力提出了他

的构想。
随后，磨子土家画乡首期画工培

训班在今年4月12日顺利开班。开
班当天，来自忠县文化馆、中小学美术
教师和农民画工学员等30余人参加
了培训。

农民学员中有男有女，年龄从
20岁到70岁不等，平时主要是拿锄
头种地或在家做饭带娃。学员们在
老师的鼓励和指导下，学习从黑白草
图到吹塑纸刻板上色，家里的菜坛、
地里的西瓜、房前的鲜花，都成了他
们笔下的图画。

4天后的结业展共展出全体学员
用手绘、版画等形式创作的作品40余
件。为鼓励农民画工的积极性，磨子
乡党委政府收藏了11件优秀农民画
作，并在结业仪式上为他们颁发了收
藏证书和收藏费。

按照计划，今年磨子乡还将开展
2至3期画工培训班。磨子乡将在该
乡农文旅项目中开设农民画室，引入
土家版画游学基地、画家写生基地、土
家元素文创产品定制等乡村文化产业
项目，不断探索文化产业赋能乡村振
兴的新路径，真正实现文化产业赋能
乡村振兴。

“土家画乡”绘出乡村新画卷
忠县磨子乡开展农民画工培训，以文化产业赋能乡村振兴

5 月 9 日，北碚区蔡家智慧新城，
中铁建西南绿色智能建筑产业基地，
轨道交通 24 号线盾构隧道管片开始
试生产。

重庆市首个综合性装配式建筑产
业化基地——中铁建西南绿色智能建
筑产业基地近日建成。基地采用模块
化生产建筑配件并在施工现场进行拼
装，把传统的“工地作业”转移到“工厂
作业”，提高工程施工效率、降低人工
成本、减少环境污染。

记者 万难 摄/视觉重庆

装配式建筑
提升施工效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