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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构名称：中国人民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重庆市垫江县支公司
机构负责人：蔡红岗
机构编码：000100500231
原机构住所：重庆市垫江县桂阳街道桂溪大道南二段2号第一层3号、

4号及第8层
现机构住所：重庆市垫江县桂阳街道桂溪大道南二段2号第8层
批准日期：2010年3月31日 邮政编码：408300 联系电话：

023-745184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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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27日
发证机关：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涪陵监管分局

保险业务机构地址变更公告
机构名称：中国人民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重庆市石柱县支公司
机构负责人：李贤明 机构编码：000100500240
原机构住所：重庆市石柱县万安街道都督大道9号隆泰.好望山13幢

2-25、2-26、2-27、2-28、2-29、2-30、2-31、2-32
现机构住所：重庆市石柱县万安街道都督大道9号隆泰.好望山13幢

2-31、2-32
批准日期：2014年11月6日 邮政编码：409100 联系电话：

023-792232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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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日
发证机关：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黔江监管分局

保险业务机构地址变更公告
机构名称：中国人民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重庆市武隆区支公司
机构负责人：蔡宏成 机构编码：000100500156
原机构住所：重庆市武隆区凤山街道南滨路118号2-1、2-2
现机构住所：重庆市武隆区凤山街道南滨路118号2-1
批准日期：2010年5月26日
邮政编码：408500 联系电话：023-777775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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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27日
发证机关：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涪陵监管分局

保险业务机构地址变更公告
机构名称：中国人民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重庆市酉阳县支公司
机构负责人：刘松林 机构编码：000100500242
原机构住所：重庆市酉阳县桃花源街道桃花源大道中路85号碧津商贸广

场裙楼1-4-1A、1-4-1B
现机构住所：重庆市酉阳土家族苗族自治县桃花源街道桃花源大道中

路85号碧津商贸广场裙楼1-4-1A
批准日期：2011年6月13日 邮政编码：409800 联系电话：

023-755672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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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22日
发证机关：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黔江监管分局

保险业务机构地址变更公告

本报讯 （记者 罗芸 见习记
者 罗婧颖）10月28日，投资额达
167亿元的全球最大双甘膦生产项
目在四川广安开建。这是广安设地
建市以来投资最大的单体项目，投产
后将与重庆相关产业形成互补，尤其
是系列电子级化学品将与重庆新能
源产业形成紧密配套。

这个名为“和邦生物年产50万
吨双甘膦”的项目是四川省重点推进
的重大产业项目之一，位于广安新桥
化工园区。预计2024年底项目投产
后，年产值将超200亿元。

广安市相关负责人介绍，该项目
主要生产双甘膦、电池级碳酸钠、亚
磷酸等产品，其中电池级碳酸钠主要
用于生产新能源动力电池、储能电
池，为成渝地区新能源产业和电子信
息产业提供配套。产品主要瞄准成
渝地区双城经济圈的大市场，重点配

套重庆都市圈，建成后将成为重庆发
展新能源产业的重要助力。

据了解，今年发布的《重庆都市
圈发展规划》将四川广安市全域纳入
规划范围，明确将广安打造为重庆都
市圈北部副中心，支持广安与重庆同
城化发展。广安市抢抓历史机遇，挂
图作战抓项目。和邦生物年产50万
吨双甘膦项目签订投资协议后，广安
通过“清单制+责任制+时限制”，实
现了当年签约、当年列入四川省重点
推进项目、当年开工的“三个当年”目
标。

未来，广安市将围绕高端装备、
新一代信息技术、特色消费品、绿色
植保、生物医药、先进材料等产业，突
出关联度、紧密度和互补性，加快建
设重庆先进制造业集群配套基地和
特色产业基地，助力成渝地区双城经
济圈建设高质量发展。

广安开建全球最大双甘膦生产项目
系列产品将为我市新能源产业配套

本报讯 （记者 陈维灯）10月
28日，巴南区举行2022年第三季度
招商项目签约活动，签约项目32个，
涉及生物医药、高端装备、节能环保、
冷链物流、城市提升等多个领域，累
计签约资金203亿元，预计达产后年
新增产值约300亿元。

其中，4个生物医药项目签约入
驻重庆国际生物城，包括嘉士腾类器
官精准医疗项目、狮头高端医用蛋白
研发中试平台项目、狮头销售中心项
目、嘉奥科技智能骨科手术机器人项
目；3个智能制造项目签约入驻重庆
数智产业园，包括应急发电保障项
目、前通新能源汽车配件制造项目、
道博智能工业装备项目。

重庆大江科创城还签约建筑材
料与工程质量检测基地升级改造、汽

车摩托车高端零部件生产等工业转
型升级项目3个；两个绿色环保产业
项目签约入驻惠民智慧总部新城等。

当日，巴南5个电商产业项目竣
工投产，预计新增年产值约106亿
元，将进一步拓宽我市电商物流网络
布局。

这5个项目均是市级物流重点
项目，由申通西南地区总部暨电商物
流科技产业园、霍氏百利威（重庆）国
际电子商务产业园、中通快递西南地
区智能电商总部产业园、京东（重庆）
生态型智慧物流园项目（C区）、重庆
公运南彭物流园（E区）等组成，总用
地面积约785.6亩，总投资约37亿
元，主要运用云计算、大数据、智能仓
储设备等先进技术，打造智能电商产
业园。

巴南区签约32个项目
计划投资203亿元
5个电商产业项目竣工投产

本报讯 （记者 彭瑜）10月28
日，江津区举行招商引资项目集中签
约活动，59 个项目共引资 306 亿
元。截至目前，江津区今年招商引资
总额逾700亿元。

本次签约项目主要涉及智慧农
机、智能制造、生物医药、新材料、消
费品工业、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等
领域。

江津区相关负责人介绍，本次签
约了8个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产业
项目，共协议引资26亿元，其中，重
汽（重庆）轻型汽车有限公司拟在西
部（重庆）科学城江津片区投资8亿
元，建设重庆汽车公司F平台皮卡项
目；举视（深圳）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拟在江津综保区选址150亩，计划投

资10亿元，建设新能源充电桩产业
园项目。

作为我市唯一的农机特色产
业基地，江津目前有农机装备相关
企业20余家，年产值近25亿元，占
全市农机装备年产值的 25%左
右。此次签约，该区又引入重庆耕
佳科技有限公司、重庆润林机械有
限公司两个智慧农机项目，分别投
资1亿元，在西部（重庆）科学城江
津片区建设农耕机组装和研发生
产项目。

此外，该区还引进了国内烘焙油
脂市场著名品牌南侨食品，计划投资
4.8亿元在德感工业园建设淡奶油、
冷冻面团生产加工基地，全力打造研
发生产基地、物流基地等。

江津区集中签约
59个项目引资306亿元

项目涉及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智慧农机等领域

本报讯 （记者 张莎 实习
生 王凯）10 月 28 日，大渡口区
2022年秋季项目集中开工，涉及茄
子溪·长江音悦港、龙湖剑峤天街等
项目 34 个，计划总投资约 140 亿
元。

据了解，茄子溪·长江音悦港为
中交茄子溪港停运后转型升级项
目，计划总投资80亿元，占地面积
约467亩，建筑面积约71.4万平方
米，建设内容包括住宅、商业、商务、
娱乐康体、公共交通站及配套基础
设施，其中包括大渡口区首个五星
级酒店。大渡口区相关负责人介
绍，这一片区作为滨江湾区的“金腰
带”，将助力大渡口区“公园大渡口、
多彩艺术湾”发展战略落地实施，打

造“生活音乐化，音乐生活化”的音
乐文旅产业标杆和艺术生活“示范
链”。

新开工的龙湖剑峤天街为大渡
口区首个龙湖天街项目，位于大渡口
建桥板块、长江文化艺术湾区中心，
占地面积约95亩，建筑面积约17万
平方米，将建设人文展示中心、室内
娱乐活动中心、艺术体验街区、商务
办公楼宇。

此外，为缓解大渡口区实验小学
学位紧张，大渡口区还启动了区实
验小学扩建工程，该项目位于九宫
庙片区，办学规模48个班。“学校预
计 2024 年秋季开学，可增加2100
多个学位。”大渡口区教委相关负责人
介绍。

大渡口区2022年秋季项目集中开工
34个项目总投资140亿元

□本报记者 黄乔

10月28日，重庆日报记者从重庆
市人力社保局获悉，今年以来，我市实施
困难人员就业帮扶专项行动和就业援助

“暖心活动”，前三季度，全市帮扶11.58
万名困难人员就业，同比增长17.09%，
零就业家庭保持动态清零。

大数据赋能

提高就业帮扶精准度

实现高质量充分就业，抓住重点群
体是关键。

据了解，市人力社保局结合全市人
力资源信息库建设，开展登记失业人员
与低保家庭、零就业家庭、脱贫家庭、持
证残疾人等数据交互比对，通过电话联
系、上门走访，动态掌握困难人员就业失
业情况，为分类精准帮扶提供信息支持。

“我以为年龄大，手脚不方便，再也
找不到工作了！”49岁的樊国群是大渡
口区跳磴镇村民。初中文化水平的他，
伴有四级肢体残疾，家庭生活较为困难。

在今年困难人员就业帮扶的入户走
访过程中，跳磴镇劳动就业和社会保障
服务所工作人员录入了樊国群的信息。

“我登记后，就陆续接到推送的岗位
和招聘会信息。”樊国群说没多久，他便在
大渡口建桥园区找到一个清洁工的岗位。

樊国群感叹，“在政府的帮助下能重
回岗位，真的太感激了！”

其实，樊国群找到工作，是我市依托
人力资源信息库建设，推行岗位精准推
送，促进供需对接的一个典型案例。

市人力社保局相关负责人介绍，全

市结合困难人员具体情况和就业意愿，
分类推送有针对性的岗位信息。比如，
向“4050”大龄失业人员重点推送物业
保安、家政服务等年龄要求不高的岗位；
向低保家庭、零就业家庭、脱贫家庭人员
重点推送工厂普工、以工代赈等技能要
求低的岗位；向有就业意愿的残疾人重
点推送保绿保洁、手工制作等家门口就
业岗位。截至目前，全市已精准推送岗
位31.2万个。

同时，我市还积极推行就业政策免
申即享、直补快办，通过大数据主动查找
符合政策享受条件的对象，加快兑现落
实各项补贴资金。

发挥联盟作用

增强就业帮扶有效性

家住开州区谭家镇的脱贫人员唐永
富近几年一直辗转在上海、广州等地务
工。积累了一定的技术后，他决定回家
乡创业。

“我想在老家开一个汽修厂，但资金
不够。”唐永富说，后来他通过人社部门
组建的创业联盟，申请到创业担保贷款
20万元。

如今，小唐的汽修厂年利润有10万
余元，经营步上正轨。

“我们通过整合各方资源，打好政策
服务‘组合拳’，增强对困难人员就业帮
扶的有效性。”该负责人介绍，在创业联
盟方面，我市为有创业意愿的困难人员
提供全过程、精细化服务，提升创业成功
率。今年前三季度，已帮助1066名困难
人员成功创业。

在就业服务联盟方面，通过设立企

业服务专员，挖掘企业岗位资源，实现用
工需求动态掌握、人员招募高效对接。
今年前三季度，组织开展困难人员专场
招聘对接595场次，促进1.19万名困难
人员与各类用人单位达成就业协议。

在培训联盟方面，整合全市400余
家培训机构资源，围绕全市产业发展需
要，对有就业意愿缺乏就业技能的困难
人员开展职业技能培训。今年前三季
度，组织开展161个职业工种培训，培训
困难人员15.5万人次。

各方联动发力

促进就业帮扶多元化

“我家就在这个村，这下是真正实现
在家门口上班了。”刘桂群是綦江区新盛
街道石桥村的脱贫人员，一直在当地就
业帮扶车间——大耳朵口袋动物园工
作，目前每年为家庭增收5万余元。

和刘桂群一样，当地还有14名困难
人员都在就业帮扶车间实现了“家门口”
就业。

据介绍，目前，我市已创建就业帮扶
车间510个，建设零工市场67个，为困
难人员提供就近就业机会。同时，依托
国有企事业单位和大中型企业，设立低
门槛、有保障的爱心岗位，定向招聘困难
人员就业。开发基层协管、护林护水等
公益性岗位，兜底安置困难人员。

“我们还积极推进‘城区步行15分
钟、乡村辐射5公里’人社便民服务圈建
设，优化布局就业服务网点。”该负责人
透露，目前已创建国家级充分就业社区
38个，市级充分就业社区（村）305个，培
育劳务经纪人 1.4 万人、职业指导师
2000余人。

下一步，市人力社保部门将持续帮
扶困难人员就业，加大就业技能培训力
度，让困难人员掌握一技之长，提高就业
质量和稳定性。

重庆前三季度帮扶近12万困难人员就业

本报讯 （首席记者 龙丹梅）10
月28日，位于北碚区静观镇王朴村的
王朴公园建成开园。王朴公园占地80
余亩，陈列了王朴烈士的生平事迹，串
联起了王朴烈士陵园和红色文化公园
两条红色路线，从而展现红色文化、弘
扬红岩精神。

70多年前，王朴在母亲金永华的
支持下，变卖家产创办莲花小学、莲花
中学，接办志达中学(现王朴中学)，掩
护党员干部，后因叛徒出卖被捕，于新
中国成立前夕壮烈牺牲，时年28岁。
王朴村就是王朴烈士及其母亲金永华
女士的长眠之地。

公园内打造了进步广场、宣誓广场、
继志广场等景观，串联起“英雄儿子 伟
大母亲”“毁家纾难助革命”等五个主题
故事，将王朴烈士短暂而辉煌的一生融
入公园的景观小品中，让游客在游园的
过程中感受红色文化、感悟红岩精神。

感受红色文化 感悟红岩精神

王朴公园开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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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 赵迎昭）10月28
日，重庆市打造全国户外运动首选目的
地新闻发布会举行。记者从会上获悉，
我市将进一步升级打造全国户外运动首
选目的地，推动体育事业高质量发展，助
力体育强市建设。

据了解，2018年以来，重庆在全国
率先提出打造全国户外运动首选目的
地，并出台了《打造全国户外运动首选目
的地行动计划（2018-2022年）》。经过
不懈努力，这项工作成效初显——近
300场各类户外运动赛事活动在重庆成
功举行，各类赛事参与规模达500多万
人次；以打造马拉松、山地户外、自行车、

铁人三项、龙舟等13类户外赛事活动为
重点，推出国际国内户外品牌赛事活动
144个。

进一步升级打造全国户外运动首
选目的地，重庆将如何发力？重庆市体
育局副局长杜学勇介绍，在做好规划方
面，准备编制出台《打造全国户外运动
首选目的地行动计划（2023- 2027
年）》，目前正在组织编印《重庆户外运
动指南》。

在夯实户外运动赛事硬件基础方
面，在盘活现有 5个体育旅游示范区
（全域体育旅游·万盛示范区、武陵山
区户外运动·武隆示范区、都市体育
旅游示范区、三峡库区体育旅游示范
区、现代时尚体育旅游·龙兴示范区）
基础上，拓展新的多元化户外运动基
础设施。

在分级分类打造提升方面，积极申
办、引进一批在国际国内具有影响力的

户外运动赛事；进一步提升重庆马拉松、
中国武隆国际山地户外运动公开赛、重
庆国际铁人三项赛等户外运动品牌赛事
办赛水平和规模，打造重庆自有IP的代
表性赛事；充分挖掘和盘活各区县特色
资源，开发和组织一批具有特色的户外
运动休闲项目。

在推动“体育+”融合发展方面，深
化户外运动与旅游、健康、教育、科技、乡
村振兴等的融合发展。

重庆将升级打造全国户外运动首选目的地

本报讯 （记者 杨永芹）10月28
日上午，重庆市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基
础设施项目首批站点暨广阳湾智创生态
城示范区开工。首批充换电站点约30
个，预计明年投运，届时总充电车位约
800个，更多市民在家门口就可为爱车
充电。

为加快规划建设新型能源体系，今
年，我市先后出台了《重庆市建设世界
级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产业集群发展
规划（2022—2030年）》《重庆市推进智
能网联新能源汽车基础设施建设及服
务行动计划（2022—2025年）》，明确由
重庆市地产集团组建绿色能源公司，建
设“适度超前、布局均衡、智能高效”的

全市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基础设施和
服务体系，并以广阳湾智创生态城为核
心，以南山、南坪、南滨路为重点，加快
打造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基础设施示
范区，全面推动广阳湾智创生态城建设
发展。

市地产集团相关负责人介绍，此次
集中开工的充换电站点，主要分布在南
岸区、经开区、两江新区、巴南区、九龙坡

区，占地总面积8万平方米，充电车位约
800个。这些站点主要建在公园、绿地
等居民区附近，配套了体验展示、综合服
务等功能。

以此次开工的刘家坪轨道站生态停
车场项目为例，它位于南岸区刘家坪轨
道站西南侧，占地面积10247.3平方米，
总停车位123个，其中充电车位71个
（含6个超充，大巴车充电车位9个），新

建侧入式换电站1座，预留穿越式换电
站1座。

重庆市绿色能源公司副总经理罗再
谦介绍，广阳湾智创生态城示范区项目
规划建设公共充换电基础设施等27项
任务，将建成全市充换电“一张网”建设
运营管理示范模式。届时，市民通过一
个App就可在重庆范围内为爱车便捷
充电。

重庆市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基础设施项目首批站点开工
首批充换电站点约30个、总充电车位约800个，预计明年投运

我市前三季度
困难人员就业帮扶

聘聘

全市帮扶11.58万名困难人员就业

11.58万名

595场次
组织开展困难人员专场招聘对接
595场次

组织开展 161个职业工种培训，
培训困难人员15.5万人次

15.5万人次

创建国家级充分就业社区38个，市
级充分就业社区（村）305个

38个

资料来源：市人力社保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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