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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化人力资源市场要素配置

推进公共就业创业服务协同

深化农民工服务保障协作

推进社会保险服务协同

推进专业技术人才工作协同

推进人社重大公共政策及保障措施协同

推进技能人才培养协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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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 黄乔）4月2日，重庆市
人社局和四川省人社厅远程视频，举行推动
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川渝人社合作联席
会议暨合作协议签署仪式。会上，两地人社
部门“云签署”了《四川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
障厅、重庆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共同
推动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川渝人社合作
协议》（简称《合作协议》）。

《合作协议》主要包含优化人力资源市场
要素配置、推进公共就业创业服务协同、深化
农民工服务保障协作、推进社会保险服务协
同、推进技能人才培养协作、推进专业技术人
才工作协同、推进人社重大公共政策及保障
措施协同等7个合作方面、30项合作事项和
41项重点任务。

共享协作要素资源
共同争取国家重大项目支持

川渝两地人社部门如何推进公共就业创
业服务协同？对此，市人力社保局相关负责
人表示，两地将建立就业服务共享协作机制，
加强公共就业创业服务。

比如，两地将推动公共招聘网和公共
就业服务数据共享，定期交换劳动力流动和
离校未就业高校毕业生、退役军人等重点群
体就业情况；共建（共享）创新创业孵化基地
（园区）、创业导师库、创业项目库，加强两
地创业培训师资交流，共同开展创业培训
等。

在优化人力资源市场要素配置方面，
重点将在川渝接合部地区规划建设一批省
级人力资源服务产业园（市场），并联合举
办人才招聘会和西部人力资源服务博览
会，组织邀请海内外高端人才、高校毕业生
和两地用人单位交流洽谈，增强两地人才
集聚力。

“我们还将共同争取重大项目（事项）支
持，积极争取国家将两地区域性人力资源市
场、公共实训基地、创业孵化基地（园区）、创

业博览会、创业创新大赛等纳入成渝地区双
城经济圈建设规划纲要。”该负责人说。

推进社保服务协同
对社保服务事项逐步实现通办

该负责人介绍，两地人社部门将共同推
进社会保险服务协同，重点推进养老保险关
系转移接续，建立两地间养老保险关系转移
接续办理流程，实现与国家公共服务平台对
接，确保接转顺畅。同时，启动川渝职业年金
转移接续，取消川渝间养老保险关系转移纸
质表单邮寄传递，缩短经办时限。探索推进
川渝间办理养老保险关系转移时只转关系不
转资金，应转资金由两地社会保险经办机构

定期统一结算。
两地人社部门还把推动社会保险协同互

认作为重点任务。《合作协议》提出，农民工、
新业态新经济平台从业人员和灵活就业人员
等将不受户籍限制，按规定在两地参加企业
职工基本养老保险。推动两地互认失业保险
参保关系及参保年限，实现两地参加失业保
险人员失业后可在失业前参保地或关系转移
接续地领取失业保险待遇。

此外，两地将重点打造人社数据交换平
台，开展就业、社保、劳动关系、农民工、争议
案件等方面的数据交换共享，并推进人社公
共服务标准体系建设，统一同一服务事项名
称，实现办事指南规范。

建立人才互认机制
实现职称网上互查互认、证书通用

在推进技能人才培养协作方面，《合作协
议》提出要求，重点要加强技工教育合作，建
立川渝技工教育联盟，每年互派3-5名校级
领导、10-20名专业学科带头人、20-30名任
课教师横向学习交流、挂职锻炼。

同时，两地将联合构建成渝地区特色产业
职业体系，推进职业技能等级证书、专项职业
能力考核证书互认；建立专业技术人才职称互
认机制，推行职称电子证书，实现职称网上互
查互认、证书通用。搭建世界技能大赛、国家
级技能大赛集训交流合作平台，共同培养参赛
选手、专家教练、场地经理和技术翻译。

为深化农民工服务保障协作，《合作协
议》还提出，要建立川渝一体的农村劳动力及
农民工资源数据库，共同开展农民工专列专
车、返岗复工、走访慰问、证照办理、根治欠
薪、就业招聘、技能大赛、文体赛事等农民工
服务保障活动。两地还将建立省级劳务基地
互认机制，完善相关流程，每年评选公布。

两地人社部门相关负责人表示，《合作协
议》签署后，川渝两地人社部门将以“共建共
享、互联互通、务实包容、协同发展”为原则，
围绕助推成渝地区成为具有全国影响力的重
要经济中心、科技创新中心、改革开放新高
地、高品质生活宜居地目标，重点在“破除影
响人力资源合理流动和高效集聚体制机制障
碍、构建川渝一体区域就业和创新创业市场、
深化人才交流合作机制、推进社会保障公平
可持续发展”等方面开展合作，共同助推成渝
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

川渝签署7方面人社合作协议
包括就业服务共享、技术职称互认、社保事项通办等

本 报 讯 （记 者 吴
刚）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构
建统一大市场，离不开市场
监管的一体化。4月2日，
重庆市市场监管局与四川
省市场监管局在成都召开
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
工作座谈会，并签署川渝两
地市场监管合作协议。《协
议》围绕“营商环境共创、信
息资源共享、信用体系共
建、监管执法联动、应急处
置协同、毗邻地区共进”六
大目标，确定了两地未来推
进合作共建的方向和31个
重点项目。

优化营商环境方面，双
方将率先在全国探索建立
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市场
准入异地同标”便利化准入
机制，创新构建跨省跨区域

“同一标准办一件事”的市
场准入服务系统。推进数
据共享和业务协同平台建
设，统一身份实名认证互
认、统一企业经营范围库
等，实现成渝地区注册登记
无差别标准，零障碍准入。
协同开发成渝地区登记档
案智慧查询系统，实现成渝
地区网上自助查询企业注
册档案。

突出重点共守安全底
线方面，双方将健全区域合
作联动机制特别是重大疫
情防控联动机制，及时主动
通报重大食品药品安全风险信息实时共享，建
立成渝地区重点产品联动抽查机制等。

同时，双方将围绕高质量发展，共创竞争
优势，推动质量基础设施互联互通，具体包括：
共同推动质量和品牌建设工作，建立川渝政府
质量奖、首席质量官任职资格互认和质量管理
专家共享机制，培育成渝地区企业质量先进标
杆和先进典型等。

围绕执法办案共建公平竞争环境，也是本
次合作重点之一。按照协议，双方将探索建立
成渝地区公平竞争审查工作专家咨询制度和
第三方评估机制，及时纠正制止滥用行政权力
排除限制竞争行为，打破地区封锁，破除行政
性垄断。

共同维护市场秩序方面，双方将交流放
心消费创建经验，共享 12315 投诉数据、消
费维权信息；建立风险预警、研判、推送机
制，提升监管联动性；推动实现成渝地区市
场主体信用信息资源共享、信用修复结果同
步互认。

加强知识产权合作共促创新发展方面，建
立“重点品牌保护名录”“高价值专利保护名
录”“优质地标产品保护名录”互认机制，开展
产业专利导航，共同培育成渝地区知识产权密
集型产业，增强知识产权协同创造能力、优化
知识产权产业布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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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 陈钧 实习生 王天
翊）随着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按下“启动
键”，嗅觉敏锐的企业也开始纷纷加码两地市
场。4月2日，重庆日报记者从两江新区获
悉，作为国内大型综合类民企，复星国际集团
将围绕生物医药、大健康、高端制造业及基础
设施等领域，加大在重庆的战略布局，助力重
庆相关产业的转型升级。

复星国际集团董事长郭广昌表示，复星
国际集团将充分利用在医药健康、交通设施、
科技教育、文体旅游等领域的产业优势，继续
将国内外知名品牌资源、高端人才资源及顶

尖技术资源导入重庆，完善其产业布局并加
快落地。

在基础设施方面，复星国际集团将与
重庆市、四川省的相关部门加强合作，积极
参与部分重大交通项目，助力成渝地区双
城经济圈建设。在智能制造领域，该集团
还将依托两江新区及重庆雄厚的汽车产业
基础，在智能制造领域发力，共同打造创新
产业基地。

重庆日报记者了解到，自2002年入渝以
来，复星国际集团已在健康、金融、原材料、地
产等领域进行了广泛布局，累计投资超过

100亿元。
2017年9月29日，复星国际集团西南总

部落户重庆，并与两江新区等地签署了4个
子项目的《战略合作框架协议》，目前各项合
作正有序推进中。

两江新区自贸办（中新办）有关负责人介
绍，截至目前，包括药友制药、复创医药、两江
国际高端综合医院等在内的多个项目均已取
得进展。其中，药友制药已成为复星国际集
团生物医药板块的重点企业之一，已有10个
产品、20个品规通过一致性评价，2019年其
销售收入突破60亿元。

而复创医药也在2018年11月迁入两江
新区，其研发的治疗痛风新药——FCN-207
片已于近期获得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临床试
验注册审评受理。

两江新区管委会常务副主任王志杰表
示，两江新区正抢抓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
设这一重大战略机遇，进一步营造法制化、国
际化、便利化的一流营商环境。与复星国际
集团的合作，将重点围绕生物医药、大健康、
智能制造、文旅等产业，进一步加快两江新区
聚集高端、高质、高新产业要素，提升产业能
级和核心竞争力。

抢抓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机遇

复星集团将进一步加大在渝战略布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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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一手抓防疫，一手抓发展”的
决策部署，观音桥商圈积极推进商贸流
通领域有序复工，组织辖区重百电器江
北店、世纪新都及部分临街店铺，率先
在全市商圈实现分批复工。疫情期间，
观音桥商圈办坚持以服务引领发展，深
化政策支持，减免会展场地费用，简化
审核备案手续，以实际行动支持商贸企
业复工经营。围绕“首店”“首发”经济
强化商圈业态结构优化；围绕观音桥美
食聚集地优势，做好餐饮品牌招商，唱
响“好吃就在观音桥”口号，打通“吃、
穿、用、文、美、娱”业态融合发展；抓住

“互联网+”的时代机遇，依托各大商贸
企业建立的线上消费平台、客群，推动
传统商贸企业“线上+线下”同步发展，
增强企业抗风险能力。近期，重百电器
江北店日均人流量恢复达85%，进店人
数恢复80%；3月26日—4月1日，销售
同比增加25%。

为了提升居民消费意愿，重百电器
江北店响应观音桥商圈办合力提振商

圈经济的号召，于4月1日—4月12日
期间火热开启“万物复苏空调节”。重
百电器江北店将以空调、厨卫品类特惠
为主力，各家电品类悉数参与，释放多
轮优惠活动，给消费者带来连连惊喜。

据悉，为获得最大优惠力度，重百
电器江北店2月底就开始与各大家电
品牌商对接，积极争取工厂资源，争取
最大让利幅度。

据悉，各大家电品牌商家对本次复
苏节活动也给予了足够重视，在优惠力
度和货源准备方面，为重百电器提供全
力支持。“重百电器一直是我们的主销
渠道。此次活动是家电销售的绝佳契
机。我们将与重百电器通力合作，给消
费者带来实实在在的折扣，实现共赢！”
某品牌家电负责人说。

活动期间，重百电器江北店推出满
3000元返200元电子促销券，全品类
无门槛抵用；品牌大1P变频空调低至
888元，3P客厅中央空调仅需2399元，

套购还加送原装进口咖啡机；购厨卫产
品，买一送一，买三免一，优惠力度空
前。除此之外，重百电器将携手美的、
格力、海尔等各大家电品牌商家，给出

“全年底价”优惠。
4月6日—4月12日，重百电器江

北店还将联合美的、海尔、海信·容声·
科龙、格力等大牌厂商，通过节目表演、
网红直播、烘焙课堂、游戏互动等丰富
的外展活动，为消费者提供更为多元和
惬意的消费感受。

重百电器世纪通火热加盟中

重百电器世纪通现有合伙人460
个，已在南岸、渝北、涪陵、大足、武隆、江
津区等地成功开店近400家，加盟重百
世纪通，将共享SAP系统、仓储、产品、
货源、服务，提供各项加盟政策支持，从
根本上解决传统零售品类不全、运输周
期长、经营成本高、电商竞争大等痛点。

携手重百电器世纪通，创业成功更轻松。
重百电器世纪通充分利用重百成

熟优质的品牌、信誉、资金、渠道、物流、
服务等方面的优势，紧密聚合品牌企
业、物流商、金融机构、增值服务商等各
大群体，整合资源为创业者实现全方位
的 跨 界 赋 能 。 加 盟 热 线 ：023-
63822513。

全屋家电大牌一站购

重百电器商社精工团队致力于中
央空调、采暖、新风、净水、智能家居等
舒适家产品的咨询、设计、销售、安装、
售后的整体服务，现拥有千人专业院校
毕业施工团队，10年行业顶尖技术骨
干全程设计、施工、监理把关，以及高于
行业施工用材标准及工艺水平。重百
电器品质信誉保障，全方位解决隐蔽工
程安装不确定性，打造隐蔽工程极致用
户体验，更放心。4月1日—4月12日，

舒适家套购满 29999 元送价值 4980
元美的智能锁套餐。咨询电话：
023-63827633。

重百创客 自买省、分享赚

重庆百货电器事业部倾力打造的
社交电商平台——重百创客，深度挖掘
私域流量，为品牌方以更低的成本精准
触达用户提供了平台。4000多个知名
品牌，80000多种商品，有100多万名
会员和上千个线下门店网点作为销售
通路支撑。从生鲜到家居日用，重百创
客充分发挥全场景零售布局优势，有效
搅动了社交电商市场，成为重百创客合
伙人，自买省钱，分享赚钱。借助全民
营销的热潮，重百创客将持续为消费者
打造“身边的重百创客”，满足消费者多
样化的品质需求，持续深化流量变现，
引领社交电商未来。

谢恒

重百电器江北店“万物复苏空调节”多轮优惠次第释放
观音桥商圈办助推辖区店铺提振经营

千万消费券
等你来申领
重庆百货于4月正式启动

“万物复苏空调节——千万消
费券重启家装计划”，整合电
器、超市、百货、汽贸、家装、餐
饮、摄影、亲子早教、医疗等众
多跨行业商家平台，吹响激发
市场活力、提振消费信心的

“集结号”。
关注“重庆重百商社电器”

公众号，每位市民均有机会领
取价值6000元的消费券，其中
还有重百电器无门槛消费券、
免费咖啡券等。

链接》》

机构名称：大家财产保险有限责任公司巴南支公司
机构负责人：颜涵 机构编码：000242500113
机构住所：重庆市巴南区渝南大道297号2幢9-3
成立日期：2020年02月11日
邮政编码：401320 联系电话：023-66285601
业务范围：财产损失保险；责任保险；信用保险和保证保险；短期健康保险和意外伤害保险；上述

业务的再保险业务；国家法律、法规允许的保险资金运用业务；经中国银保监会批准
的其他业务。

发证日期：2020年04月01日 发证机关：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巴南监管分局

经营保险业务许可证公告

机构名称：大家财产保险有限责任公司涪陵中心支公司
机构负责人：陈强
机构编码：000242500100800
机构住所：重庆市涪陵区太极大道15号A幢2-11号
成立日期：2020年02月11日
邮政编码：408000 联系电话：023-72308899
业务范围：财产损失保险、责任保险、法定责任保险、信用保险和保证保险、农业保险、其他财产

保险业务、短期健康保险和意外伤害保险、上述保险业务的再保险业务。
发证日期：2020年03月12日 发证机关：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涪陵监管分局

经营保险业务许可证公告

机构名称：大家财产保险有限责任公司黔江支公司
机构负责人：胡宇红 机构编码：000241500114
机构住所：重庆市黔江区城西街道行署街38号、40号、42号
成立日期：2020年02月11日
邮政编码：409000 联系电话：023-87915932
业务范围：财产损失保险；责任保险；信用保险和保证保险；短期健康保险和意外伤害保险；上述

业务的再保险业务；国家法律、法规允许的保险资金运用业务；经中国银保监会批准
的其他业务。

发证日期：2020年03月30日 发证机关：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黔江监管分局

经营保险业务许可证公告

机构名称：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重庆市分公司车商营业部
机构负责人：冯渝龙
机构编码：000002500105801
原机构住所：重庆市渝北区青枫北路10号3幢2楼
现机构住所：重庆市江北区创富路3号3幢20-1、20-2、20-3、20-4、20-5（所在楼层名义层21层）
成立日期：2018年10月19日 邮政编码：400023 联系电话：023-88356045
业务范围：机动车辆保险、财产损失保险、责任保险、信用保险和保证保险、农业保险、其他财产

保险业务、短期健康保险和意外伤害保险产品、上述保险业务的再保险业务。
发证日期：2020年04月01日 发证机关：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两江监管分局

保险业务机构地址变更公告

机构名称：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重庆市分公司第二营业部
机构负责人：郎建忠 机构编码：000002500105802
原机构住所：重庆市渝中区沧白路九尺坎50号华英大厦10楼
现机构住所：重庆市江北区创富路3号3幢21-3（所在楼层名义层22层）
成立日期：2012年04月06日
邮政编码：400023 联系电话：023-88356149
业务范围：财产损失保险、责任保险、法定责任保险、信用保险和保证保险、农业保险、其他财产

保险业务、短期健康保险和意外伤害保险、上述保险业务的再保险业务。
发证日期：2020年04月01日 发证机关：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两江监管分局

保险业务机构地址变更公告

机构名称：阳光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重庆市江津支公司
机构负责人：杨岚炯 机构编码：000127500116
原机构住所：重庆市江津区鼎山街道鼎山大道718号加州国际10幢11-1、11-2
现机构住所：重庆市江津区鼎山街道鼎山大道718号加州国际10幢11-2、11-3
成立时期：2009年9月29日
邮政编码：402260 联系电话：023-85566753
业务范围：人寿保险、健康保险、意外伤害保险等各类人身保险业务；上述业务的再保险业务；经

中国保监会批准的其他业务
发证日期：2020年3月17日 发证机关：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江津监管分局

保险业务机构地址变更公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