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8 年 12 月 6 日 星期四
编辑 向菊梅 美编 赵炬重庆新闻微信公众号

cqrbgfwx
重庆日报

客户端 13

本报讯 （记者 李星婷）12月
5日，四川美术学院以“行千里·致
广大”为主题的教师作品年展开展，
川美的艺术家们用激情和汗水创作
出不少歌颂时代、歌颂重庆的精品
力作，展现了改革开放40周年的发

展变化。
本次年展共展出了该校教师的

346件代表性作品。其中，该校新
媒体系鲁婷婷老师创作的《皮扎霍
的黑云》装置作品和动画学院陶宇
老师创作的《长江沿岸生态动画概
念设计》，获得本届年展的院长提名
奖。

《皮扎霍的黑云》是鲁婷婷在云
南傣族村落创作的一张巨大的傣
纸。这张傣纸的背后布置了灯光，
寓意阳光穿过云层，“作品取意傣族
创世之神的神话，以向传统非遗和

劳动人民致敬。”鲁婷婷说，目前云
南利用傣纸这项非遗，挖掘其新的
时代价值和经济意义，相关产业做
得非常好。

《长江沿岸生态动画概念设计》
是陶宇带着学生为一部90分钟动画
电影制作的形象设计。展出的6张
概念图片中，分别有水生植物、中华
鲟、白鱀豚、鹿、熊猫等动植物，它们
都将是动画片中的角色，并以一家人
的身份出现，来讲述长江生态环保的
故事。

重庆日报记者在现场看到，《红

土初开》《蒲公英的细雨》《顺水仙境》
等作品，也用创新的手法体现了我国
飞速发展的巨大成就以及重庆的发
展变化。

“今年恰逢改革开放40周年，此
次选出的优秀作品均具备思想的穿
透力、审美的洞察力、形式的创造力，
以反映时代的最强音和社会的进步
发展。”四川美术学院党委书记黄政
表示，新的时代呼唤新的艺术创作，
川美一年一度的教师作品年展旨在
鼓励艺术家们不断推陈出新，创作出
反映这个时代的新作品。

庆祝改革开放40年

本报讯 （记者 王丽）12月5日，
重庆日报记者从红岩联线管理中心获
悉，渣滓洞景区、白公馆景区、松林坡景
区5日起试行网上实名预约免费参观，
该规定将于2019年1月1日起正式实
行。

红岩联线管理中心相关负责人表
示，各景区预约参观量以景区最大日承
载量为限，其中渣滓洞景区最大日承载

量为8000人，白公馆和松林坡景区最
大日承载量合计7000人。试行期间实
行网上预约或线下凭身份证进入参观。

重庆日报记者了解到，网上预约分
为团队预约和个人预约两部分。团队
预约需提前三天，预约方可通过重庆红
岩联线文化发展管理中心官网（http：//
www.hongyan.info/）的团队预约入口，
注册团队管理账号，再根据要求提交相

关团队资料，景区管理员后台审核后，
即可登录填写导游和游客信息进行预
约。目前，由于团队预约部分流程较为
复杂，红岩联线管理中心正在完善相关
技术问题，预计近日内可完整推出团队
网上实名预约功能。

进行个人预约的游客，还可关注
“红岩联线”“红村掌媒”“红村网”微信
公众号，根据提示在相应页面进行授权

登录，并填写个人信息进行预约。预约
成功后，个人即可凭借产生的入园二维
码或本人身份证进入景区。

重庆日报记者当天在渣滓洞景区
看到，不少游客都是通过网上预约进入
景区参观的。山东游客陈子玉表示：

“以前去景区就怕排不上队，一个景区
还没怎么看就开始往下一个景区赶，通
过网上预约，就不用那么着急了。”

渣滓洞、白公馆等景区试行网上实名预约参观

本报讯 （记者 王亚同 通讯
员 刘辉）波光粼粼的水面上，是一排
排整齐的光伏发电板，水下鱼儿在欢快
地游动，这样的场景出现在梁平区川西
村的鱼塘中。12月3日，重庆日报记者
从梁平区获悉，我市首个“渔光一体”生
态发电项目已在当地平稳运行3个多
月，总发电超两万千瓦时。

“这是区农委投资75万元，在全市
率先试点的水上发电、水下养鱼‘渔光
一体’发电项目。”梁平区畜牧渔业发展
中心副主任、礼让镇川西村第一书记唐
仁军介绍，从今年8月末成功并网发电
以来，该项目已发电超两万千瓦时，折
合标准煤8吨。

作为全国第二批农村改革试验区，
近年来，梁平区在农业农村改革举措上
不断探索创新，今年在礼让镇开展了建
立健全新型农业经营体系试点，试验核

心区域就在拥有3300亩面积鱼塘的川
西村。

今年4月，梁平区农委聘请技术人

员在川西村20亩鱼塘水面上架设钢架
和光伏板，试点装机规模100千瓦时

“渔光一体”光伏电站项目，并于8月末

成功并网发电。截至目前，该项目已实
现平稳运行3个多月，并在电、鱼、环
保、土地等方面取得良好效益。

唐仁军介绍，“渔光一体”发电项目
在当地至少有“四重利好”：首先，在提
供养殖所需电量的同时，有一笔额外发
电收入。目前，川西村光伏发电已并入
国家电网，每度可获得0.75元补助，预
计每年可获益10万元。其次，光伏电板
在夏季可为鱼塘遮阴，能有效降低水温
并提高水体溶解氧，还可约束有害蓝藻
大量繁殖。试验光伏发电的鱼塘，今年
8月底投放的鲤鱼苗目前长势良好，平
均增种达半斤以上。三是“渔光一体”发
电输出的是清洁能源，20亩水面的光伏
发电项目每年输出电力达9万千瓦时，
折合标准煤35吨。最后，在水面上架设
光伏板，做到了空间上的立体复用，提
高了土地利用率，检修也较为方便。

鉴于该项目带来的良好示范效应，
下一步，梁平区将在围绕川西村为核心
的梁平万亩生态渔业园，大力推广“渔
光一体”生态发电项目，提高当地水面
资源利用效率，实现农业增效、农民增
收。

水上发电 水下养鱼

重庆首个“渔光一体”发电项目三个月发电超两万千瓦时

未来三天重庆大部分地区最低气温降至2～6℃
➡12月5日，市气象台预计，受较强冷空气影响，12月5日夜间至8

日夜间，我市将出现降温降雨天气过程，大部分地区最低气温将降至
2～6℃，最高气温也将逐日下滑至9℃。部分高海拔地区或迎来降雪。

（首席记者 李珩）

本报讯 （记者 夏元）12月
5日，重庆日报记者从重庆市第四
次全国经济普查宣传月启动仪式
上获悉，从2019年元旦起，我市将
面向全市行政区域内从事第二、第
三产业的全部法人单位、产业活动
单位及个体经营户进行经济普查。

市政府第四次全国经济普查
领导小组办公室负责人介绍，全国
经济普查每五年进行一次，第四次
全国经济普查是十九大之后我国
开展的首次重大国情国力调查。
通过经济普查机构及普查人员深
入第二、第三产业企业走访，调查
并掌握其发展规模、布局和效益等
数据信息，有助于职能部门准确把
握经济社会发展态势，推动供给侧

结构性改革，提高政府宏观决策和
经济管理能力，从而优化升级经济
结构，培育壮大新动能。

普查内容包括了解普查对象
的产业组织、产业形态、财务状况
等经营信息，摸清法人单位资产负
债状况、新兴产业发展情况，查实
各类单位的基本情况、主要产品质
量和服务活动等。本次普查标准
时点为2018年 12月 31日，即对
普查对象的信息调查时间区间为
整个2018年度。

届时，对于不同的普查对象，经
济普查机构及工作人员将采取联网
直报平台填报、入户调查现场采集
数据填报等多种方式进行，并对采
集信息严格保密。

明年1月1日
重庆启动第四次全国经济普查
普查对象为二三产业法人单位、产业活动

单位及个体经营户

快读

12月5日，重庆市沙坪坝区四川美术学院，“行千里·致广大”纪念改革开放40周年主题教师作品年展举行。
特约摄影 龙帆

机构名称：重庆胜越保险代理有限公司

机构负责人：杨静

机构编码：204164000000800
机构住所：重庆市江北区建新南路1号中信大厦22-11

成立日期：2009年12月01日

邮政编码：400020
联系电话：023-67872587
业务范围：在重庆市行政辖区内代理销售保险产品；代理收取保险费；代理相

关保险业务的损失勘查和理赔；中国保监会批准的其他业务。

发证日期：2018年11月29日

发证机关：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重庆监管局筹备组

经营保险代理业务许可证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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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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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重庆彭水支行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重庆石柱支行

机构编码：B0002M350000002
许可证流水号：6572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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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机构地址：重庆市石柱县
万安街道南宾路76号

成立日期：1979-09-01 发证日期：2018-11-26
发证机关：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

黔江监管分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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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0002M350000001
许可证流水号：6572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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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机构地址：重庆市彭水县
绍庆街道河堡街1号

成立日期：1979-12-27 发证日期：2018-11-27
发证机关：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

黔江监管分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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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重庆大渡口建桥园支行

机构编码：B0004S250000044
许可证流水号：3748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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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机构地址：重庆市大渡口区
金桥路三号附21-24号

邮编：400000 电话：023-73327207
成立日期：2013-03-19
发证日期：2013-03-20
发证机关：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

重庆监管局

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重庆北部新区奥山别墅社区支行
机构编码：B0007S350040013
许可证流水号：3755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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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机构地址：重庆市北部新区经开园
金童路102号8栋1-1-5#

邮编：400000 电话：023-78849054
成立日期：2014-06-26
发证日期：2014-06-30
发证机关：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

两江监管分局

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重庆渝北财信国际社区支行
机构编码：B0007S350040016
许可证流水号：3755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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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机构地址：重庆市渝北区龙溪街道龙华大道
107号附18号财信城市国际2幢1-商业7
邮编：400000 电话：023-67822640
成立日期：2014-06-26
发证日期：2014-06-30
发证机关：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

两江监管分局

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重庆监管局关于机构撤销并收回金融许可证的公告
下列机构经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重庆监管局批准，予以撤销，并收回《中华人民共和国金融许可证》，现予以公告。

梁平川西村的“渔光一体”光伏发电项目。 特约摄影 刘辉

本报讯 （记者 张莎）12月
5日是国际志愿者日，渝中区集中
开展了“告别十大不文明行为”志
愿服务主题活动，组织上万名机关
企事业单位职工等志愿者深入社
区开展文明城区、市容整治、文明
劝导等宣传。

据了解，渝中区结合文明城
区创建日常督查、区领导暗访督
查、群众意见建议、新闻媒体曝光
等，梳理总结出当前街面常见的

“十大不文明行为”：车辆乱停乱
放、占道经营、乱贴乱挂、当街打
牌、乞讨扰民、黑车拉客、乱吐乱
扔、乱穿马路、不文明旅游、不文

明服务。
昨日，渝中区上万名志愿者深

入到11个街道、78个社区的商业
街区、院坝、公园、小区等，倡导市
民群众“告别十大不文明行为”，开
展“向十大不文明行为说不”的大
讨论、洁净行动、文明劝导等活动
百余场，整治点位500余个。

又讯 （记者 汤艳娟）12月
5日，渝中区南纪门街道举行了一
场别开生面的院坝会。街道干部
邀请100余名社区志愿者一道，就

“向十大不文明行为说不”活动的
宣传、整治、劝导等内容，展开了深
入的交流与探讨。

万名志愿者倡导市民告别十大不文明行为

本报讯 （记者 杨艺）游客
在景区消费，如何维权一直是个难
题。11月28日，重庆磁器口古镇
景区商会与景区首批40家示范店
签定协议书，启动试行赔偿先付制
度，让游客消费更放心。

今年10月，沙坪坝区工商分
局在磁器口古镇和红岩联线等景
区指导商家试行线下7日无理由
退货制度，反响良好。截至目前，
已有25户商家试行此项制度，已
为游客退货13起，涉及金额5.7万
余元。

据介绍，试行7日无理由退货
的商家主要销售珠宝玉石、服装、
丝绸制品、工艺品、竹艺、陶瓷等商
品。这些商家在店门口和店内醒
目位置均悬挂了“线下7日无理由
退货”承诺牌，向广大消费者公开
承诺。凡在店内购买商品的消费
者，凭有效购物凭据，就可在7日
内对其已购的特定商品进行退货
（退货商品应当完好）。

不过，有4种商品不适用7日
无理由退货制度，包括拆封后易影
响二次销售的商品；销售时已明示
有瑕疵的商品；商标标识被摘、被

剪，商品受污、受损的商品；其他根
据商品性质并经消费者在购买时
确认不宜退货的商品等。

“此次启动试行的先行赔付制
度，则是在7日无理由退货制度基
础上，进一步维护消费者权益。”沙
坪坝区工商分局相关负责人介绍。

具体来看，当景区消费者认为
自身合法权益受损时，对商家首次
处理结果不满意的或者故意拖延、
无理拒绝、因撤场等原因难以索赔
的，可向磁器口古镇商会投诉索
赔。

商会收到投诉后，将及时安排
专人处理，组织经营者和消费者进
行协商，协商一致的，商会要督促
经营者及时履行协议；协商不能达
成一致的，经核实被投诉的经营者
确实存在过错的，商会按照建立的
赔偿先付制度向消费者先行赔
付。赔偿先付的主要方式包括对
商品进行修理、重做、更换、退货、
补足商品数量、退还购物款项或者
赔偿损失等。

据悉，该赔偿先付制度首先在
景区40家示范店推行，接下来将
在整个景区内推行。

磁器口古镇景区试行赔偿先付制度

四川美术学院教师作品年展开展

346件作品展现40年改革开放巨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