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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日报传媒有限公司对《重庆日报》
2023年度金融行业广告代理进行招标，现
将相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招标项目：
2023年度《重庆日报》金融行业广告

（行业设置、行业界定等具体内容见标书）。
二、投标人资格要求：
（一）一般资格条件
1.具有独立承担民事责任的能力；
2.具有良好的商业信誉和健全的财务

会计制度；

3.具有履行合同所必需的设备和专业
技术能力；

4.有依法缴纳税收和社会保障资金的
良好记录；

5.参加本次采购活动前三年内，在经营
活动中没有重大违法记录；

6.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其他条件。
（二）特定资格条件
投标人营业执照经营范围须包含：广告

或广告相关业务。
三、报名和招标文件发售期：2023年1月

12日-2023年1月16日17:00时。
五、投标文件递交截止时间：2023年1

月18日北京时间10:00时。
六、投标地点：重庆市渝北区同茂大道

416号（10楼会议室）。
七、联系方式
联系人：万老师
电话：023-63907714
地址：重庆市渝北区同茂大道416号

重庆日报传媒有限公司
2023年1月12日

2023年度重庆日报金融行业广告代理招标公告

近期，江北区开展“新春走基
层·理论进万家”系列活动，“老马”
宣讲队走进观音桥街道星光社区
和华新街街道桥北社区，面向社
区居民宣讲党的二十大精神。“老
马”和“小马”们将理论宣讲与曲
艺表演、知识抢答等形式结合，寓
教于乐、融入生活，推动党的二十
大精神深入基层、深入人心。据
了解，“老马”宣讲队是江北区以
改革先锋、时代楷模马善祥为领
军人物组建的理论宣讲队伍。“老
马”本人获评全国基层理论宣讲
先进个人，“老马”宣讲队获评全
国基层理论宣讲先进集体，成为
全国性“双先进”特色宣讲品牌。
近年来，“老马”宣讲队累计开展

各级各类宣讲12680余场次，覆
盖受众达75.8万余人次，推动党
的创新理论走进千家万户。

由“老马”带“小马”
“独角戏”变“大合唱”

“老马”宣讲队采取“1+N”的
方式组建，“1”即“老马”马善祥，

“N”即由“老马”发展带动的若干
“小马”，形成多行业、多层次、跨
领域的“小马大合唱”。“小马”们
既有来自机关和企事业单位的党
员干部，也有“全国优秀共产党
员”李玉珍、“中国好人”李东江等
基层榜样，还有来自基层各行业
各领域的“百姓名嘴”，他们根据
自身工作岗位、职责和专业领域

进行宣讲，用群众的语言走进群
众、用群众的语言说服群众、用群
众的语言引导群众，切实推动党
的创新理论“贴地飞行”。

以平台定主题
“灌输式”变“订单式”

“老马”宣讲队不断强化“搭
台”意识，推出“订单服务”，根据不
同群体、不同需求，在不同平台侧
重不同宣讲主题，使宣讲内容更
加分众化对象化。以“新时代文
明实践站”为平台，重点讲理论。

“老马”宣讲队依托124个新时代
文明实践站，结合“六讲”志愿服
务，围绕党的二十大精神、市委六
届二次全会精神等主题，针对不

同群体开展“与己有关”的基层理
论靶向宣讲。以“百姓论谈”为平
台，重点讲民生。“老马”宣讲队围
绕“两眼向下”服务群众，策划“民
生实事大家谈”等话题12个，把理
论宣讲与为民服务有效结合。以

“榜样面对面”为平台，重点讲事
例。在“老马”的带动下，李玉珍、
李东江、曾美华等先进代表与群
众面对面畅谈交流，使榜样们的
事例变得生动、鲜活、直抵人心。

用形式活内容
“要我听”变“我要听”

“老马”宣讲队把“讲理论”和
“讲故事”“讲问题”“演文艺”结合
起来，突出“短、平、快”，贴近实

际、贴近生活、贴近群众。“故事
性”宣讲深下去。“老马”宣讲队立
足“微”字讲理、讲情、讲事，从小
事理中讲好大道理。比如，讲述
社区“小马”劝离危房群众、送孕
妇就医等故事，反映出“只要是群
众的事就没有一件是小事”。“互
动式”宣讲动起来。“老马”宣讲队
引导群众主动上台讲问题、讲感
受，用互动的形式帮助群众在政
策上解“渴”、在思想上解“惑”。

“文艺式”宣讲活起来。“老马”宣
讲队把关系群众切身利益的问题
进行艺术再加工，将知识以群众
喜闻乐见的方式展演出来，让“文
艺”成为理论政策最好的“翻译”。

王子航

江北区“老马”宣讲队 推动党的创新理论“飞入寻常百姓家”

1月10日，江北区观音桥，“老马”宣讲队在社区宣讲党的二十
大精神 崔力 摄/视觉重庆

经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两江监管分局批准，撤销光大永
明人寿保险有限公司重庆分公司长寿支公司，其《保险许可证》（机构
编码：000036500115,序号：00081950）自登报之日起失效，任何单
位或个人不得再以上述机构名义开展业务。

公司将本着保障投保人、被保险人或受益人合法权益的原则，依
法妥善处理支公司撤销后的相关善后事宜，确保后续服务工作到位。
原有的人员、业务及各项工作转入光大永明人寿保险有限公司重庆市
涪陵区中心支公司。

联系电话：023-87860230
特此公告

光大永明人寿保险有限公司重庆分公司
2023年1月10日

光大永明人寿保险有限公司
重庆分公司长寿支公司撤销公告

关于颁（换）发《中华人民共和国金融许可证》的公告
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重庆监管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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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重庆北碚蔡家支行

机构编码：B0002S350040054
许可证流水号：010947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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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市北碚区
蔡家岗镇同华路182号、184号

邮编：400799 电话：023-63975420
批准日期：1981-01-05 发证日期：2022-12-28
发证机关：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两江监管分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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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周松

开州区公安局云枫派出所宝华社
区警务室的墙上，挂着30面群众送来
的锦旗。这些锦旗都是多年来大家对

“渝警楷模”、开州区社区民警彭必学
的认可。

彭必学今年57岁，从警18年来，
他一直在一线与群众打交道。他用自
己的真情付出，换来社区居民的信任。

“这面锦旗是一位姓程的居民送来
的。”提起锦旗，彭必学很是感慨，因为

每一面锦旗背后，都有一个故事。
2019年8月的一个早上，彭必学

发现警务室门口孤零零地站着一个1
岁多的小男孩。

“我当时以为是孩子走丢了。”彭必
学赶紧通过各种方法，找到了孩子的家
人程某。让他没想到的是，程某说，由
于家境困难，家里养不起这个孩子，孩
子一直没上户口，希望民警能帮孩子找
一个归宿。

“这么小的孩子远离父母，对孩子
的成长肯定不利。”彭必学经过多方奔
走，与治安户籍部门联系，通过相关政
策为孩子上了户口，并协调相关部门给

孩子办理了每个月800元的临时生活
救助，缓解了家庭困境。

事后，程某送来一面锦旗——“不
忘初心勇担当、牢记宗旨为人民”，对彭
必学表示感谢。

在警务室的办公柜里，保留着上百
封群众送来的感谢信，其中一封写道，

“对警察这种认真负责、全心全意为人
民服务的精神，我们全家人表示衷心的
感谢……”

字里行间，灼灼真情。
原来，在2021年4月的一个晚上，

彭必学回家路过一个停车场，发现一位
七十多岁的婆婆坐在地上，彭必学立即

上前查看。
得知老人不小心摔伤了，彭必学立

即表明身份，并询问老人亲属的联系方
式，同时联系了云枫派出所请求增援，
将受伤的老人送至医院，直到老人的家
属赶到现场，自己才悄悄离开。

事后，老人的家属特地到警务室，
对彭必学表示感谢。

在社区民警的岗位上，彭必学先后
5次勇救落水者，无偿献血6000毫升，
寻亲、救伤、关爱刑满释放人员。此外，
他还创新社区警务方法，将亲身实践总
结为《老彭工作法》，调解矛盾纠纷成功
率达99%。

开州区社区民警彭必学：

30面锦旗和上百封感谢信中饱含群众认可

本报讯 （记者 陈钧）1月 11
日，“2021十大重庆经济年度人物”评
选颁奖典礼在两江协同创新区融合创
新中心举行揭晓。

据介绍，此次评选活动由重庆市
委组织部、市委宣传部、市委统战部指
导，重庆日报报业集团和重庆两江新
区管委会共同主办。现场除颁布了

“十大重庆经济年度人物”外，还颁布
了“十大重庆经济年度创新人物”“十
大两江新区经济年度人物”“重庆经济
改革创新案例”“成渝地区协同发展创
新案例”等奖项，30位活跃在重庆经
济建设第一线的年度人物和16项创
新案例斩获殊荣。

“十大重庆经济年度人物”评选一
向被视为重庆经济发展的“风向标”。
据活动主办方介绍，这些参评人的上
榜，显示出重庆已集聚了一批具有行
业领导力的科技型企业，为重庆融入
并引领国家战略抢占了先机，同时，标
杆性的“人物”不仅为重庆经济各领域
树立了“榜样”，更进一步激发了创新
创业创造活力，推动重庆科技创新、产
业转型升级将迈入新阶段。

本届获奖者所在的企业中，2021
年营业额过千亿元的1家，过百亿元
的4家，过十亿元的16家；2021年纳
税额过亿元的7家，过千万元的20
家；研发经费过亿元的9家，过千万元
的 26家；研发投入强度超 5%的 17
家。

“十大重庆经济年度人物”评选活
动已连续开展14届，见证了重庆经济
的高速发展，历届评选出的年度经济
人物，更是重庆经济飞速发展的引领
者。

值得一提的是，本届评选活动在
原有人物类奖项的基础上，增设“重庆
经济改革创新案例”和“成渝地区协同
发展创新案例”2个奖项，受到社会热
切关注，吸引各界踊跃报名。

本次获选的30位经济年度人物，
奋斗于汽车、电子信息、高端装备、生
物医药等重庆优势产业，其中不少来
自新材料、半导体、光电传感设备等战
略性新兴产业。他们正带领着企业和
优秀人才在新兴产业的新赛道上跑出
加速度。

以榜样力量激发创新创业创造活力

“2021十大重庆经济年度人物”揭晓

本报讯 原重钢职工大学副校
长、享受按副省（部）长级标准报销
医疗费待遇离休干部董文平同志，

因病于2023年 1月 9日逝世, 享
年99岁。

董文平同志系河北新乐人，
1941年1月参加革命工作，1946年
2月加入中国共产党。

董文平同志逝世

本报讯 原四川省重庆市市中
区人大常委会副主任、享受副省（部）
长级医疗待遇离休干部裴其亮同志，
因病于2023年1月11日逝世，享年
101岁。

裴其亮，男，汉族，山西文水人，
1921年12月出生，1938年1月参加
革命工作，1941年5月加入中国共
产党。

裴其亮同志1938年1月至1938
年 9月晋中120师独立旅715团战
士、班长；1938年9月至1945年8月
晋绥二分区供给部被服厂工人、班
长、组长；1945年8月至1947年12
月晋绥三纵队供给部军需科科员、晋

绥公安总局保卫训练队学员；1947年
12月至1950年1月晋绥军区后勤部
被服一厂保卫干事、副政治指导员，
西北军区后勤部军需部政治指导员；
1950年1月至1959年8月西南军区
后勤部军需部工管处政治指导员、政
治协理员，五O四厂党委书记；1959
年8至1978年6月四川省重庆市沙
坪坝区工业局副局长，沙坪坝区委组
织部副部长、部长；1978 年 6月至
1980年9月四川省重庆市市中区区
委常委、组织部部长；1980年9月至
1983年12月四川省重庆市市中区
人大常委会副主任；1983年12月离
职休养。1994年11月提高享受正
局级政治、生活待遇；2015年10月
提高享受副省（部）长级医疗待遇。

裴其亮同志逝世

本报讯 原四川省重庆市人民
政府参事室主任、享受按副省（部）长
级标准报销医疗费待遇离休干部辛

玉同志，因病于2023年1月9日逝
世，享年89岁。

辛玉同志系上海人，1949年 6
月参加革命工作，1949年12月加入
中国共产党。

辛玉同志逝世

本报讯 （记者 吴刚）1 月 11
日，“发言人来了”活动走进两江新区，
市场监管部门就促进公平竞争等政策，
与企业负责人面对面交流。记者从活
动中获悉，为维护公平竞争，去年我市
开展了政策措施清理，各区县、市级各
部门共清理文件14370件，其中修订废
止86件。

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双反处副处长
刘庆介绍，据2021年人民智库调查报
告显示，超半数受访者认为现阶段我国
国内市场分割、地方保护等问题不同程
度地干扰了市场秩序。

据介绍，去年，我市聚焦妨碍各类
市场主体依法平等进入和退出、限制商
品自由流动、实行差别性和歧视性优惠
政策、不当干预市场主体生产经营行为

等4个方面，印发通知要求市政府各部
门、各区县人民政府出台的政策措施进
行清理。

同样是维护公平竞争，《重庆市反
不正当竞争条例》已于今年1月1日正
式施行。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法规处副
处长林萌介绍，该条例在确立竞争中立
原则、完善市场混淆行为的处罚规定、
补充规制了商业贿赂中的受贿行为、禁
止借助垄断行为实施不正当竞争等方
面，均有制度创新。

市市场监督管理综合行政执法总
队副总队长胡健禾介绍，为维护公平竞
争，我市加大了对垄断和不正当竞争违
法行为的查处力度，去年共查处行政性
垄断案件6件，查办不正当竞争案件
402件。

维护公平竞争

去年我市修订废止86件政策措施

2 0 2 2 年 度 最 美 渝 警 楷 模

据新华社北京 1 月 11 日电 （记
者 谢希瑶）记者11日从商务部获悉，
商务部等14部门研究确定了内外贸一
体化试点地区名单，包括北京市、上海
市、江苏省、浙江省（含宁波市）、福建省
（含厦门市）、湖南省、广东省（含深圳
市）、重庆市、新疆维吾尔自治区。

据了解，《商务部等14部门办公厅
（室）关于公布内外贸一体化试点地区
名单的通知》已于近日下发。通知要
求，试点地区商务主管部门要牵头会同
有关单位建立试点工作联系机制，加强
组织协调，进一步完善试点工作方案，
紧密围绕完善内外贸一体化体制机制、
提高内外贸一体化发展能力、优化内外
贸一体化发展环境确定试点目标、试点

任务和职责分工，细化配套政策和工作
措施，制定时间表、路线图，确保试点工
作落到实处、取得实效。计划单列市可
结合实际，单独制定试点工作方案并实
施。

通知提出，要突出目标导向，聚焦
若干重点产业，力争培育一批内外贸一
体化经营企业，打造一批内外贸融合发
展平台，形成一批具有国际竞争力、融
合发展的产业集群，建立健全促进内外
贸一体化发展体制机制。要突出问题
导向，梳理解决一批市场主体在开展内
外贸一体化经营中遇到的实际问题。
要及时评估总结，形成一批可复制推广
的经验和模式，为促进内外贸融合发展
发挥示范带动作用。

重庆等9地入选内外贸一体化试点地区

王 俊 重庆长安汽车股份有限公司董事、总裁、党委副书记
邓荆辉 三一重机（重庆）有限公司总经理
李茂顺 新大正物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
李儒冠 中机中联工程有限公司原党委书记、董事长
杨泽民 重庆望变电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兼总经理

林其鑫 重庆琪金食品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
罗礼雄 重庆万国半导体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
段彩均 重庆化医控股（集团）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
郭剑霓 马上消费金融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董事
谢文辉 重庆农村商业银行党委书记、董事长

2021十大重庆经济年度人物（按姓氏笔画排序）

北碚区：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三个一”机制
重庆交通开投集团：城市交通一体化管理体系
重庆征信有限公司：“碳惠通”生态产品价值实现平台
大渡口区：高质量建设国家产业转型升级示范区
涪陵区：中国榨菜指数平台

两江新区：科技跨境贷
荣昌区：国家畜牧科技城
中国（重庆）自由贸易试验区：涉外商事诉讼、仲裁与调解

“一站式”纠纷解决机制

2021重庆经济改革创新案例（按首字音序排序）

王 岳 重庆广阳岛片区长江经济带绿色发展示范建设领
导小组办公室常务副主任，重庆广阳岛绿色发展
有限责任公司党委书记、执行董事、总经理

刘 建 重庆中车四方所科技有限公司、重庆中车四方所
智能装备技术有限公司总经理

李方忠 重庆水泵厂有限责任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
何 峰 重庆新铝时代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

宋晓平 重庆兴亚控股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
陈 锦 重庆高新技术产业研究院有限责任公司董事长
郑道勤 重庆中科摇橹船信息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
唐 毅 重庆首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党总支副书记、总经理
蒋凌峰 重庆智睿投资有限公司董事长、重庆智飞生物制

品股份有限公司副总裁
谭本宏 阿维塔科技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

2021十大重庆经济年度创新人物（按姓氏笔画排序）

王亚龙 重庆宇隆光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
朱 冬 重庆七腾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
李 志 重庆赛迪热工环保工程技术有限公司原党委书记、

董事长，现任中冶赛迪集团有限公司副总经理，
中冶赛迪信息技术有限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

杨大勇 重庆长安新能源汽车科技有限公司原党委书记，
现任长安福特汽车有限公司执行副总裁

余启焕 重庆富沃思医疗器械有限公司董事长
陈 强 重庆凯瑞动力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
周 刚 华能重庆两江燃机发电有限责任公司总经理
娄源发 力帆科技联席总裁、重庆睿蓝汽车科技有限公司

董事长兼CEO
赖永赛 峰米（重庆）创新科技有限公司CEO
蔡姬妹 重庆博硕光电有限公司董事长

2021十大两江新区经济年度人物（按姓氏笔画排序）

成渝长江“水上穿梭巴士”开航
川渝共建万州新田港
川渝构建公共资源交易一体化发展
川渝高竹新区探索跨省域一体化发展
川渝携手跨界河流联防联控联治

“关银一KEY通”川渝一体化模式
渝绵住房公积金跨区域资金融通使用
中欧班列（成渝）号开行

2021成渝地区协同发展创新案例（按首字音序排序）

五大奖项榜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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