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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寿不慎遗失“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重庆市分公司保险营销员
合同专用章”，该章从发布遗失声明之日起宣布作废，至此所有该章引发的法律
责任一概与本公司无关。

特此声明

中国人寿重庆市分公司
2019年1月30日

遗失公告

机构名称：中国平安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重庆市巴南中心支公司鱼洞营业部
机构负责人：李静 机构编码：000018500113800
原机构住所：重庆市巴南区巴县大道57号3楼
现机构住所：重庆市巴南区渝南大道297号2幢7-1、7-2、7-3、7-4、7-5、7-6、7-7、7-11、7-12号
成立时期：2010年7月23日 邮政编码：400000 联系电话：023-66228697
业务范围：承保人民币和外币的各种人身保险业务，包括各类人寿保险、健康保险（不包括“团体长期健

康保险”）、意外伤害保险等保险业务；办理各种法定人身保险业务；证券投资基金销售业务；
对营销员开展培训和管理，收取营销员代收的保险费、投保单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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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诉；经中国保监会批准的其他业务。

发证日期：2019年1月10日 发证机关：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重庆监管局

保险业务机构地址变更公告
机构名称：中国平安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重庆分公司第六营销服务部
机构负责人：魏邦飞 机构编码：000018500108001
原机构住所：重庆市南岸区南坪街道江南大道19号3-1、3-2部分房屋、4-1、4-2
现机构住所：重庆市南岸区南坪街道江南大道19号3-1、3-2部分房屋、4-1、4-2.海铜路1号新宝龙钻

石国际大厦32、33层
成立时期：2015年11月20日 邮政编码：400000 联系电话：023-62516340
业务范围：承保人民币和外币的各种人身保险业务，包括各类人寿保险、健康保险（不包括“团体长期健

康保险”）、意外伤害保险等保险业务；办理各种法定人身保险业务；证券投资基金销售业务；
对营销员开展培训和管理，收取营销员代收的保险费、投保单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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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诉；经中国保监会批准的其他业务。

发证日期：2019年1月10日 发证机关：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重庆监管局

保险业务机构地址变更公告

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重庆市巴南支公司巴南工业园营销服务
部不慎遗失经营保险业务许可证，机构编码：000002500113003，发证时间：
2015年1月30日，该证从发布遗失声明之日起宣布作废，至此所有该证照引发
的法律责任一概与本公司无关。

特此声明
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重庆市分公司

2019年1月20日

遗失公告

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彭水支公司高谷营销服务部不慎遗失经
营保险业务许可证，机构编码：000002500243069，发证时间：2002年8月23
日，该证从发布遗失声明之日起宣布作废，至此所有该证照引发的法律责任一
概与本公司无关。

特此声明
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重庆市分公司

2019年1月20日

遗失公告
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彭水支公司保家营销服务部不慎遗失经

营保险业务许可证，机构编码：000002500243068，发证时间：2009年4月3日，
该证从发布遗失声明之日起宣布作废，至此所有该证照引发的法律责任一概与
本公司无关。

特此声明
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重庆市分公司

2019年1月20日

遗失公告

机构名称：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重庆市大足区支公司
机构负责人：彭中良 机构编码：000005500225
机构住所：重庆市大足区棠香街道办事处五星大道377号1-7、4-5、5-1、6-1、6-2、4-4-1
成立日期：2003年06月30日 邮政编码：402360 联系电话：023-81098999
业务范围：人寿保险、健康保险、意外伤害保险等各类人身保险业务；人身保险的再保险业

务；国家法律、法规允许或国家批准的资金运用业务；各类人身保险服务、咨询
和代理业务；国家保险监督管理部门批准的其他业务。

发证日期：2019年1月2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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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龙坡区支公司白市驿营销服务部
机构负责人：邓志刚 机构编码：000005500107002
机构住所：重庆市九龙坡区白新街106号二楼
成立日期：2004年12月01日
邮政编码：401329 联系电话：023-657019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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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01月2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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潼南区支公司双江营销服务部
机构负责人：田昌松 机构编码：000005500223003
机构住所：重庆市潼南区双江镇文南街47号一层、49号一层
成立日期：2002年08月23日
邮政编码：402660 联系电话：023-851151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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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1月2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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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讯 （记者 夏婧）1 月 30
日，拿着1万元的慰问金，巫溪县双台
明德小学教师谭佑平连心里暖洋洋
的。近日，中国职工保险互助会重庆
办事处（以下简称：重庆互助会）配合
重庆市总工会开展的“元旦春节送温
暖”行动告一段落，235万余元慰问金
发放到1081名基层困难互助会员手
中。

不仅是物质上的帮助，重庆互助
会还成为了职工们的“健康管家”，这
一年，重庆互助会健康公益体检车开
进35个区县与产业工会，为12000余
名职工进行了免费体检，发现疑似重
大疾病28例。

235万余元慰问金
带来冬日温暖

“重庆市总工会、重庆互助会的雪
中送碳太让我感动了！”说起此次的送
温暖行动，谭佑平连声感谢。

自2017年做了风湿性心脏瓣膜置
换手术后，他就一直靠借款求医治疗，
每月支出至少1500元，加上妻子无业，
女儿上学，生活举步维艰。此次的“送
温暖”活动为其提供了1万元的慰问
金。

事实上，这个冬天，一共有1000
余名像谭佑平这样的困难职工得到帮
助。从2019年1月初开始，市总工会
领导带领重庆互助会有关同志组成
11个慰问组，陆续奔赴47个区县和产
业工会，开展了“元旦春节送温暖”行
动，为重庆市互助会会员发放慰问金
235万余元，并为他们送上大米、油等
年货。

“此次活动贯彻了市总工会‘一切
为了职工群众’的工作理念，发扬互助
会‘互助互济’的精神，为许多会员解决
了实际困难。”中互会重庆管委会秘书
长、主任刘治说，希望“元旦春节送温
暖”行动能让更多人享有幸福感、获得

感和安全感。

为万余名职工
免费体检

不仅送温暖，重庆互助会还向广大
职工送健康。

2018年1月23日，一辆体检车开
进酉阳县浪坪乡，医生与工作人员拿着
各类医用器具陆续走出车厢，为人们免
费体检。这正是“互助健康体检车”的
首次亮相。

此后一年，“健康公益体检车”走
进 35 个区县与产业工会，为 970 家
企、事业单位共计12000余名职工进
行了免费体检，发现疑似重大疾病28
例。

据了解，“互助健康体检车”配备了
车载DR、五分类血液分析仪、电解质
分析仪等检验仪器及工具。医师团队
选定了包含肝功9项、肾功3项、颈动
脉血管彩超、腹部彩超等共15项基础
项目为职工进行体验。

持续一年的免费体验，让人们重新
认识到健康的重要性。“在体检中，我们
发现有三成以上的职工会员没有定期
体检的习惯。”刘治介绍，涪陵一位企业
员工就在此次检查中发现了尿毒症，在
巫溪，医务人员也发现多例甲状腺相关
病例，“这样的案列数不胜数，医生对病
情进行了分析，并提供了预防注意事项
和治疗建议。”

“平时工作太忙了，完全没时间体
检，没想到体检车把这么多医疗设备
拉到单位来，为我们免费体验！”重庆
航强铝业股份有限公司职工张强说，
自己一直没有定期体检的习惯，一是
觉得没生病，二是觉得体验要花钱花
时间，排队也麻烦，“这次的免费体检
活动不仅为我们检查了身体，还让我
们了解了很多健康知识，这种足不出
户的公益体检不仅专业，更让人心头
觉得温暖和踏实！”

重庆互助会：

发放慰问金235万余元
为万余人免费体检

本报讯 （记者 匡丽娜）1月31
日，重庆日报记者从2019重庆铜梁原
乡风情马拉松赛新闻发布会上获悉，本
次马拉松赛将于3月24日在铜梁举行。

本次赛事将紧紧围绕“原乡风情”，
将“龙文化”元素充分融入比赛之中。

本次赛事设半程马拉松、迷你马拉松两
个项目。比赛将于3月24日上午8∶30
在铜梁区人民公园鸣枪开跑，即日起至
2月28日，马拉松爱好者可通过登录
赛事官网或关注其微信公众号等渠道，
进行线上报名。

铜梁原乡风情马拉松赛3月开跑

“互助健康体检车”为职工免费体检。
受访者供图

本报讯 （记者 韩毅）1月31
日，重庆日报记者从市文化和旅游
发展委员会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获
悉，2019年春节期间，全市共推出
200多场雅俗共赏、参与度高、地方
特色浓郁的文化旅游活动，为市民
和游客营造出一个欢乐、祥和、安
宁、有年味儿的节日。

去年，重庆实现旅游总收入
4343.5 亿 元 ，同 比 增 长 31.3% 。
2019年春节期间，四面八方汇聚而
来的旅客有哪些新玩法呢？“踏雪赏
景、温泉康养、游轮体验、舞龙舞狮、
非遗展演、歌舞戏曲、新年祈愿……

可谓形式多样，应有尽有，亮点纷
呈。”市文化和旅游发展委员会副主
任秦定波介绍，全市各区县推出了超
过200场迎新春文化旅游活动，游客
可以过一个特色明显的“重庆年”。

例如，北碚既有登山、游园等传
统新春活动，也有摄影展、非遗展、
数字文化体验等系列活动；在巫山，
市民既可“免费游天路”，也可参加
舞龙舞狮、新年祈愿；在沙坪坝，既
有金猪送展、金猪送瓷、金猪送茗，
也有“文化进万家”等文艺汇演……

让远者来、近者悦，今年春节，
我市主打“重庆年味”牌。在磁器口

古镇，游客可以观赏到古色古香的
巴渝古建筑群，还可以欣赏折子戏、
川剧变脸、单口相声、民谣弹唱、茶
道表演等传统艺术；在长寿，游客除
了可以游湖逛古镇，还能参观和体
验书写春联、城隍巡游、迎财神、抛
绣球招婿、猜灯谜等活动；在彭水，
游客可以登摩围山、游阿依河，到蚩
尤九黎城过苗年；在永川，乐和乐都
主题公园等你来与可爱的动物亲密
接触，永川体育中心还准备了逛庙
会、看花灯，以及舞龙舞狮、杂技、海
城高跷、抖音歌舞秀等。

重庆自然博物馆推出了“熊猫

时代”大型原创展览，揭秘大熊猫的
“前世今生”，讲述了大熊猫与人类
同行800万年的故事，并营造出立
体、灵动、沉浸式的观展体验，让游
客在游乐中增长知识。

重庆川剧艺术中心、重庆大剧
院等也推出了精彩纷呈的演出，让
市民的新年更具“文艺范儿”。

踏雪赏景、非遗展演、歌舞戏曲……

200多场文旅活动邀您过个“重庆年”

实惠实惠实惠实惠实惠实惠实惠实惠实惠实惠实惠实惠实惠实惠实惠实惠实惠实惠实惠实惠实惠实惠实惠实惠实惠实惠实惠实惠实惠实惠实惠实惠 重庆“红眼航班”价格便宜30%
➡近日，民航局不仅批准了包括重庆机场在内的国内十

个大型机场，在春运期间凌晨1点到6点通宵运行，还批复了
重庆进出港的20个“红眼航班”。据统计，这些“红眼航班”票
价普遍比全价便宜30%左右。更有如大年初一重庆飞上海的
特价机票，价格低于200元，相当于打1折。

（记者 曾立）

方便方便方便方便方便方便方便方便方便方便方便方便方便方便方便方便方便方便方便方便方便方便方便方便方便方便方便方便方便方便方便方便 红旗河沟汽车站推出包车换乘
➡市交运集团1月31日发布消息，即日起，红旗河沟长

途汽车站推出定制包车服务，开通从该站前往重庆西站、江
北机场、菜园坝车站及西南医院等客流密集区域的换乘线
路。据介绍，春运期间该站将投放10台7座小型商务车作
为定制包车，往返于红旗河沟车站与上述站点，运营时间为
每天8∶30-17∶30。 （记者 夏元）

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 高速公路上有高科技设备抓拍
➡市交通行政执法总队高速公路第五支队一大队相关

负责人提醒各位驾驶员：目前，重庆高速公路100个固定测
速点、240套卡口设备基本上完成升级改造。这些新设备抓
拍清晰度比之前提升了一倍，可清晰地显示出被抓拍车辆
的车牌号，且高清抓拍设备与新安装的异常事件视频检测
系统联网，系统一旦发现高速公路上各类交通违法突发事
件就会自动报警。驾驶员们开车时应遵守交通规则，不要
心存侥幸。 （记者 杨永芹）

本报讯 （记者 周松）1月31
日，重庆日报记者获悉，今年1月，
全市公安机关共查处非法运输烟花
爆竹案件125起，治安拘留136人，
收缴非法产品8325件。在新修订
的《重庆市燃放烟花爆竹管理条例》
中，规定从2019年2月1日起，重庆
绕城高速公路以内区域（含绕城高

速）全面禁止生产、经营、存储、

销售、燃放烟花爆竹。
据市环保局监测分析，2018年

春节期间重庆市空气质量超标 4
天。此外，每年春节期间都会发生
因燃放烟花爆竹引发的火灾和伤人
事故，给群众生命财产带来损失。
据市燃管办近3年统计数据，全市
春节期间因燃放烟花爆竹引发的一
般火灾36起，造成轻伤410人。

市公安局法制总队相关负责人
介绍，依据《重庆市燃放烟花爆竹管
理条例》相关规定，在禁放区域、场
所燃放烟花爆竹，或者违反安全燃
放规定燃放烟花爆竹的，由公安机
关责令停止燃放，处100元以上200
元以下的罚款；情节严重的，处200
元以上500元以下的罚款；构成违
反治安管理行为的，公安机关将依

照《治安管理处罚法》的规定进行处
罚。按照《烟花爆竹安全管理条例》
相关规定，非法经营、运输、储存烟
花爆竹，构成违反治安管理行为的，
公安机关将依照《治安管理处罚法》
的规定处10日以上15日以下拘留；
情节较轻的，处5日以上10日以下
拘留。

民警吁请广大市民：春节期间
返乡祭祖时，即使在燃放区也请不
燃放或少燃放烟花爆竹，文明祭
扫，避免火灾等安全事故发生，共
同营造春节期间安全文明和谐的
社会环境。

重庆绕城高速以内区域全面禁燃烟花爆竹

喜 气 洋 洋 过 春 节

1月29日，由贵阳北开往重庆西的G2884次列车上，列车员将图书送给孩子。当日，由成
铁重庆客运段动车车队与沙坪坝区团委等联合开展的“动车上的少年宫”主题活动，在本次
列车上进行，给春运返乡途中的小乘客营造了温馨舒适的乘车环境。

首席记者 崔力 摄

列车上的少年宫

重庆市2019年
新春文化旅游
活动信息表

扫一扫 就看到

本报讯 （记者 王翔）国有国
法，家有家规，家规一代一代传承下
去，就成了家风。1月29日，巴南区
党员干部和群众通过“讲家史、立家
训、说得失、谈梦想、传家礼、送祝福”
等多种形式开展家庭年会活动，共同
传承优良家风。

巴南区于今年1月启动了“佳节

话家风·和美家年会”活动，号召全区
干部和群众开展形式多样的特色家庭
年会，让孩子在家风的点滴熏陶中健
康成长，让领导干部在家风的传承中
加强政德建设。活动启动后，该区干
部群众就陆续开展了形式多样、颇具
特色的家庭年会来传承优良家风。

1月29日当天，巴南百节小学六
年级学生瞿晏佳一家，就在自家的林

地果树间，开了一场特别的家庭年
会。他们一起来到自家的乌皮樱桃基
地，为果树施肥浇水，共庆丰收。之
后，一家五口坐在一起吃团年饭，总结
一年来的得失，并互相送上新春祝福。

瞿晏佳的妈妈晏萍告诉儿子，是
党的政策支持，加上爷爷奶奶的科学
种植和诚信经营，才让一家人过上如
今的富裕生活，而小晏佳也在餐桌上

立志将勤劳和诚信的家风传承下去，
好好学习，更上一层楼。

据悉，此次“佳节话家风·和美家
年会”活动将持续至3月，预计将有
20万个家庭参与。新学期开学后，巴
南各学校会继续开展“佳节话家风·和
美家年会”主题班会、团队日、梦想沙
龙分享会等活动，充分展示学生参与
家年会的活动成果。节后各机关单
位也会利用主题党日、干部职工会
等，采取梦想沙龙等形式及时组织干
部职工分享家年会感受，寻找出一批
有故事、有传统、有代表性的家风育
人家庭，深挖家风育人的感人故事和
美好情操，提升巴南区家风建设的新
内涵和新形象。

巴南开展特色家庭年会
传承优良家风新内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