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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下去“五进入”深入宣传

平安人寿重庆分公司切实组织开
展金融知识“进学校、进农村、进社区、
进企业、进机关单位”主题宣传活动，
将宣传的阵地搬进社区，搬进学校，搬
进田间地头，搬到百姓身边。

9月19日，平安人寿重庆分公司
积极响应重庆银保监局部署，在巴南
人民广场，与现场百姓面对面交流、
一对一服务，派发宣传折页、开展金
融知识讲座、普及保险消费基础知
识。

与此同时，在一座座美丽乡村，
平安人寿重庆分公司向村民们宣传

“非法集资”的特点和防范手段，以及
反洗钱知识，让金融知识走进乡间田
野，增强农民朋友防范金融风险的意
识和能力。

在社区、在学校，平安人寿重庆分
公司针对常见的非法金融活动、非法
集资、反洗钱、销售误导、扫黑除恶专
项斗争等相关金融问题，因地制宜地
组织开展讲座，推进金融知识教育，增
进与社会公众的互动交流，普及和加
深公众对金融保险知识的了解，增强
公众自我保护意识、防范规避常见金
融风险和提高运用合法维权服务的能
力。

迎进门 多渠道拓展宣传

平安人寿重庆分公司在所辖的
28家线下门店，充分发挥各自优势
特长，组织开展多种形式的门店活
动。据不完全统计，在金融知识普

及月期间，全重庆各级机构累计发
放宣传折页4万余份，有超过7万客
户及家人参加了平安人寿重庆分公
司开展的各类门店活动，其中仅客
服中心门店活动参与量就近3万人
次。

位于江北嘴平安金融中心的客
服中心门店，临柜办理业务的客户
多，分公司充分利用这一优势条件，
开展了规模较大的门店活动。在金
融知识普及月期间，每天临柜办理业
务的客户都会被邀请参与现场互动
答题，答对题目更有机会获得精美小
礼品。

同时，客服中心门店每周还会定
期开展金融知识普及讲座，邀请保险

消费者及家人参与到金融知识学习中
来。

多维度 高科技赋能宣传

2019年中国平安全面启动“金
融+科技”双轮驱动战略，凭借持续稳
健的业绩增长，中国平安位列《财富》
世界500强第29位，全球金融企业第
4位。

“科技+金融”已经成为中国平安
的发展主线，在本次金融知识普及月
期间，平安人寿重庆分公司依托科技
优势，通过线上学习平台推送金融基
础知识学习课程，强化内、外勤员工教

育，通过外勤队伍及服务窗口向消费
者传递正确、积极的保险消费观念，防
范金融风险，避免展业误区，提升销
售、服务品质。

在平安金管家APP线上推出“答
金融知识，赢幸运好礼”线上有奖问答
活动，上线10天参与人数达6000余
人，通过寓教于乐的线上活动更大范
围的普及金融知识、增强风险意识，惠
及更多公众。

金融知识的普及宣传是一个长
期而持久的过程，平安人寿重庆分公
司将持续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服
务发展理念，充分发挥自身“科技+金
融”、“科技+生态”的发展优势，将向
广大公众开展形式多样和有针对性

的金融知识普及宣传活动作为未来
的工作重点任务，坚持以维护保险消
费者合法权益为己任，不间断地为保
险消费者提供金融风险提示，帮助消
费者正确购买及享受保险保障。

平安人寿重庆分公司在提高公
民金融知识水平的同时，还开启了

“千万客户大回访，岁末关爱行动”
新老客户回馈活动，本次活动五大
关爱服务全面升级，从 10 月 10 日
起，分公司近6万代理人队伍将深入
全市各区县，把平安最优质的服务
送到每个家庭。无论新老客户，参
与活动每天都有机会“瓜分”亿元体
验金。平安金管家APP上还有免费
问诊、金融理财、教育咨询等一系列
医食住行贴心服务，诚邀您来感受
和体验。客户的信任与支持，是我
们前进最大的动力。

文/图 中国平安人寿保险股份有
限公司重庆分公司

平安人寿重庆分公司深入开展金融知识普及月活动

9月以来，平安人寿重庆分公司积极响应中国银保监会和重庆银保监局“金融知识普及月 金融知识进万家 争做理性投资者 争做金融好网民”专
项活动要求，推出多样化宣传举措，多渠道、多维度地开展保险消费者金融知识普及，让金融知识进万家、服务万家。

欢迎扫描二维码安装注册
平安金管家。

已注册平安金管家用户，欢
迎扫描二维码参与有奖问答
活动。

在巴南区开展金融普及月宣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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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及保险消费基础知识 提高金融风险防范意识

奥特斯集团首席执行官及董事会
主席葛思迈，是重庆市市长国际经济
顾问团成员之一。9月27日，葛思迈
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重庆是奥特斯
战略发展中重要的一环。

葛思迈说，奥特斯于2011年落户
重庆，并兴建工厂。经过多年发展，奥
特斯的工厂已成为一个具有国际标准

的现代化工厂。其中，有奥特斯重庆
团队的努力，也离不开重庆各方面的
支持。

他表示，奥特斯这些年的发展中，
重庆市政府给予了非常多支持——这
些支持涵盖奥特斯的整个产业链，让
人感动，也让奥特斯坚定了在重庆继
续发展的信心。

“对任何一家跨国公司而言，选择
在一个陌生的地方投资，都是有风险
的。但这些年来，重庆向我们证明，当
年我们的选择没有错。”葛思迈说，从
奥特斯在重庆投资起，他几乎每年都
会到重庆来，因此得以见证重庆的发
展。

今年，奥特斯与两江新区签约，计

划投资约10亿欧元，新建一座生产应
用于高性能计算模组的高端半导体封
装载板工厂。

就在9月26日，奥特斯又与重庆
大学签署战略合作框架协议，双方将
在学术与教育项目方面进行合作，包
括针对相关专业的实习计划，制定半
导体封装载板课程、人才招聘、合作研
发项目、研究生教育项目以及重庆和奥
地利高校之间的学生交换计划等，为重
庆在半导体方面储备更多的人才。

“奥特斯有两大业务，其中一项业
务，便以重庆的布局为主。”葛思迈称，
下一步，他们将加强与重庆在科技方面
的沟通，进一步促进双方的合作交流。

奥特斯集团首席执行官及董事会主席葛思迈：

重庆是奥特斯战略发展中重要的一环
本报记者 杨骏

“霍尼韦尔愿意为重庆打造智慧口
岸提供技术支持，尤其是在智能仓储和
互联供应链领域。”9月27日，来渝参加
重庆市市长国际经济顾问团会议第十
四届年会的霍尼韦尔中国总裁余锋说。

余锋表示，霍尼韦尔仓储管理系
统可以帮助企业实现更高效的仓储作
业与更精准的库存管理。此外，从分
拣系统、输送系统、机器人系统、码垛

解决方案、控制系统、仓库执行系统，
到手持终端、语音拣选解决方案等，霍
尼韦尔在供应链领域能提供端到端的
解决方案。

余锋称，在2019智博会上重庆提
出更高目标，要集中力量建设“智造重
镇”和“智慧名城”。霍尼韦尔愿意凭
借深厚工业底蕴以及在工业物联网领
域的技术储备，为重庆的智能产业发

展出谋划策，更愿意融入其中，助力重
庆智能化建设。

近年来，重庆市不断推出各项举
措大力推动智能产业发展。霍尼韦尔
重庆工程服务中心为重庆的石化、造
纸、玻璃纤维，以及化肥、气体净化、制
药等行业提供了一系列的自动化和信
息化解决方案，比如现场智能仪表管
理、质量管理系统、分布式控制系统，

以及智能化生产管理系统等，为重庆
的智能化建设贡献自己的力量。

余锋认为，重庆被寄予厚望，要努
力在推进共建“一带一路”中发挥带动
作用，而霍尼韦尔重庆工程服务中心
也发挥着重要的桥梁作用，比如携手
中国总承包商（EPC）为巴基斯坦生产
聚氯乙烯（PVC）材料的客户提供分
布式控制系统（DCS）；参与中亚—中
国天然气管道线项目，为其提供自动
化控制技术，助力中亚天然气安全高
效输送至中国。此外，在长寿化工园
区的气体探测项目、重庆燃气集团的
节能改造项目、重庆轨道交通、重庆大
剧院等重大建设项目中，都可以看到
霍尼韦尔的智能技术和解决方案。

霍尼韦尔中国总裁余锋：

愿为重庆打造智慧口岸提供技术支持
本报首席记者 陈钧 实习生 孙天然

9月27日，重庆市市长国际经济
顾问团咨询顾问、昕诺飞全球高级副
总裁及大中华区总裁王昀接受了媒体
采访，他表示，非常看好重庆的未来。

“虽然是第一次参加市长顾问团
年会，但我不是第一次来重庆。”王昀
说，这些年来，重庆在各方面都取得了

长足的进步，每次来都能感受到不一
样的地方。

他认为，重庆具备多方面的优
势。比如，重庆位于西部的中心区
域，处于“一带一路”和长江经济带的
联结点上，又是西部地区唯一的直辖
市，无论是政策优势还是区位优势，

都很明显。
“在政府层面，重庆也非常注重顶

层设计，这对一个城市的发展而言，尤
为重要。”王昀说，就像市长顾问团年
会，充分体现了重庆广纳包容、积极进
取的精神，自己作为市长顾问团成员
之一，感到非常荣幸与骄傲。

就昕诺飞公司与重庆的合作，王
昀称，昕诺飞公司是在去年由飞利浦
照明更名而来。事实上，昕诺飞在重
庆深耕已久，很多大型项目都有参与，
比如国博中心和悦来会议中心便都有
昕诺飞的产品。

“我们会积极寻求与重庆进一步
合作的机会，也祝福重庆未来越来越
好。”王昀说。

他还透露，围绕本届市长顾问团
年会的主题，他做了不少功课，届时，
将在闭门会上分享一些鹿特丹港的案
例，并结合重庆的实际情况，提出相关
建议，助力重庆内陆开放高地建设。

昕诺飞全球高级副总裁及大中华区总裁王昀：

积极寻求与重庆进一步合作的机会
本报记者 杨骏

本报讯 （记者 张亦筑）9月27日，重庆日报记者
从“数聚仙桃·与国同梦”庆祝新中国成立70周年文化活
动上了解到，仙桃国际大数据谷在十七届中国国际数字
和软件服务交易会上荣获2018-2019中国数字经济与
软件服务业最佳服务平台奖。

今年是仙桃数据谷成立5周年。5年的时间，交通不
便、名不见经传的仙桃村，在园区建设者、企业家、创业者
等共同努力下，迅速崛起成为一个“科技、创新、宜业、宜
居”的大数据科技园区，成为大数据产业生态高地。

仙桃数据谷荣获中国数字经济
与软件服务业最佳服务平台奖

本报讯 （记者 杨铌紫）9月27日，全国民族团结
进步表彰大会在北京举行。重庆日报记者从市民宗委获
悉，重庆有14个全国民族团结进步模范集体和16名模
范个人受到表彰。

受表彰的模范集体是：黔江区小南海镇人民政府、江
北区五里店街道办事处、巫山县红椿土家族乡人民政府、
石柱土家族自治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秀山土家族
苗族自治县民族宗教事务委员会、彭水苗族土家族自治
县交通局、中共重庆市委政法委维稳指导处、市文化旅游
委综合协调处、市卫生健康委医政医管处、重庆西藏中学
校、南川隆化职业中学校、中国烟草总公司重庆市公司石
柱分公司、酉阳县桃花源旅游投资（集团）有限公司、重庆
三磊实业（集团）有限公司。

受表彰的模范个人是：程仁惠（土家族）、田瑶（土家
族）、彭春玉、张麒麟（土家族）、谭志祥、白娜（土家族）、齐
砚（土家族）、王洪波（土家族）、罗绍忠、任华（苗族）、王纯
量、周松、刘亚平、黄垚、张新文（土家族）、何良（苗族）。

重庆 14 个集体和 16 名个人
受到全国民族团结进步大会表彰

《重庆市野生动物保护规定》已于2019年9月
26日经重庆市第五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
十二次会议通过，现予公布，自2019年12月1日起
施行。

重庆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2019年9月26日

重庆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公告
〔五届〕第58号

《重庆市湿地保护条例》已于2019年9月26日
经重庆市第五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二次
会议通过，现予公布，自2019年12月1日起施行。

重庆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2019年9月26日

重庆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公告
〔五届〕第59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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