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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新华社呼和浩特 12 月 19 日电
（记者 王靖 王雨萧）在位于呼和浩
特市土默特左旗把什村的贾力更烈士
纪念馆，人们冒着严寒前来纪念英魂。
纪念馆一角，与贾力更一同工作和生活
过的、曾任绥远省（今内蒙古自治区）人
民政府主席的杨植霖写下的一首赞颂
贾力更的诗，令人印象深刻：出入刀丛
只身趋，大同城内敌尸飞，如此中华好
健儿，堪做楷模永学习……

贾力更，原名康富成，蒙古族，
1907年出生，内蒙古土默特旗人。青
年时代在反帝爱国思想影响下，积极参
加学生运动。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主
义青年团，不久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

全面抗战爆发后，党组织派贾力更
回到绥远，与一批共产党员领导土默川
人民开展抗日救亡运动。1938年，党
中央决定在大青山建立抗日游击根据
地。贾力更按照党的指示，发动各族群
众支援八路军120师创建大青山抗日
游击根据地。

1938年，贾力更得知日军在大同
城北购置了军火库，正在储运大批武器
弹药，为进攻做准备。虽然伤病未愈，
但他当机立断，化装成劳工，只身潜入
日军军火库。

1939年9月，中共土默特旗成立
蒙古工作委员会，贾力更是主要负责人
之一。蒙古工作委员会遵照党中央关
于坚持与发展广泛的地方与群众性的
游击战争的指示，贾力更做了大量工
作，创建了蒙古族抗日游击队，成为绥
西地区影响较大的地方抗日武装。

1939年底，贾力更被绥蒙区党委推选
为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代
表。

1940年初，贾力更先后任中共绥
西地委蒙民部部长、晋绥游击区行政公
署驻绥察办事处处长，负责绥西地区蒙
古民族工作。1940年，在日军对抗日
根据地进行残酷的军事“扫荡”和经济
封锁的严峻形势下，贾力更领导中共土
默特旗蒙古工作委员会，展开了卓有成
效的反封锁斗争，多次带领蒙古族群众
穿过封锁线，为抗日根据地运送武器弹
药，通讯器材等急需物资。

“那种艰苦斗争的环境之下，贾力
更在筹集物资这方面，是做了突出的贡
献的，被李井泉等老战友亲切地称为

‘我们革命的军需部长’。”贾力更烈士
纪念馆馆长阿勒腾说。

1941年3月，党组织决定调贾力
更回延安学习，并准备参加党的七大。
3月19日，贾力更带领一批爱国青年
前往延安，途中在绥西遭日伪军包围，
在激战中壮烈牺牲，年仅34岁。

蒙古族抗日英烈贾力更：

出入刀丛只身趋 大同城内敌尸飞

新华社北京 12 月 19 日电 （记
者 张泉）国家发展改革委、人民银
行、国家知识产权局等38个部门和
单位日前联合签署了合作备忘录，决
定对知识产权（专利）领域严重失信
主体开展联合惩戒。

国家知识产权局保护司有关负
责人表示，这是强化知识产权保护、
加强社会信用体系建设的重大举措，
标志着我国知识产权信用体系建设
进入落地实施阶段。

备忘录明确了六类知识产权（专
利）领域严重失信行为：重复专利侵
权行为、不依法执行行为、专利代理
严重违法行为、专利代理人资格证书

挂靠行为、非正常申请专利行为以及
提供虚假文件行为。

对于知识产权（专利）领域严重
失信主体，备忘录提出了两类惩戒措
施。

一类由国家知识产权局实施，共
5项：加大监管力度，依法从重处罚违
法行为；取消进入各知识产权保护中
心和快速维权中心的专利快速授权
确权、快速维权通道资格；取消申报
国家知识产权示范和优势企业资格；
取消申报国家专利运营试点企业资
格；在进行专利申请时，不予享受专
利费用减缴、优先审查等优惠措施。

另一类由其他部门单位联合实

施，包括限制政府性资金支持、限制
设立金融机构、限制成为海关认证
企业、加强对严重失信主体进出口
货物监管、限制申报科技项目、在上
市公司或者非上市公众公司收购的
事中事后监管中予以重点关注等33
项。

据介绍，国家知识产权局将通过
全国信用信息共享平台，依法依规定
期向签署备忘录的其他部门和单位
提供严重失信主体名单，并在“信用
中国”网站、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
系统、国家知识产权局政府网站等向
社会公布。其他部门和单位按照备
忘录规定实施联合惩戒。

国家知识产权局保护司有关负
责人表示，各部门、单位将按照有关
规定，对联合惩戒对象采取一种或多
种惩戒措施，有效增强惩戒的有效
性、联动性、系统性，有力震慑知识产
权领域严重失信行为。

下一步，国家知识产权局将严
格实施联合惩戒备忘录，抓紧制定
实施细则和操作流程，完善全国信
用信息共享平台知识产权局子平
台。并推动将商标、地理标志领域
的严重失信行为纳入知识产权信用
信息目录，进一步扩大知识产权信
用监管覆盖面，完善知识产权领域
信用体系建设。

我国加快知识产权信用体系建设

六类严重失信行为将被联合惩戒

百余名海外华裔青少年在渝开启寻根之旅
➡12月17日，2018年海外华裔青少年“中国寻根之旅”中国音乐营—重庆营在重

庆师范大学开营。来自马来西亚、澳大利亚和印度尼西亚的120名华裔青少年及领
队，将参加汉语、中华武术、书法、茶艺等传统文化课程学习。 （记者 杨铌紫）

阿富汗塔利班组织与美国代表在阿联酋举行会谈
➡阿富汗塔利班组织代表和美国官员日前在阿拉伯联合酋长国首都阿布扎

比举行会谈，会谈由阿联酋方面主持，沙特阿拉伯和巴基斯坦也派代表参加。据
阿联酋通讯社报道，17、18日举行的会谈取得了“有关各方认可且积极的实质成
果”。 （据新华社）

本报讯 （记者 郭晓静）重庆日报记
者12月19日从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获悉，
18日起，该局通过“重庆”客户端面向公众
征集主城社区体育文化公园标识。本次征
集范围为今年年底交付的第一批30个利用
主城建成区“边角地”建设的社区体育文化
公园，征集活动将持续10天，于12月28日
结束。

据了解，到2020年，重庆将利用主城建
成区“边角地”打造92个社区体育文化公
园，第一批动工的30个地块将于今年年底
交付开放。

为广泛听取市民的意见与建议，市规
划和自然资源局通过“重庆”客户端，面向
市民进行“关于社区体育文化公园标识
LOGO”征集。

本次征集活动主要面向高校、美术设计
团队、专业人士等。公园标识设计需有“社
区感”“体育感”“文化感”，其将用于92个社
区体育文化公园的主入口、公园导示、公园
景墙等公园内场景。

应征单位或个人需在12月28日18点
前提交方案，可通过电子邮件（wangxu-
tong@longfor.com）的方式提交。

重庆社区体育文化公园
征集标识

曹文轩来渝作“打开写作之门”主题讲座
➡12月19日，著名儿童文学作家曹文轩来到江北玉带山小学，为孩子们作

“打开写作之门”主题讲座，鼓励他们多读书、读好书。 （记者 匡丽娜）

重庆国际羽毛球公开赛开赛
➡12月19日，2018重庆国际羽毛球公开赛在巴南区体育馆拉开帷幕。从即

日起至23日，包括现世界女单排名第16位的加拿大羽毛球选手李文珊和现世界
男单排名第27位的丹麦选手简·约根森等130多名国内外羽毛球远动员云集巴
南，展开激烈角逐。 （记者 黄琪奥）

新华社北京12月19日电 中国
共产党的优秀党员，忠诚的共产主义
战士，党和国家民族工作的杰出领导
人，维吾尔族人民的优秀儿子，第八

届、九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
会副委员长铁木尔·达瓦买提同志，
因病于2018年12月19日14时20
分在北京逝世，享年92岁。

铁木尔·达瓦买提同志逝世

本 报 讯 （记 者 王 丽）12 月
19 日，重庆日报记者从重庆市京剧
团获悉，由该团演员周利主演的《梁
红玉》、张军强主演的《十道本》《南
天门》、程联群主演的《春秋配》《玉
堂春·定情》等5出剧目入围2018年
中国京剧像音像集萃工程。

据了解，像音像集萃工程选取当代
京剧名家及其代表性剧目后，由京剧名
家们在舞台上演出，同时取“像”录

“音”，并对剧目进行反复加工，直至达
到最佳效果。这些剧目不仅用于资料
保存，还可为广大戏曲爱好者和青年学

生提供直观精准的戏曲传习教材，对促
进京剧艺术的保护和传承具有重要意
义。

“录制像音像工程是对自己的专
业技能的一次考验，特别是在国家级
的展现平台上，不能有一点马虎，音乐
唱腔、舞美道具、服装化妆都需一一推
敲，要尽善尽美原汁原味地展现京剧
的魅力。”重庆市京剧团副团长周利
说，这是市京剧团第一次有5出剧目同
时入围。

据悉，剧目录制结束后，将陆续在
央视戏曲频道播出。

重庆5剧目入围中国京剧像音像集萃工程

本报讯 （记者 张莎 赵迎
昭）12月19日，2018重庆网络文学
大会暨全国知名网络作家重庆行活
动在九龙坡区举行，共有近120名知
名网络作家和行业嘉宾参加。

该活动由市委宣传部、市委网信
办、市作协、重庆出版集团、九龙坡区
委、九龙坡区政府联合主办，主题为

“书写新时代，网播正能量”。

在活动启动仪式上，九龙坡区政
府与重庆出版集团签订了战略合作
协议，重庆出版集团将发挥自身在数
字阅读等方面的优势，与九龙坡区联
合打造互联网数字阅读基地。重庆
市网络作家协会与全国各大网络文
学平台签订了战略合作协议，双方将
结合各自优势，为网络作家和传统作
家创造更广阔的成长空间，推动文学

行业持续发展。
“重庆网络文学发展势头良好，

但缺乏大型网络文学平台，本次签约
可以让重庆的网络作家在作品推荐
等方面尝到甜头。”重庆市网络作家
协会名誉主席张兵说。

在当天举行的研讨会上，多位专
家围绕“如何营造网络文学健康生
态”等话题进行了交流。中国作协网

络文学中心研究员马季说，近年来，
网络文学蓬勃发展，已经形成了幻想
类、现实类、综合类网络文学作品三
分天下的局面。他表示，在现实主义
题材创作上，网络作家可向传统作家
取经。

阿里文学总编辑周运介绍，众多
网络文学作品被改编成游戏、动漫等
产品，社会影响力正不断扩大。在这
样的背景下，网络作家不能忽视阅读
传统经典名著，应在深入了解中国传
统文化的基础上，创作出精品力作。
中国作协全委会委员阿菩说，中国网
络作家应借助网络文学的影响力，传
播健康向上的价值观。

书写新时代 网播正能量

2018重庆网络文学大会举行

曹原入选英国《自然》年度科学人物
➡权威科技期刊英国《自然》杂志18日在线发布2018年度科学人物，位居榜

首的是年仅22岁、在美国麻省理工学院攻读博士的曹原，《自然》称其为“石墨烯
驾驭者”。

12月18日，俄罗斯总统普京（中）在首都莫斯科
举行的国防部会议上讲话。

普京18日在国防部会议上说，如果美国退出《中
导条约》，俄罗斯将采取额外措施，以确保安全。只
要俄罗斯启动相应项目，俄方研制并部署陆基中程

导弹“并非难事”。《中导条约》全称为《苏联和美国消
除两国中程和中短程导弹条约》，1987年12月8日由
美苏两国领导人签署。条约规定两国不再保有、生
产或试验射程在500公里至5500公里的陆基巡航导
弹和弹道导弹。 新华社/美联

美国若退约 俄罗斯造导弹“并非难事”

本报讯 （记者 李星婷）12月
19 日，重庆日报记者从市教委获
悉，教育部公布了首批省部共建协
同创新中心名单，重庆交通大学和
重庆理工大学各有一个协同创新中

心入选。
据了解，此次教育部共认定省部

共建协同创新中心59个，重庆市高
校获批的两个协同创新中心均围绕
大数据智能化领域开展研究。其中，

重庆交通大学长江航运工程与智能
航道技术协同创新中心主要承担航
运服务与安全、航道智能化关键技术
等创新任务；重庆理工大学高端装备
技术协同创新中心主要承担开展高

档数控加工装备技术、汽车先进试验
检测技术等创新任务。

据悉，教育部认定的省部共建协
同创新中心由省、部共同支撑建设、
运行。市教委将依托高校制定相关
建设发展的规划，明确发展目标，在
科研配套改革方面优先支持。各中
心积极协同承担国家、区域、行业的
重大任务，加强产学研合作，解决实
际问题。

重庆市高校两个协同创新中心

入选教育部首批省部共建单位

快读

1293万！全年就业超额完成预期目标
➡一组来自权威部门发布的数据显示，1至11月，全国城镇新增就业1293万

人，同比增加13万人。今年全国城镇新增就业1100万人的目标任务已超额完成。
（据新华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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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重庆大江支行
机构编码：B0003S350050009
许可证流水号：6573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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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市巴南区鱼洞黄溪街100号
邮编：401321 电话：023-66223291
成立日期：1993-08-01 发证日期：2018-11-30
发证机关：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巴南监管分局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重庆铜锣湾支行
机构编码：B0003S350050001
许可证流水号：6573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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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市巴南区新市街74号附1—7号
邮编：401320 电话：023-66228965
成立日期：2012-03-28 发证日期：2018-11-30
发证机关：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巴南监管分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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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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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重庆鱼洞支行
机构编码：B0003S350050010
许可证流水号：6573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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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市巴南区鱼轻路14号附4号、附5号
邮编：401320 电话：023-66211060
成立日期：1997-10-01 发证日期：2018-11-30
发证机关：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巴南监管分局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重庆龙洲支行
机构编码：B0003S350050008
许可证流水号：6573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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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市巴南区龙洲大道1号附37号
邮编：401320 电话：023-66243768
成立日期：1996-06-01 发证日期：2018-11-30
发证机关：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巴南监管分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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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重庆九龙坡渝州新城社区支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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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于机构撤销并收回金融许可证的公告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重庆监管局

机构编码：B0013S250000033
许可证流水号：3751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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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市九龙坡区
石新路33号渝州新城5、8幢1-34

成立日期：2014-12-25 发证日期：2015-01-12
发证机关：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重庆监管局

机构名称：中国太平洋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重庆市开州支公司长沙镇营销服务部
机构负责人：陈宏芳
机构编码：000015500234002
原机构住所：重庆市开州区长沙镇甜橙路43号。
现机构住所：重庆市开州区长沙镇甜橙居委王家湾105号。
成立时期：2008年04月23日
邮政编码：405463 联系电话：023-52257218
业务范围：对营销员开展培训及日常管理；收取营销员代收的保险费、投保单证等；分发保险公

司签发保险单、保险收据等相关单证，接受客户的咨询和投诉。
发证日期：2018年11月2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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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保险业务机构地址变更公告

重庆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涪陵分行

机构编码：B0335B350020001
许可证流水号：6568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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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市涪陵区
兴华中路55号(宏富大厦）1幢

邮编：408000 电话：023-72238022
成立日期：2008-06-27 发证日期：2018-10-08
发证机关：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涪陵监管分局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重庆南川支行

机构编码：B0003S350000006
许可证流水号：6569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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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市南川区西城办事处西大街15号附1
号、附2号、附3号、附4号、附5号、附6号

邮编：408400 电话：023-71422635
成立日期：1991-09-25 发证日期：2018-11-27
发证机关：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涪陵监管分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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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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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重庆垫江支行

机构编码：B0003S350000004
许可证流水号：6569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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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市垫江县
桂溪街道人民东路76号

邮编：400000 电话：023-74513333
成立日期：1993-12-25 发证日期：2018-11-27
发证机关：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涪陵监管分局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重庆酉阳支行

机构编码：B0002M350000004
许可证流水号：6572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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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市酉阳县桃花源街道
桃花源大道中路16号附1号

邮编：409800 电话：023-75552325
成立日期：1987-1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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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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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重庆建国村支行

机构编码：B0003S350040024
许可证流水号：6584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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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市江北区
建新东路74号附2号

邮编：400000 电话：023-67850850
成立日期：2004-06-24
发证日期：2018-12-13
发证机关：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

两江监管分局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重庆铜梁金龙大道支行

机构编码：B0003S350080006
许可证流水号：6582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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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市铜梁区
东城街道金龙大道366号

邮编：402560 电话：023-45634421
成立日期：2018-12-11
发证日期：2018-12-13
发证机关：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

合川监管分局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重庆城口巴山支行

机构编码：B0002S350000152
许可证流水号：6577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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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市城口县葛城街道
北大街47号附5号

邮编：405900 电话：023-59280670
成立日期：1987-10-01
发证日期：2018-12-14
发证机关：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

万州监管分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