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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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机构编码：S0019H350040001

许可证流水号：6584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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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住 所：重庆市渝北区龙溪街道松石北路25号

邮政编码：401147 电 话：023-67778026

成立日期：2011-11-20 发证日期：2019-02-15

发证机关：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两江监管分局

重庆渝北银座村镇银行有限责任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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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机构编码：S0019S350040013 许可证流水号：6584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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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市北部新区人和龙寿路669号2幢635门面
邮编：401122 电话：023-88922470
成立日期：2015-03-25 发证日期：2019-03-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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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机构编码：B0004L350000003
许可证流水号：6572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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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地址：重庆市黔江区

城西街道新华大道西段196号

邮编：409000 电话：023-79223559
成立日期：1988-09-16 发证日期：2018-12-20
发证机关：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黔江监管分局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重庆黔江分行

机构编码：A0002S350040004

许可证流水号：6584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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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地址：重庆市渝北区

双龙湖街道五星路164号1幢1

邮编：401120 电话：023-67830206
成立日期：1997-01-01 发证日期：2019-03-20
发证机关：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两江监管分局

中国农业发展银行银行
重庆市渝北区支行

机构编码：B0004S350060008
许可证流水号：6571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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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地址：重庆市荣昌区

昌元街道广场路96号

邮编：402460 电话：023-46733729
成立日期：1987-10-01 发证日期：2018-12-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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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庆荣昌支行

重庆渝北银座村镇银行有限责任公司人和支行
机构编码：S0019S350040015 许可证流水号：6584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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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市渝北区双龙湖街道祥和路2号附5号御城华府18幢1-商6、附6号御城华府18幢1-商5
邮编：401120 电话：023-88959078
成立日期：2015-08-28 发证日期：2019-03-25
发证机关：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两江监管分局

重庆渝北银座村镇银行有限责任公司空港新城支行

重庆市某医院三甲项目医用设备询价通知重庆市工程管理有限公司
受某医院委托，就该医院医用设
备采购进行询价，现通知如下：

一、询价时间及联系方式
询价时间：今日始至2019

年4月8日17:30止
联系单位：重庆市工程管理

有限公司
联系地址：重庆市江北区五

里店重庆咨询大厦B座306
联系人：陈老师
咨询电话：023—63328214
投递邮箱：ybyycg@126.

com
二、询价内容
医用设备采购清单请于联系

地址处领取。
三、询价须知
请供应商根据领取的设备

清单，提供电子盖章扫描件到
ybyycg@126.com邮箱，或完整
纸质文件提交至联系地址。需
提供的具体资料如下：

1.生产厂、供应商应具备的
资质条件。

2.符合要求的医用设备的品
牌和规格型号、制造商、原产地、
主要技术参数（表征设备使用性
能的重要技术参数单独列出）、安
装条件、设备单价（含产品及满足
使用条件和质保期内的所有费
用），主要耗材价格等。

3.该型医疗设备在国内近2

年内的销售情况，含设备品牌型
号、购买时间、价格等，并附相应
的合同等证明材料复印件。

4.质保期（包括关键部件的
最低使用次数、年限等）、售后服
务。

5.同时提供不少于1家其他
厂商同类产品的参考价，以及该产
品的独有差异化参数。

6.以上材料均需加盖单位公
章，否则不予采用。

重庆市工程管理有限公司
2019.3.28

time&together知心共好 宇你相伴

2019华宇集团品牌发布会隆重召开
3月27日，“time&together知心共好 宇你相伴——2019华宇集团品牌发布会”在华宇温德姆至尊豪庭大酒店隆重举行。华宇高管、协会专家、知名媒体、业主、合作伙伴等500余人济济一堂，共同见证了这场盛会。

36年时光之旅
华宇的过去、现在、未来

成立于1983年的华宇，距今已有
36载的时光。华宇地产集团总裁周
德康先生在发布会上向在场以及网络
直播的观众分享了华宇的过去、现在
和未来。

从发轫西城，领航重庆，到深耕西
南，布局全国，华宇秉持“责任华宇，幸
福一生”的企业理念，从1座城到21座
城；从第一位业主入住到服务全国60
万业主；从初入行业到渝派前三甲，再
到中国房企综合实力top50。华宇以
其独有的方式，成为了重庆地产品牌
的中坚力量！

作为地产界公认的稳健实干派，
这36年华宇走得踏实且坚定。华宇
已进入21座城市，每进入一座城市都
会去了解这座城市的每一寸土地，只
为更懂每座城市独特的风土人情，打
造更好的令客户满意的产品。

除了产品上的不断改良精进，在
服务体验上，华宇也在优化升级。
2018年初，华宇与第一太平戴维斯建
立股权合作，成立华宇第一太平戴维
斯物业管理公司。引入其国际高标
准物业百年服务经验，在原有的“优
管家”服务体系上，搭建内外兼修的
服务体系，为业主提供优质卓越的服
务。

基于对产品和服务的坚持，和60
万业主的信任，华宇取得了2019中国
房地产百强企业综合实力第49名，中
国房地产开发企业经营绩效10强，中
国民营企业服务业100强，中国房地
产公司品牌价值top20等多项荣誉。

未来的华宇，将从规模战略、发展
战略、财务战略、人才战略、产品战略、
运营战略、合作战略等，持续践行优质
的产品和服务标准，深耕西南，做大华
东，做好中原，做实东三省，拓展京津

冀和珠三角的项目发展方针，探索产
业合作模式，充分利用城市地图，市场
数据模型等专业工具，争取足迹遍布
全国，走向世界。

用一场关于时间的真情告白
诉说时光背后的故事

本次发布会以“time&together
知心共好，宇你相伴”为主题。在华宇
36年的时光中，有30多年不离不弃，
父子两代人同时在华宇工作奋斗的老
员工；有在最困难的时间，彼此信任扶
持，共赴风雨最终守得云开见月明的
忠实伙伴；也有初入重庆，为站稳脚跟
安家立业选择华宇，而今三代同堂换
好房，依然选择华宇的知心业主。这
些温暖的故事，都是对“相伴”的完美
诠释。

发布会上，华宇集团执行总裁兼

华宇地产集团董事长胡端女士揭幕了
华宇集团的企业文化战略标识“&”。

华宇用“&”代表相伴，既是共赴
时光的默契，也是华宇对业主、合作伙
伴、员工的一次温情告白。“&”符号由
红，黄，蓝3条光束穿插交织而成，代
表着业主、合作伙伴、员工之间的连接
和羁绊。

因为相伴所以知心
因为知心所以懂你

懂你的需求，懂我的责任，是华宇
用心对待每一个客户需求，并用责任
去呈现更好的产品和更好的生活。华
宇地产集团品牌营销中心总经理杨虎
先生与观众一起分享了华宇的产品
观。

相伴36年，华宇深知中国人对于
温暖家庭的渴求。华宇以工科生出身

的产品经理视角，从用户调研中获取
大数据，从大数据中挖掘需求，更具系
统性、逻辑性、专业性地将需求付诸产
品创新升级，力求每一位选择华宇的
业主都能触达理想中舒适和温馨的生
活。

从去年下半年，华宇就深入 21
个城市，去了解业主需求。通过数
据调研，根据用户的关注点，总结过
去36年华宇经验，在原有的优+1.0
体系的基础上进行了升级，并在本
次发布会率先发布了优+2.0 体系。
升级后的优+2.0 体系从室内设计、
社区景观到物业服务，切实的将业
主关怀揉入每一个产品细节，兑现
业主更好生活。

在华宇的华宇优+2.0体系中，把
未来的优＋景观分为三个空间，一个
是归家空间，一个是回游空间，一个是
庭聚空间。归家空间，就是人从城市
回到家，抛开社会的属性，回到自然的

属性，去实现自己最真实的生活；回游
空间把各个不同的空间串联在一起，
在空间中体验到更多的可能性。庭聚
空间，不管在当下还是未来，人与人的
交流，需要在庭院里面，有互动化的场
景，有各种不同交流的可能。

要做到以一个产品经理的角色去
做产品，需要运用专业思维和能力，把
一个产品细分到最科学化的单位。华
宇在做这项工作的过程中，导入了一
套全新的体系——通过设计、园林、工
程、物业、精装五个专业和力量来共同
设计。五个专业对产品的看法和标准
不尽相同，所以华宇打造了产品的五
大标尺——审美化、人性化、科技化、
生态化、可持续。如果产品不符合这
五大标尺中的任意一项，就需要重新
调整直至吻合。

杨虎在发布会上还谈到，优+2.0
景观体系目前已落地位于龙兴的御
临府，作为全国首个跨界云崖艺术空
间，生长在云端的美好建筑，该项目
已获得“2018中国房地产精品项目品
牌价值TOP10”殊荣。2019年将在
重庆华宇城、苏州青剑湖项目、西安

阅境、眉山锦绣府、常州万象府、绵阳
朗阅等项目持续推行优+景观全面落
地。

华宇投入了大量的时间和成本去
完成这些复杂而繁琐过程，因为华宇
始终相信，生活的品质是由无数细节
沉淀而成的。正如海德格尔曾说过：

“人，诗意地栖居在大地上。”华宇希
望，每一个居住在华宇的人，都能够在
这里诗意地生活，寻得内心的安详与
和谐，找到家带给我们的特殊的安全
感和温度。在华宇居住，会更懂生活，
也更渴盼每一天的回归。

所有在时间里的选择，不是欣喜，
而是懂你；所有在选择里的同行，因为
责任，升华信任。优+2.0体系是华宇
用心对待每一个客户需求，并用更好
的产品为客户创造更好地生活的表
现。未来，华宇集团将在更多的项目
上落地优+2.0体系，敬请期待更多美
好。

华宇控股集团执行总裁兼华宇集团董事长胡端女士启动华宇企业文化战略标识

发布会现场

赵芮 图片由华宇集团提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