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快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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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邮政储蓄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彭水县靛水营业所
机构编码：B0018A350030019 许可证流水号：6587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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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市彭水县靛水街道靛水社区一组学府佳二栋底楼7-10（靛水大道25号附27-31号）
邮编：409614 电话：023-78892386
成立日期：2005-02-02 发证日期：2019-07-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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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阳云江大道支行
机构编码：B0004S350000034 许可证流水号：6579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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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市云阳县双江街道云江大道1458号
邮编：404500 电话：023-55169090
成立日期：1992-11-09 发证日期：2019-07-31
发证机关：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万州监管分局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重庆云阳杏家湾支行
机构编码：B0004U350000012 许可证流水号：6579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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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市云阳县双江街道杏花路58号
邮编：404500 电话：023-55168720
成立日期：1988-08-09 发证日期：2019-07-31
发证机关：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万州监管分局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重庆云阳外滩支行
机构编码：B0004U350000030 许可证流水号：6579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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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市云阳县双江街道金华路31号
邮编：404500 电话：023-55138124
成立日期：1988-08-09 发证日期：2019-07-31
发证机关：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万州监管分局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云阳白杨湾支行 重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梁平三峡风支行
机构编码：B0004U350000039 许可证流水号：6579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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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市云阳县青龙街道云江大道693号
邮编：404500 电话：023-55116500
成立日期：1994-09-09 发证日期：2019-07-31
发证机关：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万州监管分局

机构编码：B0206S350010006 许可证流水号：6579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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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市梁平区梁山街道顺城街2、4号
邮编：400000 电话：023-53333129
成立日期：2019-03-22 发证日期：2019-08-06
发证机关：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万州监管分局

关于颁发《中华人民共和国金融许可证》的公告
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重庆监管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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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重庆云阳支行

机构编码：B0004S350000006
许可证流水号：6579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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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市云阳县
青龙街道云江大道1295号

邮政编码：404500 联系电话：023-55169769
成立日期：1978-12-01 发证日期：2019-07-31
发证机关：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万州监管分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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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经交通运输主管部门批准，三峡北

线船闸将于2020年3月16日8时至4

月20日8时实施计划性停航检修，工期

35天。届时三峡南线船闸将单线运

行，定时换向。满足三峡升船机通航要

求的船舶，可优先通过升船机。请工商

企业和各有关单位提前做好必要的准

备工作。

特此通告。

中国长江三峡集团有限公司

流域枢纽运行管理局

三峡北线船闸2020年计划性停航检修通告

综合新华社8月11日电 记者11
日从应急管理部获悉，截至当日17时，
台风“利奇马”共造成浙江、上海、江
苏、安徽、山东、福建等6省市651万人
受灾，145.6万人紧急转移安置。

据介绍，此次台风还造成近3500
间房屋倒塌，农作物受灾面积265.5千
公顷。浙江、江苏、上海、安徽、山东等
地自8月9日以来，有73条河流发生超
警戒洪水。浙江、上海、江苏等地3万
多名消防指战员共参加抢险救援5890
起，营救遇险和疏散转移被困群众
6257人。

浙江：574.8万余人受灾

记者11日从浙江省防汛防台抗旱
指挥部获悉，截至11日 13时 30分，

“利奇马”台风共导致浙江32人死亡，
16人失联。其中，温州永嘉县岩坦镇
山早村23人死亡9人失联；温州乐清
市6人死亡；杭州临安区岛石镇银坑村
3人死亡4人失联；台州临海市东塍镇
王加山村3人失联。

据报灾系统最新统计，截至11日16
时，超强台风“利奇马”已致浙江省574.8
万余人受灾，紧急转移安置122.6万人，
农作物受灾面积18.9万公顷，绝收约
2.3万公顷，因灾倒损房屋3.6万间。目
前，各地搜救工作仍在紧张进行中。

上海：转移撤离人员超过25万人

9日晚22时，台风预警从蓝色升
级为黄色。10日台风“利奇马”登陆上
海，上海海事局共疏散上千艘船舶，包
括国际大型邮轮。

9日晚至10日清晨。上海两大机
场航班大面积取消；长三角多趟旅客
列车停运。在台风影响减弱后，列车
和航班计划陆续恢复，尽最大的可能
保障旅客出行。

10日清晨，台风预警再次升级。
此时，上海已转移撤离人员超过25万
人，组织避风进港船只超过2800艘。
截至10日晚，外滩观景平台、上海迪士
尼度假区关闭，原定在虹口足球场举
行的中超联赛延期。

山东：26座水库超汛限水位

“利奇马”（热带风暴级）的中心已
于11日20时50分在山东省青岛市黄
岛区沿海再次登陆，登陆时中心附近
最大风力有9级（23米/秒），中心最低

气压980百帕。
记者从山东省防汛抗旱指挥部了

解到，截至11日16时，山东全省有26
座水库超汛限水位，均已开闸泄洪；其
中，沂河、弥河、中运河、沭河、大沙河、
潍河有明显洪水过程。

受其影响，山东青岛、潍坊、日照、
临沂等地发生暴雨洪涝灾害。山东省
应急管理部门于11日启动省Ⅳ级救灾
应急响应，并派出工作组前往相关地
市指导现场救援救灾工作。

山东省海洋预报台11日发布风暴
潮Ⅱ级警报(橙色）：预计11日下午到
12日上午，山东半岛沿岸将出现50至
100厘米风暴增水，部分验潮站潮位达
到橙色警戒标准。为了应对因台风

“利奇马”北上带来的风暴潮，目前山
东海事局辖区内共锚泊、停航了各类
商船2500艘。其中，近900艘涉客船
舶均已停航。同时，有6艘专业救助

船、27艘大型海巡船、大马力拖轮等社
会力量船舶103艘应急待命。

11日至13日，山东大部分地区将
迎来强风暴雨天气，相关机场或航线、
航路的容量、通行能力大幅度下降。

同时，青岛市所有景区关闭，停止
参观游览活动。铁路青岛站、青岛北
站和青岛西站的127辆列车停运，青岛
长途汽车班线全线停发，青岛地铁11
号线和13号线11日起停止运营。

“利奇马”造成6省市651万人受灾
浙江已有32人死亡16人失联 目前各地防御有序

8月10日，中国外交部副部长乐
玉成和日本外务事务次官秋叶刚男在
日本长野县共同主持新一轮中日战略
对话。双方再次确认，将积极落实中日
领导人大阪会晤达成的重要共识，努力
构建契合新时代要求的中日关系。

分析人士认为，中日时隔7年重启
战略对话是两国政治互信不断增强的
表现，有利于双方拓展合作。在当今世
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中日需要进一
步加强合作，共同应对挑战，为动荡不
定的世界注入更多稳定性和正能量。

重启对话意义重大

战略对话是国家之间就重大、关键
性问题进行沟通的一种机制。分析人

士认为，重启战略对话体现了中日政治
互信正在不断增强。

中日战略对话始于2005年5月。
截至2012年6月，中日战略对话共进
行了13轮，为克服两国间政治障碍、确
定两国战略互惠关系的基本框架和重
要内涵发挥了重要作用。但后来由于
日方的错误行径，战略对话被中断。

近些年来，中日关系趋暖回升。
2017年11月11日，在中日邦交正常化
45周年之际，两国领导人在APEC岘港
会议期间举行会见；2018年，两国迎来
《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签订40周年并开
展了高层往来等一系列活动；2019年6
月，两国领导人在二十国集团领导人大
阪峰会期间举行会晤并确立了十项共

识，为中日关系发展确定了方向。
中国社科院日本研究所外交研究

室主任吕耀东认为，政治互信是双方友
好关系不断推进的基础。2017年以
来，中日文化交流、海洋对话、安全对话
等全方位展开，为此次战略对话重启做
了良好铺垫。

中日重启战略对话有助于推动双
边合作。吕耀东说，中日在经贸、能源、
环保、养老等领域都有非常大的合作空
间，希望两国在合作过程中能全方位增
强互信，促进双边关系不断向好发展。

加强协调应对挑战

中日关系不仅仅涉及双边，也是关
系到地区乃至世界和平发展的重要关

系。当今世界单边主义和保护主义抬
头，不确定、不稳定性仍很突出，中日两
国需要加强协调合作，共同应对挑战。

吕耀东说，从地区经济合作来看，
日韩贸易摩擦势必影响到中日韩自贸
区谈判，中日韩自贸区不仅仅涉及三国
的利益，更关乎整个东亚经济的共同利
益。此外，日韩摩擦可能也会影响到区
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谈判。中日双方
需要就这些问题进行沟通协商。从区
域安全角度来说，中日双方有必要就朝
鲜半岛等问题坦诚交换意见。

两国领导人在大阪表示，中日同为
亚洲重要国家和世界主要经济体，应共
同维护多边主义和自由贸易体制，积极
引领区域一体化，推动构建开放型世界
经济，促进世界各国共同发展。

早稻田大学现代中国研究所所长
青山瑠妙认为，中日作为亚洲大国，能
就各种地区问题交换意见，对于亚洲的
稳定非常重要。

（新华社东京8月11日电）

中日重启战略对话释放积极信号
新华社记者 郭丹

在宁夏西吉县回民聚集的单家集
村有一块锦匾，上书“回汉兄弟亲如一
家”，落款是红二十五军军长程子华。

“这是红军第一次经过单家集时，
军民鱼水情的见证，为民族团结留下
一段佳话。”单家集单南村党支部书记
单云说。

长征路上，红军曾经三过单家
集。最早一次是1935年8月15日，程
子华、吴焕先率领红二十五军初到单
家集，遇到的是一幅“跑红军”的场景。

“‘跑红军’就是因为害怕，躲起
来。那年月老百姓常受国民党军队和
土匪征粮逼款，一听说军队来就跑的
跑、藏的藏。”单云说。

为了不扰民，红二十五军晚上进
村不敲门不进院，战士们就睡在街道
边、屋檐下。

“红军是为穷人打天下的！”为了
争取回族群众信任，吴焕先政委在动
员大会上宣布了“三大禁令、四项注
意”，如禁止驻扎清真寺，禁止在回民
家中吃大荤，注意尊重回族人民生活
习惯等。红二十五军的言行，让老百
姓打开了自家大门。

休整期间，红军战士不仅把驻地
院子和街头巷尾打扫得干干净净，还
帮助老百姓挑水、扫院，军医们也给群
众送药治病，当地群众盛赞红军是“仁

义之师”。
后来，吴焕先、程子华带人抬着

“回汉兄弟亲如一家”的锦匾和6只肥
羊、6个大元宝等礼品，拜访当地清真
寺。回族群众也按民族礼节宴请红
军，并赶着一群染成红色的肥羊到军
部回访。

红二十五军离开时，老百姓在街
旁设置了香案茶桌，摆上点心，为红军
送行、带路。

“红军又来了！”一个多月后的10
月5日，当毛泽东率领中央红军经过单
家集时，因为红二十五军打下的良好
基础，受到了当地回族群众热烈欢
迎。1942年出版的《红军长征记》中有
一段单家集群众迎接红军的描述，文
中写道：“你们是帮助穷汉谋利益的，
喝点开水不要钱。”

单云说，据老人们回忆，毛主席等
人参观了陕义堂清真寺，与宗教人士
促膝夜谈，讲解党的民族政策，留下了

“单家集夜话”的长征佳话。
“当年毛主席就夜宿在农民张春

德家。农户想让首长睡个好觉，把土
炕烧得很暖。”单云说。如今，农家小
院的土坯房作为毛主席住宿旧址被保
存下来。门板上，当年国民党飞机投
下炸弹所留的大小弹孔清晰可见。
1996年，单家集群众自发捐款在毛主
席夜宿地修建了“人民救星、一代天
骄”的纪念碑。

“这样的队伍得民心，将来要得天
下呢！”在单家集，老一辈相传的红军
故事里总有这样一句话。

（新华社银川8月11日电）

一块锦匾背后的长征民族团结故事
新华社记者 宋振远 任玮

本报讯 （记者 李珩）8 月 11
日，据市气象台预计，未来三天，大部分
地区最高气温将保持在39℃，出门要
记得防暑哟。

11日的重庆已进入“炙烤”模式。上
午11时，市气象台发布了“高温橙色预
警信号”，预计8月11日到13日，我市主
城区、西部、中部、东北部地区及黔江等
地日最高气温将升至，我市主城区、西
部、中部、东北部地区及黔江等地日最高
气温将升至37℃以上，局地可达40℃。

事实也是如此。11日下午16时，
全市各地最高气温普遍处在29-39℃
之间，大部分地区均超过35℃。最热
的 彭 水 达 38.7℃ ，主 城 沙 坪 坝 站
37.5℃。有网友戏称：“已退出全国高

温群聊的重庆又被拉了回去。”
据市气象台预计，12日白天，各地

晴间多云，偏东地区午后有分散阵雨或
雷雨。大部分地区气温22～39℃，城
口及东南部18～37℃。主城区：晴间
多云，气温26～38℃。

12日夜间到13日白天，各地晴间
多云，偏东地区午后有分散阵雨或雷
雨。大部分地区气温22～39℃，城口
及东南部19～37℃。主城区：晴间多
云，气温27～38℃。

13日夜间到14日白天，各地多云
到晴，偏南地区有分散阵雨或雷雨。大
部分地区气温23～39℃，城口及东南
部20～37℃。主城区：晴转多云，气温
27～38℃。

高温橙色预警来了 局地将达40℃

新华社平壤 8 月 11 日电 （记者
刘艳霞 江亚平）据朝中社11日报道，
朝鲜最高领导人金正恩10日现场指导
了一种新型武器试射。

报道说，金正恩在发射场察看新型
武器时表示，新型武器是根据朝鲜地形
条件和主体战法开发的，性能优于现有

武器系统。金正恩在观察哨指导新型
武器试射，并亲自下达射击命令。

报道说，通过对试射结果的细致分
析，新型武器系统的优越性得到了验
证。

报道未透露此次试射活动的具体
地点。

金正恩现场指导新型武器试射

▲8月11日，山
东省滨州市沾化区
交警与群众一起挪
动倒伏的树木。

新华社发（贾海
宁 摄）

联合国安理会强烈谴责班加西爆炸袭击事件
➡联合国安理会10日召开利比亚局势紧急会议，强烈谴责当天发生在利比亚

东部城市班加西的汽车炸弹袭击事件，同时强调联合国无意从利比亚撤出。班加
西当天发生一起汽车炸弹袭击事件，联合国利比亚支助特派团的3名工作人员在
袭击中丧生。

台湾游览车发生车祸 5名大陆游客受伤
➡一辆载有大陆游客的游览车11日在台湾嘉义县阿里山公路发生车祸，造成

5名大陆游客受伤。伤者均已送医。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8月9日发
布中国年度第四条款磋商报告，重申
2018年中国经常账户顺差下降，人民币
汇率水平与经济基本面基本相符。这个
结论告诉人们：中国不是“汇率操纵国”，
美国一些人试图编造的故事没人信，对
中国的无端指责只不过是一场闹剧。

报告所作结论有充分的数据和事
实依据。2018年中国经常账户顺差占
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下降约 1 个百分
点至0.4%，预计2019年该比例将保持在
0.5%。IMF相关部门负责人8月9日在
面向媒体的电话会议上的表态十分明
确——人民币“不存在明显高估或低估”。

乱扣“汇率操纵国”帽子的闹剧该
收场了！

市场有“看不见的手”，会让美国一

些人的“如意算盘”终究算不出“如意结
果”。瑞银经济学家发布报告称，如果
美方对3000亿美元中国输美商品加征
关税，人民币兑美元汇率还会受市场驱
动而进一步贬值。如此看来，虽然美国
一些人唯恐人民币贬值冲抵其关税大
棒效力，可市场的作用又必然远远超过
美国一些人“操纵”意念的作用。在这
种情况下，他们忙不迭转而给中国贴

“汇率操纵国”标签，无非是再闹出点
“乱子”。现在，IMF作出的结论，又让
这个“乱子”搞不成什么名堂了。

不过，世人对美国一些人的“操纵”
表演倒是有了更深刻认识。正如美国
哥伦比亚大学可持续发展中心主任杰
弗里·萨克斯日前在美国有线电视新闻
网（CNN）网站上撰文所指出，美国一

些人作为唯一“操纵方”，“无缘无故以
关税政策对美国经济、世界经济乃至全
球贸易体系造成了严重损害”。

种种迹象表明，美国一些人执意
“操纵”升级经贸摩擦所带来的危害，越
来越引发世界担忧。英国路透社对过
去一周全球市场形势所作分析指出，中
美经贸摩擦“令全球增长前景蒙上阴霾
的挑战”，降息大潮汹涌而来，越来越多
央行出台“力道超乎市场预期的宽松举
措”。前景会是什么？越来越多国家货
币汇率下行，意味着美元相对升值预期
加大，美方刺激出口的“能量棒”可就又
要被证明失灵了。

“即使是人民币的象征性贬值就能
使美国股市暴跌。”美国经济学家、诺贝
尔经济学奖得主保罗·克鲁格曼日前在

美国《纽约时报》发表文章，认为美国一
些人“高估了自己对中国造成损害的能
力，同时低估了中国反过来（对美国）可
能造成的损害”，认为中方迄今所作回
应是“相当温和、有分寸的”，更像是给
美国一些人教授经济学。

经济规律在那里，无论你懂不懂，
它都在那里，都在发挥作用。国际有识
之士一再指出，国际贸易建立在互利基
础上，而不是建立在你输我赢的基础
上，美国一些人采取的保护主义政策是

“现代开放的贸易体系面临的最大威
胁”。

归根结底，需要在平等和相互尊重
的前提下着眼可持续发展、寻求贸易平
衡，走正路、行大道。

（人民日报8月11日文章）

IMF报告充分说明中国不是“汇率操纵国”
□钟声

新华社莫斯科8月11日电 俄媒
体日前报道，俄军工单位正在研制一种
将导弹动力、制导能力与鱼雷相结合的
反潜导弹。

这种像俄罗斯“套娃”一样包裹着

鱼雷的导弹会在接到指示后启动动力
装置，其弹体会在制导系统引导下飞抵
目标水域并扎入水中，然后从头部释放
出一枚能自动寻找和追击敌方潜艇的
鱼雷。

俄研制导弹裹鱼雷的反潜“套娃”

双方互送乌龙球 斯威1:1平天海
➡11日晚，2019赛季中超联赛第23轮重庆斯威主场迎战天津天海。开场不

久，天海队王晓龙射门击中立柱，皮球弹到斯威门将隋维杰后背反弹入网；随后天
海队员郑达伦头球自摆乌龙。最终双方互送乌龙球，1:1战平各取一分。

（据新华社）

▶台风“利奇
马”继续影响黄淮
华北。

新华社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