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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 黄琪奥）4月4日，
重庆日报记者从大足区政府获悉，重
庆·大足环龙水湖半程马拉松赛将于4
月 22 日在大足龙水湖旅游度假区举
行。届时市民可在悦跑的同时，欣赏大
足区美丽的湖光山色。

据了解，大足环龙水湖半程马拉松
赛由重庆市体育局、大足区人民政府主

办，共设半程马拉松和迷你马拉松两个
项目。其中，半程马拉松比赛长度为
21.0975公里，迷你马拉松比赛长度为5
公里。今年赛事规模拟定参赛人数为
4500 人，除了男、女半程马拉松拟定
2000人参赛，迷你马拉松拟定2500人参
赛之外，还将邀请300组家庭参与“家庭
亲子”迷你马拉松。

2018大足环龙水湖
半程马拉松赛22日开跑

本报讯 （记者 栗园园）4月4日，
“在希望的田野上”乡村振兴报告团走进
江津区，为当地青年干部、高校学生等群
体作了一场生动的报告，引来掌声不断。

“报告会感染力很强，我深刻体会
到，乡村振兴不能有等靠要的思想，基层
干部不能迷茫！”青年干部代表张艺告诉
重庆日报记者，她从小在农村长大，对农
村有极深厚的感情。2011年，她成为广
兴镇沿河村大学生村官。初到沿河村
时，村里很落后，在任期内，她与其他村
干部一起，狠抓基础设施建设，最终实现
了社社通路，家家通自来水，改变了乡村
面貌。

任期结束后，张艺的工作能力得到
组织和村民的认可，从此便留在村里当
了驻村干部。“如今我被调到镇上工作
了，但仍十分关注沿河村的发展。近两
年，村里开始有大学生返乡创业，村民发

展产业的积极性越来越高。”张艺表示，
接下来将在自己的岗位上，继续为乡村
发展奉献力量。

石门镇李家村村委会主任黄长秋表
示，听了报告会受益匪浅，更加坚定了在
农村干一辈子的决心。农业专业毕业的
黄长秋，读大学时就打算毕业后到农村
创业。2010年，他返回家乡，为一位种蘑
菇的业主做种植技术负责人。一年后，
又来到李家村自己发展蘑菇种植，并带
动30余户农户一起参与。

看中黄长秋发展产业的能力，2016
年，通过村民选举，他成为了李家村村委
会主任。“一年多以来，我带领村民发展
晚熟柑橘和乡村旅游产业，去年全村人
均纯收入达到14410元，比2016年提高
2000元左右。”黄长秋表示，下一步将继
续带领村民做大做强现有产业，进一步
增收致富。

“在希望的田野上”乡村振兴报告团走进江津区

乡村振兴 前景广阔

本报讯 （记者 任雪萍 首席记者 李珩）4
月5日，重庆日报记者从红岩联线中心获悉，清明
时节，许多单位和市民自发前往歌乐山烈士陵园悼
念革命先烈。

4月5日清晨，大雨纷飞，陆军军医大学百余名
官兵身披雨衣，来到烈士陵园祭奠革命先烈。敬献
花圈、默哀、重温入党誓词、瞻仰陵园，整个祭奠活
动庄重肃穆，革命先烈的英雄气概在官兵心中升
腾。

“上级的姓名、住址，我知道，下级的姓名、住
址，我也知道，但这都是我们党的秘密，绝不能告诉
你们！”“严刑拷打算不了什么，竹签子是竹子做的，
而共产党员的意志是钢做的。”风雨中，陆军军医大
学基础医学院教员周碧雯为学员们讲述着先烈们
的英勇事迹。

在活动现场，该校基础医学院学员周敬杰动容
地说：“那是一种精神，一种坚贞不屈、追求自由的
斗争精神；是一种信仰，一种坚信共产主义必胜的
信仰。在这个特别的日子，我们重温先烈们的英雄
事迹，让心灵受到了洗礼。”

同样是在大雨中，78岁的刘大爷带着一大家
子10多人来到烈士陵园给烈士献花祭祀。“老爷子
是老共产党员，对党有很深的感情，每年清明节都
要来这里。”老人的大儿子刘兴宇说。

来祭拜的人群中有青丝泛白的老者、正值风华
的中年、朝气蓬勃的青年，还有懵懂未知的孩子们。

4月4日，在烈士陵园悼念的人群里，有一群小
朋友格外引人注目。他们身穿白绿相间的校服，每
人手中拿着一束白色或黄色的菊花，整整齐齐地排
在人群中，等待向烈士献花。据了解，这些小朋友

来自沙坪坝区一家幼儿园。
据幼儿园负责人张萍介绍，当天园里来了

150 名小孩，他们中最小的 2岁多，最大的 6岁
多。“想让孩子们了解历史，知道我们今天的幸福
生活是先烈们作出牺牲换来的，希望孩子们不要
忘记他们。”

重庆日报记者还注意到，在红岩魂广场上一个
白色的小亭子前，不少市民和游客排着队等候着。

“这里可以朗读红岩革命烈士遗作，这些诗都是小
时候课本里有的，很熟悉，录完后还可以将录音下
到手机上分享到朋友圈，很有意思。”正准备录制的
80后郑学英说。

据了解，这是红岩联线与寻声公益组织合作推
出的“朗读寄哀思”活动，市民可以通过朗读《示儿》
《我的自白书》等烈士遗作，缅怀先烈。

我市各界清明凭吊革命先烈 新华社北京4月5日电 （记者 于
佳欣）记者从商务部获悉，中国于5日就
美国进口钢铁和铝产品232措施，在世贸
组织争端解决机制项下向美方提出磋商
请求，正式启动争端解决程序。

商务部条约法律司负责人就此发
表谈话指出，美国 232 措施名为维护

“国家安全”，实为实施贸易保护主义。
美方一方面选择性地排除部分国家和
地区，另一方面对包括中国在内的部分
世贸成员实施了征税措施。美方的这
种做法严重违反多边贸易体制的非歧
视原则，严重违反其在世贸组织项下的

关税减让承诺和有关保障措施的规则
和纪律，损害了中国作为世贸组织成员
的正当权益。

该负责人表示，鉴于美方拒绝根据
世贸规则与中方进行补偿谈判，中方不
得不启动争端解决程序，捍卫合法权益。

美国232调查，指美国商务部根据
1962年《贸易扩展法》第232条款授权，对特
定产品进口是否威胁美国国家安全进行立
案调查。美国总统特朗普3月8日签署公
告，对进口钢铁产品征收25%的关税，对进
口铝产品征收10%的关税，已于3月23日
正式生效。

中国已向世贸组织
起诉美国232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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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4日，酉阳赵世炎烈士纪念馆广场，该县机关干部、部队官兵、中小学
生、社区居民等近1000人参加追思会。

通讯员 杨春来 摄

4月4日，永川区
朱沱镇“铭记·2018
清明祭英烈”主题活
动在朱沱烈士陵园
举行。500 余人走进
烈士陵园，缅怀革命
先 烈 ，传 承 传 统 美
德，增强社会责任感
和使命感。
通讯员 陈仕川 摄

4月5日，云阳教师进修学院志愿者冒着蒙蒙细雨，来到彭咏梧、江竹筠烈士
塑像前敬献鲜花，缅怀先烈，重温入团誓词。

通讯员 刘兴敏 摄

以上信息可在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网站上（www.cbrc.gov.cn）查询。

下列机构经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重庆监管局核准，颁发《中华人民共和
国金融许可证》，现予以公告。

 

















机构编码：B0008X250000001

许可证流水号：658109

业务范围：许可该机构经营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依照有关法律、行政

法规和其他规定批准的业务，经营范围以批准文件所列的为准。

住 所：重庆市渝中区民权路27号37-1、37-2、37-3、37-4

邮政编码：400010 电 话：023-88195577

成立日期：2015-05-08 发证日期：2018-02-24

发证机关：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重庆监管局

华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信用卡中心重庆分中心

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重庆监管局
关于颁发《中华人民共和国金融许可证》的公告

按照中共重庆市委办公厅、重庆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从事生产经营活动事业单位改革的实
施意见》，重庆工会大厦将按规定注销事业单位法人，核销事业编制，且不再继续经营。现重庆工会
大厦已经进入注销清算阶段。请与重庆工会大厦有未结清的债权、债务关系的单位、个人在本公告
首次刊登之日起90日内向重庆工会大厦登记申报，若超过登记期限，则视为放弃法律权利。

一、申报人为重庆工会大厦的各类债权人，包括但不限于资金出借人、担保权人、工程承包人、材
料供应商、已经提起诉讼的原告方、与重庆工会大厦保留劳动关系的个人等；政府机关、事业单位、社
会组织和其他享有债权的个人及单位。

二、各债权人需提交的申报文件包括但不限于：1、债权人的主体资格证明文件。2、债权人申报债权
所依据的合同、协议、收据（收条、欠条）、发票、汇款或存款凭证等相关证明材料的原件及复印件。

三、请各债权人到达现场后按重庆工会大厦要求据实填写债权申报书。
四、各债权人申报债权后，重庆工会大厦将尽快核实。
五、风险提示：请各债权人按本公告内容积极申报债权，如因逾期申报或漏报、瞒报而产生的一

切法律后果将由其本人负责。
六、债权申报时间：本公告首次刊登之日起90日内，工作日的上午9：00至下午17：00。
登记地点：重庆市渝中区中山三路157号汇源大厦1202室。
联系人：陈老师 联系电话：023-63602805
特此公告

重庆工会大厦
2018年4月5日

重庆工会大厦债权申报公告

（上接1版）
顾先华说，作为直接面对老百姓的

普通民警，群众基础最重要，只要平日
真心为群众做事，在大是大非面前，绝
大多数人都会站出来出手相帮。

大家心目中的“好大哥”
总结经验护一方平安

经过多年巡逻，顾先华总结出了一
套特有的巡逻模式。他以自己为“圆
心”，在辖区推行“空中有技防，社区有
联防，单位有自防，楼栋有人防，邻里有
守望，街巷有巡逻”的“六有”防范模式，
带动最广泛的社会力量参与治安管理，
逐步形成辐射到面、直击到点的“同心
圆”式群防群治格局。这套模式在整个
镇全面推开后，辖区刑事、治安类案件
连年下降，居民安全感显著提升。

在派出所，顾先华是大家心中的

“好大哥”。对此，顾先华说是因为自己
年纪最大。同事江树林马上反驳：“我
就比你大。喊你大哥，还是因为榜样、
标杆的作用！”

所长刘彬认同这个说法，他认为先
锋镇派出所能成为江津区3个一级派
出所（公安派出所最高等级）中唯一一
个农村派出所，顾先华的榜样作用功不
可没。他举了一个例子：每天中午在食
堂吃午饭，顾先华都是最后一个坐下，
一定要把手头工作理清了才用餐。

在顾先华办公室，挂着一幅老所长
送给他的书法条幅，写着韦应物的《滁
州西涧》——“独怜幽草涧边生，上有黄
鹂深树鸣；春潮带雨晚来急，野渡无人
舟自横。”老所长以诗喻人，将顾先华甘

为“涧边幽草”的胸襟写进了作品里。

潜移默化影响儿子
家里又添一位民警

回首警察职业生涯，有一件案子曾
在顾先华心里留下了疙瘩。

那是顾先华刚参加工作时，镇上有
个居民带着3岁女儿到工地干活，孩子
不慎走丢。受限于当时的技术手段和
办案条件，女孩一丢就是30多年。

那位父亲悔恨的样子让顾先华难
以忘怀。多年来，顾先华常看中央电视
台公益寻人节目《等着我》，就是为寻找
小女孩的线索。

令人欣慰的是，让顾先华牵挂几十

年的失踪女孩于近日被找到。她在东
莞打工时向警方报警寻亲，通过DNA
比对找到了亲人，父女终于重逢。对顾
先华而言，心里几十年的石头终于放下
了。

顾先华扎根基层、苦干实干的精
神，也潜移默化地影响着下一代。儿子
大学毕业后，同样选择了警察这个职
业，现在就在大足区公安局任职。

提起家人，顾先华有亏欠也有感
激：“过去儿子常常抱怨我没时间陪他，
不过长大后渐渐理解了我。”

“当了30多年警察，现在感觉没以
前利索了，儿子能够接力这项工作，我
感到非常自豪。”顾先华说，自己常提
醒儿子必须以心换心和群众打交道，

“就像总书记说的，要多积尺寸之功。
我们当民警的，只有多为群众做些事、
创造好的社会治安环境，心里才踏
实。”

32年情系社区 赢得群众信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