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快读

2019 年 1 月 25 日 星期五
编辑 倪训强 美编 乔宇综合新闻微信公众号

cqrbgfwx
重庆日报

客户端 14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重庆金渝大道支行
机构编码：B0003S350040004 许可证流水号：658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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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市渝北区金开大道1108号
成立日期：1992-06-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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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重庆永川萱花路支行
机构编码：B0003S350060014 许可证流水号：6571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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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业务，经营范围以批准
文件所列的为准

机构地址：重庆市永川区萱花路325号
成立日期：1989-08-18 发证日期：2019-01-17
发证机关：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永川监管分局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重庆南岸东路支行
机构编码：B0004S250000116 许可证流水号：6581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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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市南岸区南坪东路6号
成立日期：1989-06-01 发证日期：2019-01-09
发证机关：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重庆监管局

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重庆长寿凤城支行
机构编码：B0005S350040012 许可证流水号：6584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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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业务，经营范围以批准
文件所列的为准

机构地址：重庆市长寿区向阳路13号附5号
成立日期：1994-10-22 发证日期：2019-01-09
发证机关：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两江监管分局

中国银行保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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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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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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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机构名称：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重庆市合川区
支公司龙市营销服务部

机构负责人：刘春红
机构编码：000005500117002
机构住所：重庆市合川区龙市镇龙庭街2号、4号、6

号、8号、10号、12号、14号、龙盛街115号
成立日期：2002年08月23日
邮政编码：401544
联系电话：023-428333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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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保单等单证；分发保险
公司签发的保险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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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月28日
发证机关：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重庆监管局

经营保险业务许可证公告
机构名称：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重庆市合川区

支公司钱塘营销服务部
机构负责人：张敏
机构编码：000005500117006
机构住所：重庆市合川区钱塘镇伍家河东街4号附10

号、11号、12号
成立日期：2002年08月23日
邮政编码：401543
联系电话：023-428333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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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保单等单证；分发保险公
司签发的保险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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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月28日
发证机关：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重庆监管局

经营保险业务许可证公告
关于颁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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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brc.gov.cn）查询

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重庆长寿支行

机构编码：B0005S350040011
许可证流水号：6584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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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业务，经营范围以批准文件所列的为准

机构地址：重庆市长寿区桃源东路3号附19号、附
20号、1幢2-9

成立日期：1994-09-16
发证日期：2019-01-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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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颁发《中华人民共和国金融许可证》，现予以公告。

本报讯 （记者 周尤 实
习生 刘思明）重庆日报记者1
月24日从市总工会第五届委员
会第三次全体会议上获悉，去年
全市各级工会组织认真履行维护
职工合法权益、竭诚服务职工群
众的基本职责，累计为10万余名
职工提供法律援助（协调处理劳
动争议）2478件，追回劳动经济
权益2.92亿元。

据了解，截至2018年，全市
共有基层工会组织5.4万个，其
中独立基层工会组织4.7万个、
联合基层工会组织0.7万个；全
市共有职工650万人、工会会员
624万名，其中农民工会员315
万名。

去年，市总工会联合市级有
关部门开展系列服务农民工公益
法律服务等活动，组织全市255
名律师志愿者到联系服务的企业
为职工、企业经营者宣讲宪法，全
市累计宣讲宪法577场，参与职
工人数达到5.2万人。此外，市
总工会联合市司法局组织开展了
线上重庆职工宪法知识竞赛，参
加人数达52.2万余人次。

在强化职工服务阵地功能方
面，市总工会针对困难职工、农
民工、户外劳动者、女职工等职
工群体特点，增强职工服务（帮
扶）中心、基层服务站点、“爱心
驿站”、爱心妈咪小屋的特色服
务功能。目前，已建成市和区县

职工服务（帮扶）中心41个、帮
扶站点6353个，基层群团服务
站点1697个，户外劳动者“爱心
驿站”605个，爱心妈咪小屋400
余家，新建全国职工书屋示范点
25家。

为加强对职工的人文关怀，
落实贫困区县困难职工子女“助
学成才计划”，全市各级工会组织
2018年筹措资金2.7亿元开展元
旦春节送温暖、就业创业服务“春
风行动”“炎夏送清凉”“金秋助
学”等活动，聚焦生活救助、子女
升学、医疗救助精准帮扶建档困
难职工1.4万户。同时，职工互助
保障工作稳步推进，全年累计参
保单位1.1万家、会员261万人
次，筹集互助金1.16亿元，申领互
助金3.2万人次，金额6504万元。

市总工会有关负责人介绍，
今年，市总工会将围绕全市中心
工作，以重大战略、重大工程、重
大项目、重点产业等为主攻方向，
深入持久开展多种形式的网上网
下劳动和技能竞赛，激发职工劳
动热情和创造活力。其中，全市
性引领性竞赛不少于6场，各区
县主办竞赛不少于1场、各产业
主办竞赛不少于2场。同时，各
级工会组织还将继续全面深化改
革，推动落实职工带薪年休假等
制度，推动解决职工社会保障漏
洞、断保、拖欠农民工劳动报酬等
问题。

2018年市总工会为职工
追回劳动经济权益2.92亿元

本报讯 （记者 夏元）今年春运比去年春运
提前了10天，客流高峰来得早、持续时间长，长途汽
车站运力准备如何？1月24日，重庆日报记者走访
市交运集团和主城多个长途汽车站，对运力布置及
出行安排情况进行打探。

市交运集团表示，当前正值高校放假，学生流
与务工流、探亲流叠加，长途汽车站出行量较大，春
节后出行客流相对平缓，但在正月初六和正月十五
前后，车站将再迎客流高峰。

在整个春运期间，交运集团将投放1.3万台班
线客车，储备500台应急运力，各长途汽车站将根据

客流情况延长售票时间、增开售票窗口，并引导乘
客选择自助售票机、手机App、微信公众号等便捷
购票。

“今年春运我们将按照‘车站多做事，乘客少跑
路’原则进行服务。”陈家坪长途汽车站工作人员表
示，车站方已在售票大厅新建临时身份证开具点专
用房间，让忘记携带证件的乘客出行更便捷。另
外，车站方还在售票大厅新建了母婴候车室，方便
让妇幼乘客。

红旗河沟汽车站地处闹市区，周边人群集聚、
堵点较多，安全隐患较大。为此，车站方对售票厅、

候车厅、停发车位、租赁摊位等安全状况，以及配电
房电机、电线线路等运行情况进行集中检查，及时
清除了隐患。结合车站场地狭窄、春运客流车流出
行量大、冬季雨雾天气多等因素，车站方还制定应
急预案，对各类突发情况准备好了应急措施。

春运期间，渝北双凤桥汽车站在候车厅配备了
御寒毛毯，免费提供给乘客候车期间借用。南岸四
公里枢纽站持续开展“有困难找绿丝带，我在您身
边”服务，乘客在车站有任何问题，都可找佩戴绿丝
带的工作人员咨询解决。

作为主城汽车站客流出行“大户”，菜园坝以及
龙头寺南、北广场汽车站将持续执行实名制乘车，
加强进站、购票、检票和现场秩序维护。

重庆西站汽车站在春运期间将24小时营业，为
方便下火车乘客及时换乘长途汽车，车站方还在火
车换乘大厅设立咨询点，引导乘客进站，并准备了
20台7-12座定制客车提供包车服务。

主城汽车站多种措施提升服务

车站多做事 乘客少跑路

本报讯 （记者 栗园园）1
月24日，市环境行政执法总队前
往大渡口区中石油西南管道重庆
输油气分公司重庆作业区、伏牛
溪油库、重庆国际复合材料有限
公司、中石化润滑油有限公司合
成油脂分公司，开展企业风险隐
患排查，并针对排查中发现的问
题和隐患要求相关单位进行整
改。

市生态环境局相关负责人介
绍，本月14日起，我市已启动全
市“两会一节”环境安全隐患排查
整治百日攻坚行动，组织30余名
环保工作人员划分为5组深入各
区县开展生态环境隐患排查整
治，确保节会期间的环境安全工
作。当天的现场排查便是此次百
日攻坚行动的一部分。

据介绍，此次百日攻坚行
动将对辖区环境风险企业进行
全面、深入、彻底的拉网式排
查，重点为：全市“三江”干流沿

岸一公里范围内 25 家化工企
业、沿岸 59家重大突发环境事
件风险企业、化工园区、危化品
生产使用储存经营单位、危废产
生和经营单位、重金属企业、“涉
油”企业及油气输送管线、饮用
水源地。

此外，还将加强对民用核设
施、核技术利用单位等高风险企
业的监督管理，特别是对移动γ
探伤源、工业Ⅱ类以上等高风险
放射源的安全排查。

对一般工业固废渣场污染防
治情况、工业园区污泥产生情况，
我市将持续开展调查和隐患整
治，进一步加强危险废物全过程
监管，打击非法转移和倾倒固体
废物违法行为。

“两会”期间，我市还将加强
环境噪音监督管理，将其作为实
施“宁静行动”重要内容，积极组
织协调公安、城管、建设等部门联
合开展噪声污染专项整治。

重庆各区县排查整治生态环境隐患

福彩法律援助公益项目捐赠仪式举行
➡1月24日，“福彩法援献温暖-阳光照你前行”法律援助公益项

目捐赠仪式在市司法局举行。据了解，此次活动旨在为困难干警和职
工送上党和政府、社会大众的关怀，助他们在工作上继续砥砺前行。
仪式上，市福利彩票发行中心捐资40万元，市法律援助基金会捐资10
万元，共同用于帮扶的112名困难干警和职工。 （记者 黄乔）

为确保春运安全，1月24日下午，市公安局交巡警总队联合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重庆分公司和上海金汇通用航空股
份有限公司，举行了一场警保联动空地一体化应急救援演练。演练模拟内环吉庆隧道出口（往南环方向）发生两车追尾事故，一名驾
驶员被卡在车内，伤情严重，现场民警请求直升机支援。几分钟后，救援直升机到达事故现场，仅用了5分钟就将“伤员”转运到救护
车上。 记者 罗斌 周松 实习生 郑明鸿 摄

春运服务升级 只为旅客平安出行
2019年铁路春运21日正式启动。初步预测，在为期40

天的春运期间，全市旅客发送量约5207万人次，较上年春
运增长3.6%。由于节前客流相互叠加，中短途客流持续增
长；以及新增枢纽迎接挑战，交通接驳疏运压力增大。对于

交通运输、公安等部门而言，又是一场大考。如何让广大旅
客在春运路上走得了、走得好、走得安全？我市相关部门在
确保春运安全的同时，从提高服务质量等方面推出系列新
举措，让旅客回家更平安、更从容。

1月24日，记者在重庆火车北站南广场看到，重庆火车
北站设置了“梦想驿站”，为返乡旅客提供免费热水、免费
应急电话、免费应急药品等一系列服务。

记者 崔曜 摄

火车北站启用
“梦想驿站”

1月23日，重庆西动车所，机械师正在为列车齿轮箱加
油。春运以来，成铁重庆车辆段西动车所的200余名维护人
员对所属82组动车组列车进行全面检测和整修，确保动车
组安全平稳运行。 首席记者 崔力 摄

“动车医生”

1 月 24 日凌晨 4
点 13 分，重庆北站站
台，刚刚下车的旅客难
掩回家的兴奋。春运
开始以来，火车站工作
人员坚守岗位，确保春
运顺畅。

首席记者 崔力 摄

深夜值班

直升机演练
紧急救援

5G第三阶段测试结果公布
➡记者24日从工业和信息化部获悉，IMT-2020（5G）推进组日

前发布了5G技术研发试验第三阶段测试结果。测试结果显示，5G基
站与核心网设备均可支持非独立组网和独立组网模式，主要功能符合
预期，已达到预商用水平。 （据新华社）

国家面向社会公开招录18665名消防员
➡记者24日从应急管理部获悉，应急管理部近日发布《国家综合

性消防救援队伍面向社会招录消防员的公告》，正式启动首次面向社
会公开招录消防员工作。据介绍，此次公开招录消防员18665名，其
中：消防救援队伍招录11880名，森林消防队伍招录6785名。招录对
象可登录招录网站（网址http://xfyzl.119.gov.cn）查询招录公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