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做精主业 坚守服务实体经济阵地

二十一年，不忘初心。一直以来，浦发银行重
庆分行秉承“笃守诚信 创造卓越”的核心价值观，
围绕服务实体经济这条线，坚持差异化、特色化、
专业化发展道路，大力支持中小微企业。近3年，
该行向各企业累计提供表内外超过1000亿元信
贷支持，为重庆市各企业累计发债超过400亿元。

2018年，浦发银行与重庆市人民政府签署战
略合作协议。根据协议，浦发银行将突出国际化、
多元化金融服务特色，积极参与重庆“三大攻坚
战”、“八项行动计划”。

在服务地方经济发展方面，浦发银行重庆分
行为城市经济建设提供了创新融资渠道，落地了
多个“首单”：重庆水投集团15亿元永续中票项目
是全国水利行业首笔债券 、重庆市首笔股权类债
券项目；重庆某民营企业15亿元超短融是重庆市
首单民营企业超短融项目；重庆出版集团9亿元
永续中票是全国文化传媒行业首单永续债券；重
庆市首笔QDS债券业务，支持万盛经开区其他基
础设施及转型项目建设；落地重庆市首笔新加坡
公募债券——西部物流园海外债，推动本地客户
享有更加方便、快捷、低成本的国际融资、结算等
服务，促进重庆创新发展和内陆开放高地建设。
同时，该行还成功办理了重庆市轨道交通（集团）
有限公司20亿元结构性融资租赁保理银团业务，
该业务模式系业内首创，获评“1997-2017年重
庆20年金融影响力20大事件”。

在国际业务方面，浦发银行重庆分行实现了
多个产品“零”的突破。如针对重庆市笔电企业跨
境贸易融资需求，重庆分行为客户量身定做“参付
通”融资方案，最大程度满足其进出口贸易融资需

求。同时，加强与浦发银行香港分行联动，首笔离
岸委托他行代付业务在重庆成功落地。2019年，
该行还联合新加坡交易所在重庆举办了“一带一
路与新加坡，中新项目新机遇”投资人推介会，是
浦发银行深入推进中新项目金融服务，推动重庆
建设内陆开发高地的又一务实举措。

在普惠金融方面，浦发银行重庆分行于2018
年成立了普惠金融工作领导小组，全面负责普惠
金融的推进工作。2018年11月，该行与重庆市
小微企业融资担保有限公司签署了《国家融资担
保基金项目战略合作协议》

在支持民企方面，为加大对民营企业、中小企
业、普惠金融等经济发展重点领域和薄弱环节的
金融支持力度，该行还发布了支持民营经济16条
举措，从提升政策指导能力、提升资源支撑能力、
提升内部管理能力、提升产品服务能力和提升客
户服务能力等方面，助力民营经济发展。

抓实党建 激发“红色动力”引领发展

二十一年，勠力同心。成立以来，浦发银行重
庆分行高度重视党的建设工作，在总行党委坚强
领导下，坚持党建引领，不断促进党建工作与业务
发展的同频共振，积极围绕中心业务，服务大局，
充分发挥基层党组织战斗堡垒作用和党员先锋模

范作用。
抓牢思想建设。分行党委班子成员分赴一线

基层党支部宣讲党的十九大精神，结合实际融合
业务发展做实调查研究；分期分批对全行党员进
行系统培训，已派出35名支部书记参加上海国资
委组织的“万名书记进党校”培训。其中，浦发银
行“万名党员进党校”重庆分行培训班两年行动计
划，自2017年启动以来已成功举办3期，培训党
员200余名，实现全员覆盖。

抓牢组织建设。浦发银行重庆分行调整设立
33个基层党支部，实现机构和党支部同步设立，
配齐、配强支部委员，进一步提高了支部工作的能
力和水平；积极创新组织生活形式，开展“我的初
心使命”主题党日活动、“承包式营销”活动，使组
织生活内容、方式、质量均得到有效提升；通过持
续开展运动会、技能比赛、送温暖、献血等活动，推
动党建带工建、团建工作的持续联动互促，使全行
员工的爱行热情和工作士气不断提升。

抓牢作风建设。按照党委要求，班子成员抓
好职责范围内的党风廉洁建设工作；带队对支行
进行党风廉洁建设工作宣讲，开展财务事项检查、
招投标检查，开展党风廉洁警示教育活动。

抓牢制度建设。为进一步落实党中央的制
度建设与思想、组织、作风、反腐倡廉建设一起构
成全面从严治党的重要着力点，分行党委组织讨

论并制定了近50个实施方案及考核办法，并组
织落实。

用心专业 全力打造优质服务银行

二十一年，诚心诚意。“新思维·心服务”，是浦
发银行重庆分行成立以来一直坚守的服务理念。
正是凭借着这份坚守与承诺，每一位浦发人深耕
服务，向客户提供诚心、专心、用心、贴心、全心的

“五心”服务，为浦发银行换来了无数忠实的铁杆
粉丝，共同陪伴浦发银行重庆分行走过这不寻常
的21个春夏秋冬。

客户的年龄大了，填单子看不清楚？没关系，
这里会为客户提供老花镜。客户带着孩子来办业
务，爱玩爱动的年纪总是乱跑怎么办？不用担心，
这里有专人帮你看护。在柜面等待办业务坐着太
无聊了？可以吃颗糖，再看一下柜面前的宣传折
页，了解一下金融安全知识……日常的服务中，每
一个浦发人都争取从每一个细节之处落实着“大
学之道”，用行动将“新思维·心服务”的口号落到
实处。

情系民生 造福山城彰显责任担当

二十一年，责任坚守。在深耕金融服务的同
时，浦发银行重庆分行不忘恪守企业的社会责任，
服务大众、关爱民生、回报社会，致力于打造优秀
企业公民。入渝21年，浦发银行重庆分行坚持参
与各项志愿者活动，倾情公益事业，贡献社会和
谐。如1998年捐款希望小学、成立3周年之际向
中华骨髓库捐献献血车、2008年为荣昌县打井
200口、2010年开展万人长跑低碳活动、2012年
起资助重庆贫困斜视儿童免费手术、2013年关爱
垫江县敬老院的老人、2014年走进贫困村小、
2016年开展贫困地区保险礼物募捐、2018年开
展公益低碳活动。不仅如此，该行下辖各支行也
常态化发起各项公益活动，关注留守儿童、走进边
远山区、建立山区图书角等。据不完全统计，该行
21年来开展慈善事业捐赠总金额已达400余万
元（含各类物资），直接受益人数3000余人。

未来，浦发银行重庆分行将谨记“金融为美好
生活创造价值”使命，以服务实体经济和社会公众
为宗旨，积极履行社会责任，努力提高各领域的专
业化水平，助力重庆加快建设内陆开放高地、山清
水秀美丽之地，推动高质量发展、创造高品质生活。

杨雪 李海霞
图片由浦发银行重庆分行提供

浦发银行重庆分行

深耕巴渝廿一载 奋楫扬帆正青春
6 月 9 日，浦发银行

重庆分行将迎来 21 周岁

生日。

不忘初心，砥砺前

行。入渝以来，浦发银行

重庆分行秉持“新思维·心

服务”的理念，将自身发展

融入地方经济，融入服务

社会民生，致力于打造高

效、直达、智能、共享的一

流数字生态银行平台。

截至 4 月末，浦发银

行重庆分行表内外总资

产从开业初期的6.7亿元

扩充到 4 月末的 1191 亿

元，提高178倍；分行一般

性存款余额从6.6亿元增

长到 560.7 亿元，提高 85

倍；贷款余额从 3.8 亿元

增长到 541.7 亿元，提高

143倍。

“我的初心使命”主题党日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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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人推介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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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对以下宗地予以公告以接受社会监督，公告时间为2019年6月6日9:00－2019年6月10日17:00。若有疑问，请与重庆市国土资源利用事务中心联系。电话：63654101、63654102、63654105（FAX），联系人：朱先生 重庆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

渝地监告字[2019]16号

接受社会监督的公告

序号

X19169

X19170

土地位置

两江新区悦来组团C分区C39-3/05、
C41/05、C45-1/05、C45-3/05、C46/05、
C48/05、C50/05、C51/05、C57-1/05、

C58-1/05号宗地

江北区观音桥组团J分区J15-3、J16-1号
宗地（望海花市地块）

规划用途

原用途

二类住宅用地、服务
设施用地、商业用
地、娱乐康体用地

商住用地

现用途

二类住宅用地、服务
设施用地、商业用
地、娱乐康体用地

商业商务、二类居住
用地

土地面积（㎡）
原面积

207435

62443.5

现面积

207435

49698

规划部门确定的总建筑规模（㎡）
原规模

397010.01

184100

现规模

421443.06

592685.42

规划部门确定的地上或计容规模（㎡）
原规模

318249

184100

现规模

318249

399768.05

应补交地价
款金额
（万元）

42

56927

原土地使用权人

重庆碧桂园融创
弘进置业有限公

司

重庆新原兴企业
集团有限公司

调整依据

该宗地已取得部分《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计容建筑面积未增加，新明确
不计容建筑面积24433.05平方米（其中车库22744.67平方米不计征地价
款），不计容住宅1688.38平方米补缴地价款。

根据《建设工程设计方案审查意见函》，该宗地建设用地面积减少，计容建
筑面积增加215668.05平方米，同时涉及部分用途比例转换，评估补缴地
价款；新明确不计容建筑面积192917.37平方米（车库180240.97平方
米、配套设施12676.4平方米不计征地价款），补缴剩余地价款。

X19171

X19172

X19173

X19174

巴南区李家沱-鱼洞组团Q分区Q23-7/
02、Q27-2/03、Q28-4/02、Q29-4/02、

Q30-2/03、Q30-3/03、Q30-6/03号宗地

巴南区花溪街道土桥宗地

南岸区茶园鹿角组团A分区A71-1/02、
A72/02号宗地

南岸区茶园鹿角组团A分区A68-1/02、
A67-2/02号宗地

二类居住用地

住宅用地、综合用地

二类居住用地、商业
用地、商务用地、娱

乐康体用地

二类居住用地、商业
用地、商务用地、娱

乐康体用地

二类居住用地

商住

二类居住用地、商业
用地、商务用地、娱

乐康体用地

二类居住用地、商业
用地、商务用地、娱

乐康体用地

183367

32578

179594

107478

183367

26200

179594

107478

332609.5

42611.4

305309.8

163032.3

355088.98

94386.77

411211.25

268933.75

332609.5

42611.4

305309.8

163032.3

332609.5

65491.95

305309.8

163032.3

16

5734

2877

1198

重庆龙湖朗晟房
地产开发有限公

司

重庆塑皇建设
（集团）有限公
司、重庆天投实
业有限公司

中铁二十局集团
房地产开发有限

公司

中铁二十局集团
房地产开发有限

公司

根据《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计容建筑面积未增加，涉及部分用途比例转
换；新明确不计容规模22479.48平方米（其中车库19033.29平方米、设备
用房1733.91平方米、架空层538平方米不计征地价款），补缴剩余地价款。

根据《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将两宗地规划作为一个项目实施开发建设，
现土地使用权人申请合并出让合同，统一出让年限，同时利用条件改变，
经评估补缴地价款；根据《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新明确不计容规模
28894.82平方米（其中车库26447.27平方米、配套设施2447.55平方米
不计征地价款），补缴剩余地价款。

根据《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该宗地涉及商住比调整，有29520.75平方
米的商业转为住宅，经评估，补缴地价款；新明确不计容规模105901.45
平方米（其中车库99374.04平方米、配套6527.41平方米不计征地价款），
补缴剩余地价款。
根据《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该宗地涉及商住比调整，有5680.27平方米
的商业转为住宅，经评估，补缴地价款；新明确不计容规模105901.45平
方米（其中车库81229.45平方米、配套2212.81平方米不计征地价款），补
缴剩余地价款。

X19175 南岸区弹子石组团D分区D3-1/03号宗地
公共交通场站用地、
二类居住用地、商业

用地、商务用地

公共交通场站用地、
二类居住用地、商业

用地、商务用地
9997.2 9997.2 39940.2 54469.04 34990.2 34990.2 263 重庆融侨房地产

开发有限公司

根据《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计容建筑面积未增加,涉及部分用途比例转
换；新明确不计容规模14528.84平方米（其中车库11807.55平方米、配套
2050.45平方米不计征地价款），补缴剩余地价款。

根据《招标拍卖挂牌出让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规定》，现对以下拟供应宗地按出让年限商业40年、办公40年、住宅50年、工业50年予以公告，公告时间为2019年6月6日12：00－2019年6月26日12：00。公告时间内有2家以上（含2家）申报的，将择日
采取招标拍卖方式确定受让方；公告时间内有1家申报的，将挂牌出让。招标拍卖日期另行通知。请有意受让者在公告截止前到重庆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重庆联合产权交易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土地和资源交易分中心索取出让具体要求和相关资料并进
行报名，联系电话：023-63628117，地址：重庆市渝北区青枫北路6号渝兴广场B9、B10栋，联系人：王先生。出让人：重庆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地址：重庆市渝北区龙山街道龙山大道339号。

详情请登录重庆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重庆联合产权交易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网站：www.cqggzy.com。

重庆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
重庆联合产权交易所集团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公开出让公告

2019-33

商业、住宅类

序号

19101

土地位置

渝北区两路组团I分区I25-1号宗地

用途

二类居住用地

土地面积
（㎡）

65531

总计容建筑面积
（㎡）

≤98296.5

最大建筑密度

≤35%

绿地率

≥30%

出让价款起始价（万元）

57012

备注

19102

19103

备注：土地面积以实测为准。

大渡口区大渡口组团R分区R35-1、R36-1-1、R36-1-2
号宗地

巴南区李家沱鱼洞组团S分区S21-1/05、S21-2/05号宗地

二类居住用地

二类居住用地、商业用地

166436

63610

≤249654

≤100504.5

≤30%

按规划要求

≥35%

按规划要求

152289

4382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