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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构名称：阳光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重庆分公司

机构负责人：雷万春 机构编码：000127500000
原机构住所：重庆市渝中区华盛路10号7层1#、2#

现机构住所：重庆市渝中区华盛路10号7层1#、2#、4层1#

成立日期：2008年06月18日

邮政编码：400000 联系电话：023-63318888
业务范围：在重庆市行政辖区内开办以下业务：人身保险、健康保险、意外

伤害保险等各类人身保险业务；上述保险的再保险业务；经保

监会批准的其他业务。

发证日期：2018年3月22日

发证机关：中国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重庆保监局

保险业务机构地址变更公告

机构名称：阳光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重庆市永川中心支公司
机构负责人：谢华安 机构编码：000127500118
原机构住所：重庆市昌州大道东段8-6、8-7、8-8、8-9、8-10、8-11、8-25、8-26
现机构住所：重庆市昌州大道东段8-6、8-7、8-8、8-9、8-10、8-11、8-25、8-26、8-28
成立日期：2009年06月19日
邮政编码：400000 联系电话：023-49575680
业务范围：在重庆市行政辖区内开办以下业务：人身保险、健康保险、意外伤害保险等各类人身

保险业务；上述保险的再保险业务；经保监会批准的其他业务。
发证日期：2018年4月17日
发证机关：中国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重庆保监局

保险业务机构地址变更公告

4月23日，当重庆日报记者来到永
川和大足交界处的巴岳山脉西山片区小
白岩时，发现绿水青山间，竟有近20个
巨大的黄黑色土坑，让人触目惊心。

巴岳山脉西山片区位于《重庆市生
态保护红线划定方案》中划定的生态保
护红线内。那么，是谁在此挖出这占地
近40万平方米的20个大坑，肆无忌惮地
破坏生态环境？

4月20日15时，接到群众举报后，
重庆市环境保护集中督察第十督察组当
即将案件转交永川区办理。

永川区相关部门立即成立联合执法
队，初步调查了解情况后，决定当晚便
在小白岩区域进行布控。

近20个盗挖点，盗挖山体
总面积近40万平方米

当天夜里20时，小白岩区域雨雾迷
蒙，一片漆黑。30名干警，已在此蹲守近
1个小时。

“来了，准备。”山路上，挖掘机、货车
等车辆发动机发出的轰鸣声由远及近。
夜色里，两台挖掘机和7辆货车在山路
上一字排开，缓缓向着一个采挖作业坑
驶去。

这些车辆刚刚停稳，执法人员便一
拥而上，当场抓捕了两名挖掘机驾驶员
和7名货车司机，并扣押了所有车辆。

4月23日，当重庆日报记者来到抓
捕现场时，发现该作业坑长约200米，宽
约100米，被严重破坏的山体上不断有
碎石落下。

第十督察组工作人员说，在已经发
现的近20个盗挖点中，这个点的面积是
最小的，而不法分子盗挖山体，是用作一
些建筑材料的生产原料。

在执法人员的引导下，重庆日报记
者来到了小白岩另一侧的山坡。这里，
有一个总面积近10万平方米的“伤疤”，
像给巴岳山开了个天窗。

“初步估算，这近20个大坑盗挖的
总面积应该在40万平方米左右，主要位
于大足区境内。”第十督察组工作人员介
绍，目前，第十督察组已经将案件移交负
责大足区环保督察的第十一督察组处
置。

“20日夜里抓捕的地点也是位于大
足区境内，我们也已经将抓获的9人移
交给双桥公安分局。”永川区公安局执法
人员介绍，这9个人只是盗挖行为的具
体实施者，其背后必然会牵扯出复杂的

关系网，需要顺藤摸瓜、逐一击破。

这些裸露的山体，极易
发生泥石流等次生灾害

“对山体的盗挖，不仅严重破坏该区
域的生态环境，而且留下了巨大的地质
灾害隐患。”第十督察组工作人员介绍，
目前，已经有不少盗挖点出现了滑坡迹
象。随着夏季的到来，我市也将进入暴雨
多发季，这些裸露的山体在暴雨冲刷下，
极易发生大规模的泥石流等次生灾害。

不仅如此，不法分子在盗挖山体的
过程中，也对附近的公共设施造成了巨
大破坏。

永川区国土资源和房屋管理局工作

人员介绍，经过调查发现，小白岩附近的
道路，已因盗挖出现了多处垮塌。

重庆日报记者在现场看到，不少盗
挖点四周，都有倒塌的电线杆、散落的电
线等物品。在其中一个盗挖点附近，就
是3个通讯运营商的通信基站，其中一
个已是摇摇欲坠。

“挖得到处是坑，一落雨，泥水就灌
到地里来。”重庆日报记者在现场采访
时，路过的群众反映，小白岩原本山清水
秀，自从有人在此盗挖山体后，不仅树木
被乱砍乱伐，村民出行也很困难，“路上
都是泥浆浆，雨天一身泥，晴天就是一身
灰。”

群众多次举报，盗挖行为
却日益猖獗

这些盗挖行为始于何时？又为何一
直未被制止？

“有两年多了哦。我们一直给大足
相关部门反映，都没得回应。”当地群众
告诉重庆日报记者，他们曾多次举报，但
小白岩区域的盗挖行为不仅没有收敛，
反而日益猖獗。

“就是两三个月前有人来竖了个牌
牌，立了些桩桩，要挖的还不是在挖。”群
众说的“牌牌”，是立在一处盗挖点外围
的告示牌，上面红底白字写着“保持高压
态势，严厉打击非法开采行为”，落款是
大足区国土房管局和邮亭镇人民政府，
还有举报电话。

群众说的“桩桩”，则是立在路旁，上
书“地质灾害监测点”的红白色警示桩。
颇具讽刺意味的是，不仅群众多次反映
问题没有回应，就连群众拨打告示牌上
的举报电话，也从未接通过。

而且，告示牌和警示桩立于两三个
月前，这些盗挖行为却已经持续两年
多。难道在立告示牌和警示桩的时候，
工作人员竟没有发现山体已被挖得千疮
百孔？

此外，重庆日报记者在现场采访时，
大足区相关部门无一人到现场解释。

重庆日报记者随后致电第十一督察
组，确认第十一督察组已将案件转交大
足区相关部门办理，第十一督察组也将
对此案件进行督办。

截至记者发稿时，大足区相关部门
仍未对此事件作出任何回应。

永川和大足交界处被盗挖山体近40万平方米

永川执法人员连夜执法抓获9人
本报记者 陈维灯

本报讯 （记者 杨艺）4月23日，
“感知重庆·2018德国企业家重庆行”正
式启动。该活动将通过举办中德企业家
重庆对话会、开展中德经贸考察和商务
洽谈、推进媒体交流合作等，深化中德双
方交流，加强重庆对德招商引资。当天
下午，十余位德国企业家首站走进重庆
西部物流园，寻觅与重庆现代物流企业
合作机会。

搭建中德交流平台

据悉，“感知重庆·2018德国企业家
重庆行”由市政府新闻办、市商务委、重
庆日报报业集团主办，德国莱茵邮报传
媒集团、沙坪坝区政府、今日重庆杂志社
承办，旨在通过举办系列交流活动，深入
推进重庆和德国杜塞尔多夫两座国际友
好城市全面交流合作，搭建重庆与杜塞
尔多夫之间常态性经济、文化、媒体交流
与合作平台，助力两座城市经济社会事
业发展。

本次活动从4月23日持续至25日，
期间将举行系列活动。其中，“一带一路
上的新机遇 中德企业家重庆对话会”
上，中德双方将就“一带一路”背景下，如
何推动中德经济互利互补、促进中德经
济快速发展进行对话，并进行项目对接
与签约。

此外，德国企业家还将赴沙坪坝区、
两江新区、高新区、经开区考察，重点开
展工业及智能智造、环保、经贸物流、文
旅等领域的考察。重庆日报报业集团也
将与德国莱茵邮报传媒集团座谈，深化
交流与合作。

点赞重庆现代物流

23日下午，德国企业家们首站走进
西部物流园，参观考察了中欧班列（重
庆）零公里地标广场、重庆医药现代物流
综合基地、永辉物流有限公司、铁路保税

物流中心（B型）、重庆汽车整车进口口
岸、重庆西部物流园招商展示中心等项
目，感受重庆现代物流发展。

在重庆医药现代物流综合基地，四
层分拣及托盘存储车间、高架库、倒班楼
等智能化仓储设备令企业家们大为赞
赏。据介绍，该项目已成功申报了药品
保税仓库，并完成了中欧班列（重庆）药
品运输的测试，已逐步发展成为西南地
区医药集散地，仅去年，药品进口额就达
到了1.5亿元，今年预计能达到10亿元。

在永辉物流有限公司的常温配送中
心，一条条现代化分拣线，以及一排排规
范整齐的仓储货架，立即吸引了德国企
业家们的注意。当了解到该仓库日均出
入货峰值可达到42466箱，位居西南第

一时，企业家们更是赞叹连连。

德企寻求在渝合作

“保税仓的手续怎么办？如何将产
品分派到终端用户？”在参观铁路保税物
流中心（B型）时，德国舒尔茨有限公司
董事长克劳斯·舒尔茨不断发问。

据悉，德国舒尔茨有限公司主要研
发、生产、销售特种洗涤剂，如其独家研
发供应麦当劳和星巴克的咖啡机清洁
剂，独家研发销售太阳能板清洁剂等。
此次来渝，公司主要想寻求其亚太地区
的物流合作伙伴、免税仓库合作者，同时
寻找太阳能板生产商和太阳能板清洁剂
合作生产商、咖啡机清洁剂生产合作伙

伴等。
SMB咨询管理公司的合伙人总经

理弗兰克斯·斯焘普曼表示，他主要是替
德国一些汽车配件和医疗器械公司前来
寻求并购机会，25日，他则会重点考察长
安汽车，寻求合作机会。

德国贺莱地产管理开发有限公司董
事长贺莱则希望能把重庆的工业品带到
德国，比如小型机械设备、芯片、电机等，
在德国打造一个“重庆造”批发中心。

德企为何看好重庆？“因为重庆不但
工业基础雄厚，而且区位优势明显，开放
力度大。”莱茵邮报中国项目总监尹广燕
说，此次来渝的德国企业家们对不少合
作项目都兴趣浓厚，希望在接下来的交
流中能有更多收获。

2018德国企业家重庆行启动
首站寻找现代物流合作

4月23日下午，德国企业家在重庆西部物流园考察。 记者 魏中元 摄

4月23日，永川和大足交界处、巴岳山脉西山片区小白岩周围，其中一个盗挖点外
围的告示牌上红底白字写着“保持高压态势，严厉打击非法开采行为”。

记者 谢智强 摄

本报讯 （记者 杨永芹）4月
22日，重庆日报记者从重庆交通开
投集团获悉，到2020年，主城区中
心城区，实现500米公交站点全覆
盖；公共交通日均客运量930万人
次，出行分担率超过40%。

2018年，重庆交通开投集团将
协助推进公交优先道建设，年底，主
城公交优先道将达到100公里以
上，涉及线路14条。

目前，炒油场至五里店线路已
开建，总长度约18公里，南起巴南
炒油场公交站，途经石黄隧道终点
到五里店。

至2020年，我市协调增设公交
优先车道210公里，初步形成覆盖
主城公交主要客流走廊的公交优先
道网络。

今年，重庆交通开投集团将按

照“抽密”“填疏”“补空”的思路，分类
调整和优化公交线网持续推进公交
都市建设，调整优化公交线路40条
以上，大力发展次支道路穿梭巴士。

今年8月，位于重庆蔡家组团
的玉皇观公交保养场将投运，年保
修能力为6000辆次，以缓解公交车
维修、维保难的问题，保障公交正常
运行。

此外，重庆交通开投集团还将
围绕城市公共交通一体化建设，实
施轨道与常规公交一体化换乘枢纽
设施建设，有效解决公共交通“最后
一公里”出行难问题。

今年将推进鸳鸯、半岛驿站等
8个公交枢纽站建设。同时，加快
推进大学城、含谷花园、南彭等7个
公交首末站建设，满足周边居民公
交出行需求。

2020年主城中心城区公交站点
实现500米全覆盖

本报讯 （记者 杨永芹）4月
23日凌晨，随着唐家沱车辆段变电
所断路器合闸，民安大道站至唐家
沱车辆段接触网送电成功，标志着
4 号线一期工程顺利实现“电
通”。这为后续车辆调试、试运行提
供电力保障，也为4号线一期年内
开通试运营奠定了坚实基础。这是
4月23日，重庆日报记者从市轨道
集团获悉的。

4号线一期作为重庆轨道交通
线网中重要的骨干线路之一，西起
民安大道站、东至唐家沱站，全长
15.6公里。全线设车站9座：民安

大道站、重庆北站北广场站、头塘
站、保税港站、寸滩站、黑石子站、港
城站、太平冲站、唐家沱站。其中设
换乘站5座，可与9号线、10号线、
环线实现换乘。

“项目串联起新牌坊、重庆北站
综合交通枢纽、两路寸滩保税港区、
唐家沱组团、港城工业园区等重要
区域。建成通车后，将进一步改善
沿线居民的出行条件，带动沿线区
域土地开发和社会经济发展，特别
是将大大缓解重庆北站的内外交通
客流集疏压力。”市轨道集团相关人
士表示。

轨道交通4号线一期工程实现“电通”

本报讯 （记者 任雪萍）近
日，重庆日报记者从万盛经开区宣
传部获悉，该区首个以三线文化为
主题的景区——“记忆157”主题文
化旅游项目正式开建，著名的海孔
洞将被打造成怀旧式全景旅游区。

据了解，该项目位于万盛经开区
丛林镇海孔村原晋林机械厂旧址，是
西南地区保存较为完好的三线建设
工厂，拥有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在
抗战时期，这里曾诞生了中国人自己
设计制造的第一架中型运输机。”万

盛经开区宣传部副部长蒲从永说。
据介绍，作为我市2018年市级

重点建设项目，“记忆157”主题文
化旅游项目投资总额约7.2亿元，
总规划面积1528亩，分两期按照

“一廊、双核、四组团”进行建设。即
“记忆157”文化主题廊道；怀旧体
验休闲核、海孔精神文化核；怀旧主
题度假组团、山林军事体验组团、海
孔工业纪念组团、“智造157”文创
组团，最终建成集多种功能于一体
的工业遗址文化旅游示范园区。

万盛打造“记忆157”文旅项目

本报讯 （记者 王亚同 通
讯员 刘辉）3个月以后，游客在梁
平也可以体验行走在玻璃观光吊桥
上的惊险刺激了！4月23日，重庆
日报记者从梁平区旅发委获悉，长
约300米的玻璃观光吊桥已在梁平
双桂田园·滑石古寨景区动工。届
时，该桥将成为重庆最长的玻璃观
光吊桥，同时还将弥补滑石古寨景
区景点单一的不足。

4月上旬，梁平滑石寨景区与

河南一家公司签订协议，计划总投
资2000万元，在景区建设包括约
300米的5D玻璃观光吊桥、200米
的滑道及其配套设施等项目。据了
解，玻璃观光吊桥建在高于金光水
库水面100米的地方，起点在景区
速滑终点站，终点在当地青佛山上，
与修建中的滑道相连，是西南地区
第一个将玻璃吊桥与滑道相连的旅
游娱乐体验项目。预计，该廊桥将
于今年7月建成投用。

我市最长玻璃观光吊桥在梁平动工

重 庆 环 保 督 察 在 行 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