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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钢铁集团朵力房地产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2018年年度股东大会的通知
各位股东：

重庆钢铁集团朵力房地产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2018
年年度股东大会会议将于2019年5月22日上午09：00在重庆市大
渡口区朵力名都会所三楼会议室召开，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会议时间：2019年5月22日（星期三）上午09:00
二、会议地点：重庆市大渡口区朵力名都会所三楼会议室（大渡

口区朵力名都小区内）
三、会议召集人：重庆钢铁集团朵力房地产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四、召开方式：现场会议
五、会议议题：
1.审议《公司2018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2.审议《公司2018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3.审议《公司2018年年度报告》。
4.审议《公司2018年度财务工作报告》。
5.审议《公司2018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6.审议《公司2018年度利润分配方案》。
7.审议关于公司2019年全面预算的议案。
8.审议关于公司2019年投资计划的议案。
9.审议关于修订《公司董事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六、出席大会人员
1.截至2019年5月13日转让结束后，在重庆股份转让中心有

限责任公司登记在册的本公司全体股东或委托代理人。

2.本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和公司聘请的律师。
七、登记事项：
1.登记时间：2019年5月15日－16日上午9：10-11：10，下午

1:30-3:30
2.登记地点：重庆钢铁集团朵力房地产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办公室
3.登记方式：
出席会议的股东应持以下文件办理登记：①自然人股东持本人

身份证、股东账户卡；②由代理人代表个人股东出席本次会议的，应
出示委托人身份证（复印件）、委托人亲笔签署的授权委托书、股东
账户卡和代理人身份证；③由法定代表人代表法人股东出席本次会
议的，应出示本人身份证、加盖法人单位印章的单位营业执照复印
件、股东账户卡；④法人股东委托非法定代表人出席本次会议的，应
出示本人身份证、加盖法人单位印章并由法定代表人签署的授权委
托书、单位营业执照复印件、股东账户卡。

自然人股东采用上门方式登记；法人股东可以信函、传真及上
门方式登记，公司不接受电话方式登记。

《授权委托书》《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书》请见附件。
八、会议联系人：龚磊、黄红玉
地址：重庆市大渡口区钢花路8号钢城大厦19F（邮编：400080）
联系电话：（023）68842351、68846215
传真：（023）68842351
九、其他事项：

1.会议材料备于董事会办公室；
2.临时提案请于会议召开十天前提交；
3.本次会议预计需时两个小时，与会股东交通、食宿费用自理。
特此通知

重庆钢铁集团朵力房地产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9年4月26日

附件：
授权委托书

兹全权委托 （先生/女士）代表本单位/本人出席重庆钢铁集团
朵力房地产股份有限公司2018年年度股东大会，并代为行使表决权。

委托人（签名）： 委托人身份证号码：
（法人股东加盖公章） （法人股东提供营业执照登记号）
委托人持股数： 委托人股权证号（股东账户号）：
法定代表人（签名）： （法人股东填写此栏）

受托人签名： 身份证号码：
委托日期：

法定代表人资格证明书

______同志，在我单位________职务，系我单位法定代表人。
特此证明。

单位名称（盖章）：
年 月 日

重庆市生态环境局
受理建设项目环评信息公告

渝（市）环评公告〔2019〕1号

重庆市生态环境局于2019年4月26日—2019年4月29日受
理以下建设项目环评文件，现公告有关环评信息，接受社会监督。
环境影响报告书公示期为2019年4月30日—2019年5月15日（10
个工作日）。环评文件全本查询方式：http://www.cepb.gov.cn，
反馈意见受理方式为电子邮箱：cqhpxxgg@cepb.gov.cn，传真：
89181941，通讯地址：重庆市渝北区冉家坝旗山路252号，邮编：
4011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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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新华社长沙 4 月 29 日电 （记
者 阳建）在湖南省醴陵市国瓷街道土
株岭村，当地人都记得从这里走出去的
共产主义战士朱克靖。

朱克靖，1895年10月出生，湖南
醴陵人。1919年考入北京大学。1922
年加入中国共产党。

1923年，朱克靖受党派遣到苏联
莫斯科东方大学学习。1925年7月回
国，到广州任国民革命军第三军党代表
兼政治部主任。1926年7月，参加北
伐战争。同年11月，他当选为共产国
际执委会委员。

1927年4月，朱克靖被武汉国民
政府任命为江西省政府秘书长。他利
用这一身份积极开展工作，推荐朱德担
任南昌市公安局长，让方志敏主持国民
党江西省党部的工作。大革命失败后，
朱克靖和朱德等一同争取第三军官兵
参加南昌起义。南昌起义后，任第九军
党代表。起义部队南下失败后，朱克靖
同党组织失去联系，先后在北京、天津、
桂林、南昌等地坚持革命活动。

1937年冬，朱克靖恢复了党的组
织关系。1938年1月，被任命为新四
军政治部顾问兼直属战地服务团团长，
负责宣传、民运工作。1940年春，任新
四军联络部部长，负责统战工作。7
月，受陈毅之托，争取苏北地方实力派
李明扬、李长江与新四军合作，使二李
保持中立，为新四军攻占黄桥、打乱国
民党顽固派的进攻部署、建立苏皖抗日
根据地作出了重要贡献。

1941 年至 1944 年，朱克靖先后
担任苏北参议会副议长，苏中三分区
行政专员公署专员。1944年12月底，
随粟裕率领的新四军由苏中渡江南
下，任苏浙行政公署主任。1945 年
冬，随新四军北上山东。1946年1月，
任新四军兼山东军区秘书长、联络部
部长，策动国民党淮海绥靖公署长官
郝鹏举率部起义。郝鹏举部被改编为
华中民主联军后，朱克靖被任命为该
部政治委员，领导这支部队的改编和
民主改造。

全国内战爆发后，1947年1月，郝
鹏举率部叛变，朱克靖被捕入狱。面
对国民党反动当局的软硬兼施，他不
为所动，坚决拒绝，并在狱中写诗明
志：“一颗为民心，万古终不泯。壮士
非无泪，不为断头流。”1947年秋，朱
克靖被国民党反动当局秘密杀害于南
京郊外。

朱克靖：“壮士非无泪，不为断头流”

据新华社北京 4 月 29 日 电（记
者 王秉阳）记者从国家卫健委29日
召开的新闻发布会获悉，调查显示，
2018年全国儿童青少年总体近视率为
53.6%，即一半以上儿童青少年近视。

国家卫健委疾控局副局长张勇介

绍，目前我国儿童青少年总体近视发病
形势严峻，且低年龄段近视问题突出。
在小学和初中阶段，近视率随着年级的
升高快速增长。此外，高度近视问题不
容忽视，高三年级学生近视度数高于
600度的占比达到21.9%。由于高度

近视是致盲性眼病之一，容易导致一系
列严重的并发症，应该引起高度警惕和
重视。

张勇说，监测发现，学生户外活动
时间不足，睡眠时间不达标，课后作业
时间和持续近距离用眼时间过长，不科

学使用电子产品等不良用眼行为普遍
存在，这些是导致我国儿童青少年近视
率居高不下的重要影响因素。

专家表示，一旦儿童青少年近视，
在目前医疗技术条件下，近视不能治
愈，最重要的是预防近视形成和发展。

专家表示，儿童青少年时期应该
保证每天2小时、每周10小时的户外
活动，减少长时间近距离用眼，少接
触手机电脑等方式预防、控制和减缓
近视。

国家卫健委调查：

全国儿童青少年一半以上近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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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新版“国家名片”，2019年版
第五套人民币即将发行的消息一出，立
即引发社会广泛关注。新版和现行版
本有啥区别？防伪技术有何提升？验
钞识别怎么保证？中国人民银行相关
人士29日对此一一作出回应。

从国际国内经验来看，一套钞票的
版本升级并没有明确的时间要求，而是
与现金流通情况变化、现金自动处理设
备发展、假币伪造形势演变、防伪技术
迭代等方面密切相关。“迄今为止，现行
第五套人民币的50元、20元、10元、
1元纸币和1元、5角、1角硬币已发行
流通十多年，需要进行相应调整。”人民
银行货币金银局副局长李会锋说。

伴随着票面年号改为“2019年”，新
版人民币在防伪技术、印制质量、票面
优化等方面都做明显改进，亮点颇多。

变化一

更强的防伪技术易识别

新版第五套人民币在保持现行第
五套人民币主图案等相关要素不变的
前提下，新版人民币采用了更先进的防
伪技术，使公众和自助设备易于识别。

新版50元、20元和10元纸币正面
中部面额数字调整为光彩光变面额数
字。以50元为例，随着观察角度的改
变，数字“50”的颜色在绿、蓝之间交替变
化，并可见一条光带在数字上下滚动。

新版50元、20元和10元纸币右侧
增加了光变镂空开窗安全线和竖号
码。安全线中交替排列着镂空的面额
数字，变换角度观察时安全线颜色变化
明显，便于识别。同时，增添竖号码后
可以有效防范变造纸币。

此外，2019年版第五套人民币纸
币还明显提升了水印清晰度和层次效
果，延续2015年版第五套人民币100
元纸币冠字号码字形设计，便于人工和
现金机具识别。

李会锋介绍，自2015年11月发行
以来，新版100元纸币并未发现大规模
机制假币，其防伪能力和印制质量受到
社会广泛好评。新版人民币延续了

2015版100元纸币的防伪技术，保持
了第五套人民币系列化，提升了人民币
整体防伪能力。

变化二

更高的印刷质量耐流通

新版第五套人民币纸币采取了多种
措施提升印制质量。例如，提高钞票纸
强度，延长其流通寿命；在纸币两面采用
抗脏污保护涂层，明显改善整洁度等。

新版第五套人民币还有一个显著变
化，就是原来“金灿灿”的5角硬币改变了
材质，由钢芯镀铜合金改为钢芯镀镍。

李会锋介绍，1999年版第五套人
民币5角硬币采用的钢芯镀铜合金生
产工艺，根据国家产业政策，属于拟淘
汰的落后工艺。基于工艺升级和流通
方便等方面考虑，新版5角硬币改变了
材质。

变化三

更亮的票面色彩添美观

相较现行版本，新版纸币调整了正
面毛泽东头像、装饰团花、背面主景等
的样式，提高了票面色彩鲜亮度，优化
了票面结构层次与效果。

人民银行货币金银局副局长张萌表
示，在主图案等要素不变的前提下，新版
纸币考虑了大众对色调、布局等方面需
求，对接国际设计元素，对票面效果做
了提升，希望提升新版纸币的美观度。

新版硬币主要调整了正面面额数
字的造型，背面花卉图案适当收缩。新
版硬币的正面面额数字改为斜体后，数
字字体简洁大方，视觉效果更活泼、富
有动感，更加突出和醒目。

尽管2019年版第五套人民币8月
30日起开始发行，但人民银行已组织

金融机构及现金机具企业开展升级筹
备工作，确保发行后银行现金机具可识
别新版人民币。

李会锋介绍，人民银行将对银行在
用现金机具升级情况适时开展检查工
作，无法升级及升级未达标的现金机具
将全部停用。同时，会同市场监管总
局、交通管理部门等有关单位，开展自
助售票机、自助售货机等机具升级。此
外，引导社会现金机具企业和用户参与
升级，对社会商用现金机具开展摸底清
查工作。

人民银行表示，已通过央行官网等
渠道向公众发布2019年版第五套人民
币设计与防伪特征等相关信息。公众
还可在银行业金融机构网点领取宣传
手册，及时学习掌握新版人民币鉴别知
识，通过进行人工识别防范未升级机具
的误识风险。

（新华社北京4月29日电）

新版第五套人民币来了！
8月30日起发行，包括50元、20元、10元、1元纸币和1元、5角、1角硬币

新华社记者 吴雨 张千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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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工作当成事业，努力成为更加优秀的人，用
心做成更多优秀的事。”这是今年全国五一劳动奖章
获得者、国网重庆市电力公司南岸供电分公司副总
工程师冯德伦的座右铭。

1985年，冯德伦参加工作，来到重庆电力公司调
度通信中心任正值调度员。

为了把工作做到最好，参加工作的第一年，冯德
伦花了3个月时间跑遍了全市所有的变电站，记下所
有变电设备的情况，“重庆电网的接线图我都能背得
下来。”冯德伦说，调度员的工作非常重要，稍有不慎
便会大面积停电，严重的话还可能造成伤亡。因此
他把接线图、操作规范牢牢地装在脑子里，让规程变
成他的本能。

冯德伦在电网调度岗位上工作了16年，实现了
操作零失误。因业绩出众，他先后荣获了安全生产
标兵、先进生产（工作）者和全国优秀调度员等荣誉。

冯德伦还是国家电网西南分部首批安全应急管
理专家库专家。作为一名应急管理专家，冯德伦常常
出现在抢险救援的第一线，无论是风雨交加还是地动
山摇，在危难面前，他总是冲在前面。

2009年7月，垫江县发生特大风灾，供电系统受
损，冯德伦受命带队前往垫江县恢复供电，连续奋战两
天两夜，终于恢复了全县供电；2010年，重庆市彭水县
发生特大洪灾，彭水县境内一变电站水淹受损，影响周
边多个乡镇供电，冯德伦再次临危受命，奋战3天，率先
实现了各乡镇政府、派出所、卫生所等主要单位的供电。

在冯德伦看来，他的工作使命光荣，“遇到自然
灾害时，恢复供电是最重要的一件事，有了光，百姓
心里就有了暖。”

多年来，冯德伦先后收获了国家电网公司劳动
模范、国家电网公司“双越之星”先进个人”“重庆五
一劳动奖章”等多项荣誉。

苏崇生、左希斌整理

引领安全生产榜样示范

日前，中华全国总工会对2019年全国五一劳动
奖和全国工人先锋号拟表彰人选（集体）进行公示，
重庆乌江画廊旅游开发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兼总
经理张令榜上有名。

2008年12月，重庆交旅集团委派张令担任乌江
画廊旅游公司董事长。当时彭水的旅游景区建设为

“零”，阿依河除了一截漂流，什么都没有。
组建团队，规划景区……为更好运营景区，张

令劝留了所有老员工；为检验魔幻漂流是否安全，
他第一个下水试漂；为控制成本，他偷学房屋、桥
梁建造知识；为尊重管理制度，对员工董峻江4降
4提……

在同事们眼中，张令是一个十分重视安全的企
业负责人。“干事业需要敢闯敢拼，但如果没有安全，
一切都要‘归零’。”张令说，安全是企业发展的生命
线。

为增强员工的安全生产思想意识、责任意识和
法制意识，提高广大员工对安全生产重要性的认识
和遵守安全规章制度的自觉性，张令要求公司及所
属各单位、部门必须建立健全安全教育制度，制定年

度安全培训教育计划，采取定期或不定期方式开展
安全教育工作，普及安全知识。集团每年至少组织
一次安全教育培训工作；各单位、部门每月对员工的
安全教育、宣传不少于一次，并保证安全教育资金到
位。

张令还专门要求，加强对新进人员和改换工种
人员上岗前的三级安全教育，对从事特种作业人员
应经过专门的安全知识与安全操作技能培训，并经
过考核取得特种作业资格后，才能上岗工作。

在阿依河景区建设过程中，一块房子大小的石
头矗立在河中，将漂流分两截，中途靠人工搬运漂
流。为了联通漂流路线，唯一的办法就是炸掉这块
巨石。

朗溪乡田湾村竹板桥村小组村民董峻江依稀清
楚记得2009年1月初炸石的经历。董峻江穿着水裤
在水里干活，张令却光脚站在水中指挥工作，冰冷的
河水将他的双脚冻得红肿。运石船靠岸，张令就到
岸边拉纤绳，确保安全。

如今，阿依河景区景点串联，已通过国家5A旅
游景区资源评审，正在全力冲刺5A景区。

消防救援消防救援：：119119 森林消防森林消防：：1211912119

安全生产举报投诉安全生产举报投诉：：1235012350

重庆应急 应您所急

张令 抓牢景区安全生产的“生命线” 冯德伦 把安全操作规程变成“本能”

“我希望，这片园区所阐释的绿色
发展理念能传导至世界各个角落。”

4月28日晚，伴随习近平主席浑
厚的声音，万众瞩目中，2019年中国北
京世界园艺博览会正式拉开帷幕。

29日，北京世园会向海内外公众敞
开大门：约110个国家和国际组织参加
展示，120多个非官方参展方亮相……

这是嘉宾云集的盛会，这是绿色发
展的礼赞——

地球，全人类赖以生存的唯一家
园。以“绿色生活 美丽家园”为主题
的这一园艺“奥林匹克”盛会，犹如一扇
窗口，向世界昭示一个古老东方大国坚
定不移走绿色发展之路、和各国共建清
洁美丽世界的决心，更昭示中国成为全
球生态文明建设重要参与者、贡献者、
引领者的信念和信心。

（据新华社）

共绘人类生态文明美丽画卷
——从北京世园会看中国绿色发展的“世界贡献”

全文

扫一扫

就看到

中国贡献——中国植被
增加量占全球植被总增量25%
以上

世界交响——中国积极
做全球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
参与者、贡献者、引领者

未来之路——从北京出
发，中国与世界携手共筑绿色
发展之基，构建休戚与共的人
类命运共同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