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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户 名
重庆市九龙坡区中梁山运输公司
江津遗爱池宾馆有限公司
重庆三峡库区建设开发总公司
重庆太平洋制罐有限公司
重庆恐龙金属板网厂
重庆大同实业公司
重庆市巴南区金属建材公司
重庆渝南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骏鸿精密铸造有限公司
重庆惠美罐头食品有限公司
重庆太笛四方科技集团有限公司
重庆嘉宝食品饮料厂
重庆汇利达电子集团有限公司
重庆海外广告有限公司
重庆市渝台金属材料总公司
重庆金三峡贸易公司
重庆龙麟商务有限公司
北海鸿翔房地产有限公司
重庆南方食品有限公司
重庆国际开发有限公司巴南区分公司

担保人

重庆花园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债权总额
1,902,384.98
1,887,932.01

14,795,324.76
15,123,393.65
11,732,523.55
6,219,122.44
4,747,655.48
8,572,769.17
9,037,920.18
4,158,352.34
2,397,058.66
2,001,850.21

56,301,585.09
7,927,148.10

23,986,230.18
1,584,831.13

832,421.80
12,286,353.95
28,721,447.11
7,552,646.38

中国华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重庆市分公司债权债务催收公告
中国华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重庆市分公司特公告通知各债务人及担保人，要求各债务人及其担保人从本公告发布之日起，立

即向中国华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重庆市分公司履行主债权合同及担保合同等确定的还款义务或相应的担保责任。
本公告清单为截止至2019年3月20日的债权总额。
特此公告

中国华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重庆市分公司
2019年3月23日催收公告明细表 单位：人民币，元

序号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31
32
33
34
35
36
37
38

合计

户 名
唐国芳
张帆
中国燕兴西南公司
“重庆朝阳化工厂”信托资产
重庆新世界金属材料有限公司待清理信托资产
重庆经联租赁公司信托资产
重庆金中物业公司信托资产
海南利通物资总公司重庆分公司信托资产
重庆大地羊毛制衣有限公司信托资产
国际开发公司巴南分公司信托资产
巫溪县华夏公司
重庆金厦物业有限公司
涪陵银贸公司
忠县银河实业有限公司
万县市银达实业贸易公司
重庆银利贸易公司
万县市长城装璜有限公司
北海三峡房地产开发公司

担保人

重庆渝江混凝土有限公司
华西包装集团公司

重庆市化工轻工业公司

债权总额
545,296.63
219,785.64

36,497,224.43
1,575,000.00
1,185,116.67
1,900,000.00
1,000,000.00
1,000,000.00
7,728,194.21
1,500,000.00

141,279.00
1,771,076.76

770,566.48
1,717,937.01
3,697,770.41
5,219,315.68
3,557,149.99
4,226,115.34

296,020,779.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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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长公开电话 12345 税务热线 12366 药监局投诉 68810255 医疗事故纠纷咨询 67706615 市卫生监督所 68810000 市教委 63862151 市疾病控制中心 68809389 环保举报 12369

本报讯 （记者 黄乔 杨艺）3
月22日，重庆日报记者从市人力社保
局获悉，即日起重庆市民可通过“重庆
掌上12333”App等人力社保部门授
权渠道申领自己的电子社保卡。未来
通过手机，市民即可享受人力社保相
关线上服务，省时省力。

电子社保卡安全么？据市人力社
保局相关负责人介绍，电子社保卡是

社会保障卡线上应用的有效电子凭
证，与实体社保卡ー一对应，状态相
同，功能相通。由全国社保卡服务平
台统一签发、统一认证、统一管理，全
国通用。用户领卡和用卡时，均需要
App端与全国社保卡服务平台实时
校验确认，结合社保卡信息验证、银行
账户验证、刷脸认证等互联网安全技
术手段，确保“实人、实名、实卡”。

“电子社保卡具有操作简单、应用
便捷、安全可靠等特点。市民领用电
子社保卡后，可高效、便捷、安全享受
人力社保线上服务。”该负责人介绍，
目前，我市“重庆掌上12333”App已
先期开通15项功能应用，持卡人签发
绑定电子社保卡后，就可随时随地在
手机上使用了。其中电子社保卡办理

类功能包括灵活就业补贴、毕业生求
职补贴、技能提升补贴、社保卡交易密
码修改、社保卡查询密码修改、居民养
老档次变更、养老待遇资格认证、预申
请仲裁、预申请调解等；电子社保卡查
询类功能包括待遇享受、参保信息、缴
费查询、成绩查询等。后续，将进一步
扩展授权签发渠道，持续开通新的功
能服务应用。

电子社保卡怎么申领？据介绍，
目前我市首批开通5个签发渠道，持
卡人只需在手机上下载安装市人力社
保局“重庆掌上12333”App/支付宝
App/工商银行“融 e联”App/中国
建设银行App/平安“城市一账通”
App，均可申领。目前，全国已有20
个省150多个城市可以通过支付宝

领取电子社保卡，电子社保卡作为实
体社保卡的线上形态，正逐渐成未来
趋势。

如何才能把电子社保卡“放进”手
机？以支付宝为例，市民在支付宝
App首页点击“城市服务”，点选自己
所在城市，选择电子社保卡，或直接在
支付宝首页搜索“城市名+电子社保
卡”，通过“刷脸”认证后，就申领成功
了。即日起到3月底，新用户在支付
宝内搜索“电子社保卡红包”，绑卡后
还能领取最高999元现金红包。

该负责人提醒，若因手机操作系
统兼容问题，造成“12333App”下载
失败，可换用支付宝等其他途径。如
有疑问可拨打人力社保热线12333进
行咨询。

本报讯 （记者 陈国栋）3月22
日，重庆日报记者从市公务员局获悉，
我市2019年上半年公务员公开招录开
始了，此次考试设838个职位，共招录
1327人。考试采取网上报名方式，报
名时间从3月24日开始。报考人员可
登录重庆人力资源和社保障网报名。

市公务员局有关负责人介绍，此

次招录注重高素质专业化，坚持事业
为上、依事择人、人岗相适，适应重庆

“三大攻坚战”“八项行动计划”需要，
招录有专业能力、专业精神的优秀人
才；注重基层导向，招录职位多数在基
层一线，优先招录接地气、懂乡音、解
乡情、亲乡邻的优秀人才。

据重庆中公教育报考指导专家

徐倩云分析，本次不限专业的岗位共
有182个，68%的岗位不限性别；巴
南、南岸、江北、九龙坡、垫江、大足、
荣昌及两江新区皆没有单独招聘的
岗位，但市直机关岗位有部分分布在
这些区县。

本次考试延续了去年的申论分级
标准，针对各区县乡镇级职位进行申

论单独测试，考试类型标注为“申论
2”。“申论1”主要考察阅读理解能力、
贯彻执行能力、解决问题能力和文字
表达能力，“申论2”主要是主观性试
题，不包含大作文。徐倩云提醒，考生
在报考前，最好先仔细了解不同岗位
之间考试内容的区别，认真选择岗位。

据了解，本次公务员招录考试，网
上报名时间为3月24日9点至3月29
日18点。笔试时间：4月20日9点-11
点，行政职业能力测验；14点-16点半，
申论。4月21日9点-11点，公安类
专业科目考试。

重庆2019年上半年招录公务员1327人
3月24日开始网上报名

本报讯 （记者 黄乔）“我没得
工作单位，可以有社保不？”“社保卡丢
了，怎么办？”……现实生活中，不少市
民被社保问题困扰。3月22日，市人
力社保局对“被问最多的十条社保问
题”进行了官方解答。

问题一
我是农村户口，能参加城镇职工

养老保险吗？
答：当然能，户口问题不影响参

保。我市社会保险早已经打破了户籍
限制。不论城镇户口还是农村户口，
都可以参加职工养老保险。有工作单
位的随单位参保，无工作单位的，满足
条件也可以个人身份参保，两种参保
方式的缴费年限和待遇计算方法是完
全一样的。

问题二
我没得工作单位，可以有社保不？
答：没有工作单位，也可以参保。

无工作单位的灵活就业人员可以选择
以个人身份参加职工养老及医疗保
险。无力参加职工保险的，还可以选
择参加居民养老及医疗保险。个人办
理参保，一般到户籍所在地社保经办
机构办理。

问题三
你们常说社保卡，我手里有张医

保卡，这是不是同一张卡？
答：是指的同一张卡。社保卡是

多险种通用的，只是因日常较多使用
的是社保卡的医保功能，所以大家比
较习惯称呼它为医保卡。它的全名是

“社会保障卡”。

问题四
单位没给我上工伤保险，我出了

事故能不能享受工伤待遇？
答：如果事故被认定为工伤，就

可以享受。按《工伤保险条例》规
定，用人单位应当依法为员工参加
工伤保险。应当参加工伤保险而未
参加，未参保期间用人单位职工发
生的事故，被认定为工伤的，由该
用人单位按照条例规定的工伤保险
待遇项目和标准支付费用。所以，
享受工伤待遇的前提是确认该事故
是不是工伤。

问题五
我阿姨50岁了，离养老保险最低

缴费年限还差 5 年，但是已经和单位
解除了劳动合同，她还能领养老金了
吗？

答：延长缴费至满年限后，仍然可
以领。养老保险缴费年限未满，但已
到退休年龄的，需要延长缴费至满年
限（15 年）才能申办退休。建议参保
人以个人身份继续参保缴费至满15
年，然后办理退休手续，每月领取职工
退休养老金。

问题六
我的职工养老保险已经缴了 15

年，但我才 40 几岁，是不是以后都不
缴了，等到退休年龄直接办退休？

答：不建议这样操作。职工养老

保险的15年缴费年限，是可以申办退
休的最低缴费年限，但养老保险遵循
多缴多得、长缴多得的基本原则，缴得
越多，在影响养老金的其他因素不变
的情况下，领取的养老金就会越多，因
此建议在经济条件允许的情况下持续
缴费至退休年龄，这样以后的养老金
更多，老年生活更有保障。

问题七
我是在彭水县缴社保，但我的户

口在江北区，我的退休金会不会因为
在哪里办退休而不同呢？

答：在大重庆范围内，在各区县
办理退休，计算标准都是一样的。
重庆的社保政策由省级统筹，所以
在哪个各区县申办退休手续，并不
影响退休待遇。按政策规定，办理
退休应当在退休时的参保关系所在
地提交申请。

问题八
我的社保卡不见了、用不起了，补

得到不哟？
答：可以补。但应当先挂失，再补

卡。社保卡丢失后，建议及时拨打社
保服务热线12333，根据语音提示挂
失（提供 24 小时全天候自动语音服
务）。也可持挂失者本人身份证（代办
还须持代办人身份证）到经办窗口挂
失。还可在社保经办服务大厅的自助
一体机上挂失。挂失后请携带本人身

份证原件，前往重庆市任一区县社保
卡服务网点办理补卡，为方便核实身
份信息，最好到参保地社保卡服务网
点办理。需要注意的是，社保卡开通
了社保金融功能的，持卡人还要第一
时间向银行挂失。

问题九
在网上可不可查看我的社保信

息？
答：可以的，有多种网络渠道可以

查询自己的社保信息：1.拨打人力社
保服务热线12333可以电话查询；2.
进入重庆市人力社保局、重庆市社保
局官方网站查询；3.进入“重庆人力社
保”、“重庆社保”微信公众号查询；4.
通过“重庆社保”App、“掌上12333”
App查询；5.进入重庆有线电视机顶
盒的“333”社保频道查询。

问题十
换了新单位，需要提供以前的参

保证明，又不想为了这个事情专门跑
一趟办事大厅，在手机上可以查看下
载不？如何操作？

答：可以的。在手机上可以使用
“重庆社保”微信公众号或“重庆社保”
App查看个人参保证明。进入后找
到“参保证明”按钮，选择“个人历年参
保证明”或“近两年参保缴费明细”，就
能下载查看，并通过打印机自行打
印。用电脑可以进入重庆市人力社保
局官网社保子网站（http://rlsbj.cq.
gov.cn/cqsi），前往“线上服务项目”区
域，找到“参保证明打印及验证”，也可
查看并下载、打印参保证明。

十问社保热点问题

重庆可申领电子社保卡了
首期15项功能快来了解

“马上就要到育种期了，一定要做好
蜂群的人工育种和选种。”3月22日，秀
山县川河盖蜜蜂养殖专业合作社理事长
白天树带着技术人员，来到秀山县石耶
镇，为当地贫困户讲解蜜蜂育种的关键技
术。在接下来的半个月时间，他还要走遍
该县十多个镇乡村，将技术带给每一个需
要的养蜂户。

从贫困户，到年入数十万元的养蜂大
户，白天树没有忘记身边的困难群众，将
更多精力放在了免费指导他们养蜂致富
上。当白天树获得2018年全国脱贫攻坚
奋进奖的消息传到当地，大家纷纷赞道：
白天树实至名归。

坚持养蜂数十年

今年62岁的白天树家住秀山县龙池
镇白庄村，小时候家里穷，为了增加家庭
收入，他从14岁开始养蜂。

说起自己的养蜂经历，白天树很感
慨。他说，开始不会养，每年养蜂都赚不
了多少钱，有时还要亏本。后来，为了养
家糊口，他还做过裁缝、木匠，种过蔬菜，
当过村医。期间，养蜂逐渐成为他的爱
好，但从未间断，慢慢地也积累了不少技
术和心得。

开始大规模养蜂是在1998年，当时
为了供孩子读书，本来家庭经济状况就不
好的白天树家，负担更加沉重，被认定为
贫困户。当地政府在制定“一户一策”方
案时，将养蜂作为了他家的脱贫产业，白
天树开始专心养蜂。

“那时候，养蜂效益时好时坏，原因
是多方面的。”白天树说，首先就是技术
不过关，在环境的选择、育种、蜂房搭建
等很多环节，都存在不足；其次是资金，
有时没赚到钱、甚至亏本，很难有多余
资金扩大养蜂规模；第三是市场，那时
产出的蜂蜜主要在本地销售，价格时高
时低。

于是白天树一个问题一个问题地想
办法解决，白天踏入山林寻找蜜源，深夜
还在研究养蜂技术。期间，家人不理解，
他还是坚持了下来，并最终收获了成功。

2006年，依靠养蜂，白天树摘掉了
“贫困帽”，其蜂群规模从最开始的20群、
30群，到后来的50群、80群，最终稳定在
150群的规模，年收入数十万元，成为了
渝东南小有名气的养蜂大户。

出钱出技术带乡亲抱团养蜂

白天树年入数十万，让不少乡亲看到
了养蜂产业的巨大潜力，也有人慕名而来
学习养蜂技术，其中不少是贫困户。“这让
我看到了当年的自己，所以，我想在自己
的能力范围内，多帮帮他们。”白天树说。

2010年，白天树成立了秀山县川河
盖蜜蜂养殖专业合作社成立，带领更多乡
亲一起养蜂。白天树还以赊销供种模式，
为创业的贫困户提供蜂种、器具，减轻蜂
农创业压力。2014年，大溪乡丰联村建
卡贫困户姚本军的两个孩子先后考上大
学，家庭经济压力剧增。白天树伸出援
手，为其提供价值3万元的34群中华蜜
蜂种群。在白天树的帮助下，短短1年多
时间，姚本军的蜂群发展到100余群，年
收入10余万元，成功脱贫。与姚本军一
样，在合作社中，已有166户贫困群众靠
白天树赊销供种，实现了“无本”创业。

为了让贫困户能养好蜜蜂，白天树对
加入合作社的蜂农全部进行免费养蜂技
术培训，目前，已累计培训蜂农1200余人
次。并依托技术骨干为蜂农当好技术“保
姆”，全程跟踪，随叫随到。

截至目前，合作社共发展蜂农293
户，其中建卡贫困户166户，发展中华蜜
蜂5000余群，不少养蜂门外汉变成了行
家里手，靠养蜂脱贫致富。

做大做强自有品牌

虽然现在合作社发展欣欣向荣，但白
天树不敢掉以轻心。

“如何占领市场，让蜂蜜卖上更好的
价钱，关系到每一个蜂农的切身利益。”白
天树说，自己既然带大家走上了养蜂这条
路，就有责任和义务让大家过得更好，为
此，合作社开始在加工、品牌和电商方面
发力，着力做大做强品牌，畅通更多销售
渠道，提升合作社蜂蜜附加值。

通过几年的努力，合作社“川河盖”商
标已经被评为“知名商标”，还荣获中国旅
游商品入围奖。目前，合作社正在加快推
动“秀山蜂蜜”地理商标的创建。

在加工方面，合作社建成现代化加工
厂及包装厂房1000余平方米，有种蜂场
2个，年供种3000余群，年产值近1000
万元。在拓展销售渠道方面，合作社建立
了微信公众号等新媒体，并依托重庆市扶
贫电商平台“网上村庄”和秀山云智科贸
平台优势，实现蜂蜜产品网上销售，进一
步提高了产品的知名度和附加值。

“希望通过我的努力，让大家养出更
多的优质蜂、过上更‘甜蜜’的好日子。”白
天树满怀信心地说道。

从贫困户，到年入数十万的养蜂大
户，脱贫后的白天树将更多精力放在免
费指导乡亲养蜂致富上——

让贫困户过上
“甜蜜”好日子

本报记者 王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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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构名称：中国邮政集团公司重庆市忠县分公司
机构负责人：周陈
机构编码：5002337116285300
机构住所：重庆市忠县忠州镇果园路20号
邮政编码：404300 联系电话：023-54234021
代理险种：中国保监会批准、备案的财产保险和人身保险
发证日期：2018年10月18日 有效期至：2021年10月17日

中国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重庆保监局颁（换）发保险许可证公告

重庆市城市管理局供水水质情况简报
2019年2月，重庆市城市管理局对我市2家供水企业的5个水厂进行了水质监测，抽检结果公布如下：

抽查单位

重庆大学城水务技术开发
有限公司西彭水厂

重庆市自来水有限公司 井
口水厂

重庆市自来水有限公司渝
中区水厂大溪沟车间

重庆市自来水有限公司渝
中区水厂打枪坝车间（二氧

化氯）

重庆市自来水有限公司和
尚山水厂

《生活饮用水卫生标准》
GB5749-2006（限值）

备注

发布单位：重庆市城市管理局供水管理处 咨询电话：63061623

出厂水
管网水1
管网水2
出厂水
管网水1
管网水2
出厂水
管网水1
管网水2
出厂水
管网水1
管网水2
出厂水
管网水1
管网水2

出厂水

管网水

余氯/二氧化氯
mg/L
0.78
0.81
0.76
1.03
0.77
0.78
0.72
0.60
0.68
0.20
0.15
0.08
0.81
0.71
0.47

余氯≥0.30
二氧化氯≥0.1
余氯≥0.05

二氧化氯≥0.02
1、本月抽检单位的各项检测指标均达标。
2、重庆大学城水务技术开发有限公司西彭水厂，重庆市自来水有限公司井口水厂、渝中区水厂大溪沟车间、渝中区水厂打枪坝车
间、和尚山水厂均按出厂水106项、管网水42项指标进行检测。

浊度
NTU
0.19
0.14
0.12
0.20
0.26
0.21
0.18
0.26
0.30
0.30
0.34
0.46
0.19
0.16
0.16

1NTU(水源
与净水技术
条件限制时

为3)

耗氧量
mg/L
1.32
1.19
1.49
1.66
1.63
1.22
1.24
1.39
1.29
1.66
1.34
1.45
1.16
1.34
1.12

3 mg/L（水源
限制，原水耗
氧量＞6mg/L

时为5）

色度
(度)
＜5
＜5
＜5
＜5
＜5
＜5
＜5
＜5
＜5
＜5
＜5
＜5
＜5
＜5
＜5

15度

臭和味

无
无
无
无
无
无
无
无
无
无
无
无
无
无
无

无异臭
异味

菌落总数
CFU/ml

3
6
5
4
3
7
6
7

10
3
2
6
3
7
5

≤100
CFU/ml

总大肠菌群
CFU/100ml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100ml
不得检出

耐热大肠菌群
CFU/100ml
未检出

--
--

未检出
--
--

未检出
--
--

未检出
--
--

未检出
--
--

100ml
不得检出

肉眼可见物

无
--
--
无
--
--
无
--
--
无
--
--
无
--
--

无

资
料
来
源
：
支
付
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