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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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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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构编码：B0001S250000152 许可证流水号：010945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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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地址：重庆市南岸区南坪珊瑚路4号2栋1-13、14、15号
邮编：401329 电话：023-62918028 批准日期：1987-10-01 发证日期：2022-09-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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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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永川区水电气讯服务队自6月成
立以来，围绕“重大攻坚、企业服务、应
急抢险、志愿便民”四方面，细化落实
工作举措56项，在服务永川区经济社
会发展建设中冲锋在前，在为民服务
中用心用情，架起党群连心桥。

用心服务解客户难题

8月4日，永川区水电气讯红岩共
产党员服务队在火电新苑举行便民服
务公开日活动，通过发放宣传手册、面
对面讲解等形式，为居民解决实际问
题，提供便民服务。

“我们每月都会选定一天为便民

服务公开日，与居民面对面交流，释疑
解惑，并普及安全用电知识，倡导居民
节约用电。”服务队队员、国网永川供
电公司员工魏锟说。当天，服务队共
发放宣传资料200余份，解决居民难题
12项。

永川供电分队还积极开展志愿活
动，专项入户对接户线、表箱进线、表
后线进行检查，排查处理用户安全用
电隐患，实行24小时故障抢修服务，辖
区居民只要有需要，都能看到电力“红

马甲”。
成立以来，红岩服务队已在供电

中心、行政服务大厅设立一站式联合
办理窗口，共同走进金科等大型社区
开展用电、用气、用水、用讯隐患排查
及用能优化指导，累计开展各类志愿
活动6次，切实解决人民群众在水电气
讯方面急难愁盼事项。

联合服务保能源供应

“一张表单、一套资料、不出门就

可以办完水、电、气新装业务，太方便
了！”近日，在服务队对重庆医科大学
附属永川医院（渝西应急医院）用电、
用水、用气联合查勘现场，应急医院的
况先生感慨道。

为解决当前水、电、气设施报装
业务分散、重复申请、重复审批等痛
点问题，永川供电公司积极推动水电
气讯红岩服务队为用能客户提供水
电气业务办理一表办理、一窗受理、
联合查勘、一窗答复等“一站式用能”

便捷服务。这是服务队贯彻落实优
化营商环境决策部署，进一步深化水
电气联合报装服务的首次实践探
索。“这种办理业务的新方式，让群众
省时省心，真正为群众办好实事。”况
先生对水电气联合报装服务表示肯
定。

在迎峰度夏关键期，服务队发挥
专业优势，分别从水、电、气、通讯方面
开展迎峰度夏“保卫战”攻坚行动，制
定并落实各项保障措施37项，有效保

障了永川区度夏期间用能安全可靠。
其中永川供电分队发挥专业优势，全
力保供电，助纾困，优服务，满足用电
需求。利用红外测温成像仪对供区内
重要线路开展“白+黑”模式巡视检查，
加强重点线路、台区特巡、夜巡频次，
全力保障度夏期间电网安全可靠运
行。

接下来，永川区水电气讯红岩共
产党员服务队将紧紧围绕永川“2235”
总体发展思路，深化服务队建设，做好
优质服务，发挥红岩精神，抢抓成渝地
区双城经济圈建设新机遇，为“永川再
立新潮头”贡献力量。 朱芳

国网永川供电公司：水电气讯联合服务 架起党群连心桥

本报讯 （记者 黄乔）9月22日，
重庆日报记者从市人力社保局获悉，即
日起至10月，2022年“百万英才兴重
庆”全国重点高校巡回引才活动全面启
动，将在重庆英才网、重庆人才网开设
活动专栏，联动北京、四川和东北、西
北、两湖地区等地国内重点高校，铺设
引才“快车道”。

据了解，2022 年“百万英才兴重

庆”全国重点高校巡回引才活动将结合
重庆八大支柱产业、33条产业链、国家
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以及数字经
济、互联网、软件业等重点行业的用人
需求，采取线上+线下相结合的方式开
展引才工作。

活动中，线上将在重庆英才网
（www.cqtalent.com）、重庆人才网
（www.cqrc.net）开设专区，并根据引才

类型分为数字经济、智能制造、半导体等
板块，同步链接到各地区重点高校官网，
用人单位可以通过线上专区报名参与活
动，发布引才需求。线下则将适时开展北
京行、西北行、东北行、四川行等多条全国
巡回引才活动，走进北京大学、清华大学、
哈尔滨工业大学等20余所国内重点高
校，帮助用人单位引进合适人才。

截至目前，已有459家次用人单位

报名参加活动，收集到4091个职位需
求，拟招聘人数达2.4万余人。

市人力社保局相关负责人表示，接
下来将继续围绕“百万英才兴重庆”引
才品牌，聚焦全市重点产业需求，采取

“走出去”“请进来”和“线上+线下”相结
合的方式，组织赴全国重点地区及高校
招才引智，为重庆经济社会发展提供人
才支撑。

重庆吹响秋季引才“集结号”
全面启动2022年“百万英才兴重庆”全国重点高校巡回引才活动

□新华社记者 熊茂伶

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21日宣布加
息75个基点，为今年连续第三次如此
大幅度加息。

美联储今年3月以来已累计加息
300个基点，导致美国房地产市场明显
降温、股市动荡、经济增长显著放缓。
分析人士认为，美国通胀形势依然严
峻，美联储延续激进加息政策，可能推
高失业率，加剧经济“硬着陆”风险，并
给世界经济带来更大风险。

加息路径更趋鹰派

美联储主席鲍威尔6月宣布美联
储28年来首次加息75个基点时曾表
示，加息75个基点非同寻常，预计这种
幅度的加息不会经常出现。然而，美联
储9月21日结束为期两天的货币政策
会议后，宣布将联邦基金利率目标区间
上调75个基点到3%至3.25%之间，这
是短短几个月来的第三次。

鲍威尔21日重申了其8月下旬释
放的鹰派信号，即强调美联储降低通胀
的决心，警惕过早放松货币政策、让高
通胀固化的严重后果。

美国劳工部数据显示，今年3月以
来，美国消费者价格指数（CPI）同比增
幅均超过8%，维持高位。

根据美联储当天发布的最新季度
经济预测，美联储官员对今年年底联
邦基金利率的预测中值为4.4%，明显
高于 6 月预测的 3.4%。根据当前情
况，美联储在接下来的两次会议中还
需加息约125个基点才能到达该预测
值。官员们对明年年底联邦基金利率

的预测中值为4.6%，高于6月预测的
3.8%。

富国银行证券首席经济学家杰伊·
布赖森在一份分析报告中说，美联储在
9月会议上进一步加大了对抗通胀的力
度，虽然加息75个基点符合预期，但对
于今明两年的短期利率走势给出了更
为鹰派的路径预测。

芝加哥商品交易所“美联储观察工
具”显示，截至21日晚，交易员预期美
联储11月加息75个基点的概率超过
70%。

经济前景愈加悲观

一些专家认为，美联储75个基点
的大幅加息似乎成为“常态”，这一做法
可能推高失业率，刺破楼市和股市泡
沫，将美国经济推向“全面衰退”，并给
世界经济带来更大风险。

美国企业研究所经济学家德斯蒙
德·拉赫曼对新华社记者表示，为控制
通胀，美联储连续大幅加息，同时以前
所未有的速度缩减资产负债表、收回市
场流动性。他认为，美联储货币政策过

于激进，对政策滞后影响考虑不足，可
能导致失业率上升。

根据季度经济预测，美联储官员对
2023年第四季度美国失业率的预测中
值为4.4%，较6月预测上调0.5个百分
点。美联储官员对今年第四季度国内
生产总值（GDP）同比增速的预测中值
为0.2%，明显低于6月预测的1.7%，更
低于3月预测的2.8%，体现出他们对美
国经济前景的预期更为悲观。

鲍威尔坦言，在遏制通胀、恢复价
格稳定的过程中，要想实现相对温和的
失业率上升、实现经济“软着陆”将非常
具有挑战性。他说，如果货币政策需要
进一步收紧至更具限制性的水平，或者
收紧需要持续更长时间，“软着陆”的可
能性会降低。

美国双线资本公司首席执行官杰弗
里·冈拉克接受美国消费者新闻与商业频
道（CNBC）采访时说，由于经济处于衰退
边缘，美联储应放慢加息步伐。CNBC日
前的一份调查显示，受访者认为美国未来
12个月出现衰退的可能性为52%。

拉赫曼表示，美联储强硬的货币政
策立场已使房地产市场经历严重困难，
也导致股市和信贷市场泡沫破灭，这让
他担忧美国经济不久将陷入“全面衰
退”。另外，美联储政策还导致美元大
幅升值、资本从新兴市场回流，使本已
非常困难的世界经济雪上加霜。

（据新华社华盛顿9月21日电）

美联储激进加息不止 “硬着陆”风险加剧

新华社北京 9 月 22 日电 记者
22日从国家发展改革委了解到，近期
生猪价格持续高位运行，已处于历史
较高水平。为切实做好生猪市场保供
稳价工作，本周国家将投放今年第三
批中央猪肉储备。

下一步，国家发展改革委将会同

有关部门密切关注生猪市场供需和价
格形势，继续投放中央猪肉储备，必要
时进一步加大投放力度，并指导各地
同步投放地方政府猪肉储备。建议养
殖场（户）合理安排生产经营决策，保
持正常出栏节奏、顺势出栏育肥猪，不
盲目压栏惜售，不盲目开展二次育肥。

国家发展改革委：

本周投放今年第三批中央猪肉储备

新华社长春 9 月 22 日电 2022
年9月22日，吉林省长春市中级人民
法院公开宣判全国政协社会和法制委
员会原副主任傅政华受贿、徇私枉法
一案，对被告人傅政华以受贿罪判处
死刑，缓期二年执行，剥夺政治权利终
身，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在其死刑
缓期执行二年期满依法减为无期徒刑
后，终身监禁，不得减刑、假释，以徇私
枉法罪判处有期徒刑十四年，决定执
行死刑，缓期二年执行，剥夺政治权利
终身，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在其死
刑缓期执行二年期满依法减为无期徒
刑后，终身监禁，不得减刑、假释；对傅
政华受贿犯罪所得及孳息依法予以追
缴，上缴国库。

经审理查明：2005年至2021年，
被告人傅政华利用担任北京市公安局
副局长、局长，北京市委常委，公安部
副部长，中央政法委员会委员，司法部
部长及全国政协社会和法制委员会副
主任等职务上的便利，以及职权或者
地位形成的便利条件，为有关单位和
个人在企业经营、职务调整、案件处理
等方面提供帮助，本人直接或者通过

其亲属非法收受财物，共计折合人民
币1.17亿余元。2014年至2015年，
傅政华在担任北京市公安局局长期
间，对其弟弟付卫华涉嫌严重犯罪问
题线索隐瞒不报，不依法处置，致付卫
华长期未被追诉。

长春市中级人民法院认为，被告
人傅政华的行为构成受贿罪和徇私
枉法罪。傅政华受贿数额特别巨大，
犯罪情节特别严重，社会影响特别恶
劣，使国家和人民利益遭受特别重大
损失，论罪应当判处死刑；傅政华徇
私枉法，情节特别严重，社会影响特
别恶劣，亦应依法惩处，并与其所犯
受贿罪并罚。鉴于傅政华归案后如
实供述罪行，尚能认罪悔罪，积极退
赃，提供其他重大案件线索经查证属
实，有重大立功表现，具有法定、酌定
从轻处罚情节，对其判处死刑，可不
立即执行。根据傅政华犯罪的事实、
情节和对国家、社会造成的严重危
害，决定在其死刑缓期执行二年期满
依法减为无期徒刑后，终身监禁，不
得减刑、假释。法庭遂作出上述判
决。

全国政协社会和法制委员会原副主任

傅政华一审被判死缓

新华社长春 9 月 22 日电 2022
年9月22日，吉林省长春市中级人民
法院一审公开宣判江苏省委原常委、
政法委原书记王立科受贿、行贿、包
庇、纵容黑社会性质组织、伪造身份证
件一案，对被告人王立科以受贿罪判
处死刑，缓期二年执行，剥夺政治权利
终身，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在其死
刑缓期执行二年期满依法减为无期徒
刑后，终身监禁，不得减刑、假释；以行
贿罪判处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
身，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以包庇、
纵容黑社会性质组织罪判处有期徒刑
十五年；以伪造身份证件罪判处有期
徒刑六年，并处罚金人民币一万元，决
定执行死刑，缓期二年执行，剥夺政治
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在
其死刑缓期执行二年期满依法减为无
期徒刑后，终身监禁，不得减刑、假释；
对王立科受贿犯罪所得及孳息依法予
以追缴，上缴国库。

经审理查明：1993年至2020年，
被告人王立科利用担任辽宁省北镇满
族自治县公安局副局长、北宁市公安
局局长、锦州市公安局副局长，葫芦岛
市副市长、市公安局局长，辽宁省公安
厅副厅长，大连市副市长、市公安局局
长，江苏省副省长、省公安厅厅长及江
苏省委常委、政法委书记等职务上的
便利，以及职权、地位形成的便利条
件，为他人在企业经营、贷款办理、职
务调整、案件办理等事项上提供帮助，
直接或伙同其特定关系人非法收受他
人给予的财物共计折合人民币4.4亿
余元。王立科为谋求本人及他人职务
晋升等不正当利益，先后多次向公安
部原党委委员、副部长孙力军等人行

贿共计9731万余元。王立科明知娄
河涉黑犯罪组织从事违法犯罪活动，
充当该组织的“保护伞”，长期放任该
组织实施违法犯罪活动，帮助该组织
逃避查禁与打击，并为该组织协调银
行贷款，致使其不断发展壮大，称霸一
方，严重破坏当地经济、社会生活秩
序。王立科还利用职权为其本人及亲
属、特定关系人等违法办理多份虚假
身份证件。

长春市中级人民法院认为，被告
人王立科的行为已构成受贿罪、行贿
罪、包庇、纵容黑社会性质组织罪、伪
造身份证件罪。王立科受贿数额特别
巨大，收受贿赂后为多人谋取职务提
拔、调整，帮助有关企业协调银行贷款
致使巨额贷款无法偿还，还多次利用
职权插手案件办理，严重破坏司法公
信力，犯罪情节特别严重，社会影响特
别恶劣，给国家和人民利益造成特别
重大损失，论罪应当判处死刑；王立科
为谋取不正当利益，给予国家工作人
员以财物，情节特别严重；长期包庇、
纵容黑社会性质组织从事违法犯罪活
动，伪造多份居民身份证件，均属情节
严重，对其所犯行贿罪、包庇、纵容黑
社会性质组织罪、伪造身份证件罪，亦
应依法惩处，并与其所犯受贿罪并
罚。鉴于王立科主动到案，主动交代
办案机关尚未掌握的部分犯罪事实，
积极退缴绝大部分违法所得，具有从
轻处罚情节，对其判处死刑，可不立即
执行。根据王立科犯罪的事实、情节
和对国家、社会造成的严重危害，决定
在其死刑缓期执行二年期满依法减为
无期徒刑后，终身监禁，不得减刑、假
释。法庭遂作出上述判决。

江苏省委原常委、政法委原书记

王立科一审被判死缓据新华社北京 9 月 22 日电 综合
新华社驻外记者报道：乌克兰方面22
日发布消息说，乌俄双方21日进行了
乌局势升级七个月以来最大规模的换
俘行动。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21日表
示，无论需要多长时间，俄特别军事行
动都会持续到实现全部目标。

在21日的换俘行动中，俄方释放
了215名乌方被俘人员，其中包括多名
乌军指挥官和10名外籍人员。作为交

换，乌方释放了乌亲俄反对党领导人维
克托·梅德韦丘克和55名被俘人员。

拉夫罗夫21日在接受美国媒体采访
时指出，西方对乌克兰进行军事开发并将
其领土变成遏制俄罗斯的桥头堡，这“让

我们除了进行特别军事行动别无选择”。
他强调，特别军事行动的目标是保护顿巴
斯地区居民，消除对俄安全威胁，使乌克
兰“去军事化”和“去纳粹化”。无论需要
多长时间，这些目标都将实现。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21日在接受
媒体采访时说，乌方不会取消收复被占
领土的计划，将按计划一步步行动，相
信乌方最终将收复领土。他还表示，乌
方不会向威胁妥协。

乌俄进行七个月来最大规模换俘行动
俄方：目标不变 乌方：不会妥协

9月22日，江北区江滩公园，水位上
涨，裸露的江滩已经“消失”。

近期受上游降雨影响，嘉陵江北碚
水文站、长江寸滩水文站出现旱情后的
第一次较大幅度涨水过程。

据了解，嘉陵江北碚水文站9月21
日23时，出现本轮涨水最高水位，涨幅
10.7米。长江寸滩站水文站9月22日凌
晨 4 时 50 分出现本轮洪峰水位，涨幅
5.51米。

首席记者 龙帆 实习生 尹诗
语 摄/视觉重庆

长江嘉陵江水位上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