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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农村土地交易所地票公开交易公告
渝农地所告字〔2020〕20号

现对以下拟供应地票予以公告，公告时间为2020年11月17日12时——2020年11月24日12时。11月17日12时开始在重庆农村土
地交易所领取竞买须知等资料。公告期满，申请购买总面积大于可交易总面积，且有两个及两个以上购买人申请购买的，以拍卖方式交易；
申请购买总面积小于或者等于可交易面积，或者仅有一个购买人申请购买的，以挂牌方式交易，未成交的，继续公告。

详情请登录重庆农村土地交易所门户网站（https://www.ccle.cn/），在地票专栏中查询。
地址：重庆市江北区永平门街14号·金融城2号T3塔楼8楼，联系电话：63836045、63832367（FAX），联系人：王先生

重庆农村土地交易所 2020年11月17日

备注：保证金账户名：重庆农村土地交易所，开户银行：重庆银行人和街支行，账号：550101040006819。

公告批次

20020（总第131批次）

拟供应地票面积

平方米

634303

亩

951.4545

交易起始价格

元/平方米

301

万元/亩

20.0667

保证金标准

元/平方米

45

万元/亩

3

机构名称：中国平安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重庆市江津支公司油溪营
销服务部

机构负责人：周之中 机构编码：000018500116002
原机构住所：重庆市江津区油溪镇新市街84号
现机构住所：重庆市江津区油溪镇农贸路199号、199号附1号
成立日期：2010年01月29日
邮政编码：400000 联系电话：18223205606
业务范围：承保人民币和外币的各种人身保险业务，包括各类人寿保

险、健康保险（不包括“团体长期健康保险”）、意外伤害保险
等保险业务；办理各种法定人身保险业务；证券投资基金销
售业务；对营销员开展培训和管理，收取营销员代收的保险
费、投保单证，分发保险公司签发的保险单、保险收据等相
关单证，接受客户的咨询、投诉；经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
委员会批准的其他业务。

发证日期：2020年11月0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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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机构名称：亚太财产保险有限公司重庆分公司两江新区支公司
机构负责人：岑吉勇
机构编码：000038500112
原机构住所：重庆市渝北区洪湖西路18号18幢第6层
现机构住所：重庆市渝北区黄山大道中段67号1幢5楼（自编号：

5-1、5-5、5-6）
成立日期：2017年05月25日
邮政编码：401121
联系电话：63066767
业务范围：开展财产损失保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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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保监会批准的其他业务。

发证日期：2020年11月1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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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周松 实习生 张天杰

近日，市民袁川江笑容满面地走出
重庆市机动车驾驶人南岸迎龙考场（以
下简称“迎龙考场），在当天上午的机动
车驾驶证科目三考试和科目三安全文
明驾驶常识考试（俗称科目四）中，他发
挥稳定，顺利通过了考试。

“我从9月中旬开始学车，这才用1
个多月就顺利拿到了驾照！”谈及自己
的学车经历，袁川江表示非常顺利。

可就在数年前，经历过驾驶证考试
的人，一谈起学车经历，往往都是吐槽
抱怨的多，很少有称赞。

新建考场
学员自主预约就近考试

“我学车时，没个一年半载不可能
搞得定。”2012年拿到驾照的市民李清
涛告诉重庆日报记者，他学车时，驾校
每个月只有几个考试名额，每次考试都
得提前申请，排队等候。

哪怕李清涛已经将技术练习到教
练都挑不出毛病，可仍然等了1个月。
而参加科目三考试他又等了1个月。

市公安局交巡警总队车管所相关
负责人介绍，2016年前，我市机动车驾

驶证考试的考场规模小，大量待考学员
积压，等待半个月至1个月属于普遍现
象。

值得庆幸的是，这一现象从5年前
开始被逐步改变。2015年底，我市开始
实施驾考社会化改革，通过吸引社会投
资建设考场，并通过推出学员网上申
报、无纸化办公等一系列举措，打破了
驾校“垄断”，让学员们有了自主选择的
权力。现在，学员们可以网上自助申
请，想什么时候考，在哪里考，都由学员
自己说了算。

据了解，通过5年的改革，我市共吸
引社会投资40余亿元，建设考场54个，
解决了政府资金不足无法建设更多考
场的困境。我市接待学员考试的能力
也由原本的每月30万人次提升到了每
月70万人次，排队等待驾考考试的日子
一去不复返。

信息化改革
考试后2小时内即可领驾照

“要是您不着急走，1个多小时后就
能取到驾照了。”袁川江走出考场时，考
场工作人员告诉他，可自主选择现场领
取驾照或邮寄驾照两种方式。

“驾考改革中，我们对新老考场都
实行了信息化、智能化改革。”带着记者
走进迎龙考场，市公安局交巡警总队车
管所驻迎龙考场监管民警祝佳向记者
介绍着考场里的信息化设备。

走进科目三考场等待大厅，左右两

侧摆放着数台自助排队机、自助拍照机
等设备，学员来到考场后申请自助排
队，即可进入考试排队流程。到号后则
可自行进入候考区域等待。此外，等待
大厅还设置有水吧、书架等，供候考学
员休息放松。

通过一道刷“脸卡”的闸门就从等
待区域进入候考区，中央大屏幕上实时
显示着车辆分配、预计考试时间等信
息。“我上午9点半来的，自助排队后就
等待参加考试，11点过就考完了，很顺
利。”袁川江说。

“以前学员的考试报名资料必须是
纸质的，学员进入考场排队验证身份都
要半小时。现在实行无纸化办公后，学
员只需刷几道‘脸卡’就能顺利上车考
试。”祝佳介绍说，此外在学员考试通
过，制作驾照前，学员信息还需要传到
公安部交通管理局统一审核。实行无
纸化办公后，审核从以前的数天减少到
现在的1个小时，从而实现考试完当天
领取驾照。

智能化评判
考试结果更公平

除了超长的排队等待考试时间外，
学员抱怨较多的就是考试中遭遇的不
公平待遇。“我参加科目三考试那会就
很看‘运气’。”李清涛回忆起曾经的考
试经历说，当天，参考的人很多，他从下
午1点等到5点过才上车。可能是临近
下班，监考官只让他开了100多米就宣

布他顺利通过考试，而此前有的考生甚
至开了1公里多。这让他觉得科目三能
不能考过，监考官的心情很重要。

“当时科目三考试的确主要由监
考官人工打分，人为影响无法避免。
而现在更多是智能化评判，有理有据
公平公正。”祝佳带记者来到迎龙考
场的科目三考试视频监控大厅，此时
有数十名工作人员坐在电脑前，通过
屏幕监控着考试中的每一辆考车，同
时大厅的中央大屏幕上，也实时播放
着从考车中传回的学员考试画面，每
一名学员的操作过程都一清二楚。

据介绍，现在参加科目三的考生，
须在3公里的考试行程内，在电脑指挥
下完成10多项必考项目。完成情况由
遍布全车的各种智能感应设备判断，直
到考生驾车行驶完3公里并按要求完成
考试项目，才能被判定为合格。

除了由智能感应设备判断的考试
项目外，依然有不少项目由工作人员通
过视频监控人工判断。这些工作人员
无法直接接触考生，事先也不知道考生
信息，杜绝了舞弊的可能性。“每一名考
生的考试监控视频都将被保存一段时
间，如有争议，考生也可以申请复查。”
祝佳介绍。

正是一系列的驾考改革，才让驾考
更加人性化更具公平性。而市公安局
交巡警总队车管所也凭借驾考改革等
一系列改革举措，再一次荣获全国一等
车管所称号。

“我学车1个多月就拿到了驾照”
一系列改革让重庆驾考越来越方便快捷

本报讯 （记者 周松 实习生
张天杰）近日，重庆日报记者从市公安
局获悉，11月13日起，川渝两地户口网
上迁移一站式办理在两地全域开启，揭
开川渝警务合作新篇章。

今年，重庆市公安局与四川省公安
厅共同召开服务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
建设联席会议，签署相关警务合作协
议，以促进人口合理流动助推经济发
展，让群众办事更便捷、更高效为目标，
探索实施“两地跨省市户口网上迁移一

站式办理”。
针对办理户口迁移过程中的提交

材料、审核把关、技术保障等核心问
题和关键环节，两地警方反复研究论
证，逐项攻克难题。历时两月，实现
了以公安部全国人口信息库为支撑，
依托公安专网跨省（市）流转审批手

续、证明材料，取消跨省市迁移需要
纸质迁移证和准签证流程，让群众办
理户口迁移只需到迁入地派出所一
地完成，在全国率先实现省级辖区之
间的户口网上迁移办理。办理时间
从原来的 25 个工作日压缩至 8 个工
作日。

7月21日，成渝两地在历年来户口
迁移数量居前的9个区公安派出所启动
试点，截至目前，川渝两地警方已为群
众办理跨省市户口迁移3868笔4871人
次，其中，迁入重庆2567笔3440人次，
迁入成都1301笔1431人次，深受群众
好评。

川渝两地率先实现户口网上迁移“一站办理”

本报讯 （记者 戴娟）近日，川渝
政协委员推动双城经济圈建设联合调
研考察暨保护濑溪河流域生态环境助
推会在荣昌区召开。会上，川渝7个市
区县政协共同签署了保护濑溪河流域
生态环境合作备忘录。

濑溪河是长江重要二级支流，发源
于重庆大足区，流经重庆荣昌区、四川
泸州市泸县等地，在泸州市龙马潭区注
入沱江。会议由四川省政协人资环委
和重庆市政协人资环建委共同主办、荣
昌区政协承办。与会川渝政协委员会
前实地调研考察了荣昌区广顺街道污

水处理厂湿地辅助治理工程、濑溪河流
域（荣昌段）生态提升工程、万灵古镇整
治“三排”“三乱”示范工程。会上，泸州
市、内江市、大足区、荣昌区、隆昌市、泸
县、龙马潭区政协共同签署了保护濑溪
河流域生态环境合作备忘录，形成了川
渝7个市区县政协共同保护濑溪河流域
的助推格局。

川渝政协委员认为，加强濑溪河流

域生态文明建设，是筑牢长江上游生态
屏障、打赢污染防治攻坚战的重要举措，
是成渝地区打造具有全国影响力的高品
质生活宜居地的重要任务。此次助推行
动，进一步增进了贯彻落实“绿水青山就
是金山银山”“生态优先、绿色发展”“共
抓大保护，不搞大开发”的思想共识；进
一步增进了川渝“一家亲”“一盘棋”“一
体化”的情感共识；进一步增进了共筑长

江上游生态屏障，共推双城经济圈建设
的工作共识；进一步增进了川渝政协总
结经验、携手协作、共商共推、共治共享
的协同共识。

会议提出，要综合运用调研、视察、协
商、提案、社情民意等方式，助推濑溪河生
态环境保护质量持续改善，努力把濑溪河
流域打造成为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流域
生态文明共建共享的典范样本。

川渝7地政协齐发力保护濑溪河流域

11月13日，位于荣昌区的重庆西部
电子电路产业园内，重庆弘耀电子科技
有限公司的工作人员正在生产电子电
路板。

据了解，重庆西部电子电路产业园
是川渝合作示范项目，也是川渝两地建
成的首个电子电路产业园。目前，该产
业园已入驻12家生产型企业，登记注册
18家生产服务型企业与销售总部，预计
明年实现20亿元产值。截至目前，产业
园已建成的42万平方米标准厂房已全
面租赁，8万平方米全智能化PCB人才
公寓已启动建设。

记者 齐岚森 摄/视觉重庆

重庆西部电子电路
产业园初具规模

本报讯 （记者 廖雪梅）重庆
日报记者11月16日从市财政局了
解到，财政部今年下达重庆新增政府
债券1201亿元已发行完毕，其中一
般债券147亿元、专项债券1054亿
元。

市财政局人士分析认为，今年重
庆政府债券发行具有4个特点：一是
规模扩大，与去年的946亿元相比，
今年增长了27%；二是利率平稳，平
均利率3.58%，每期政府债券均较国

债同期利率上浮25BP（基点）；三是
期限合理，平均期限24年，其中30
年期超长期限债券的占比超过七成，
既优化了政府债务结构，又体现了投
资人对重庆的信心；四是投向精准，
2020年我市政府债券资金的使用，
始终坚持“资金跟着项目走”，特别是
专项债券，今年集中投向了交通基础
设施、市政基础设施、产业园区、教
育、医疗、卫生等领域的497个重点
项目。

财政部下达重庆
新增1201亿元政府债券发行完毕

本报讯 （记者 龙丹梅）11月
16日，2020重庆英才大会——重庆
市璧山区数字经济高峰论坛举行。
来自全国信息科学、金融科技、文创
产业、数字贸易、大数据研究、光电
技术、新能源汽车等相关企业、高
校、行业的大咖齐聚璧山，就数字经
济产业发展未来这一主题各抒己
见。重庆日报记者从论坛上获悉，
璧山将在成都建立“人才飞地”引
智，为璧山数字经济发展招揽人才。

本次论坛是2020重庆英才大会
的重点活动之一，主题为“创平台·聚
英才·享未来”。如何培养区块链人
才助力数字经济发展，数字科技如何
服务产业金融，如何通过科技手段让
文化遗产资源“活”起来……在主旨
演讲环节，与会专家、学者围绕数字
经济发展展开“头脑风暴”，期间还进

行了数字文创产业、光电显示技术、
新能源汽车智能制造3个主题分论
坛。

论坛上，甲骨文产教融合基地、
智慧桑蚕研发示范基地等一批项目
签约落户璧山，这意味着璧山西部
（国际）数字经济产业生态区建设将
进一步提速。值得一提的是，围绕成
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璧山区将依
托成都人力资源服务产业园，结合璧
山区产业发展、用工需求、人才服务
等情况，精准发掘、对接企业所需人
才、项目，在成都建立“人才飞地”引
智。此外，早在10月10日，该区便
出台了《璧山区鼓励科技创新二十五
条政策》，其中包括创业扶持、创新支
持等多项措施，鼓励大学生和科技人
才创新创业，推动人才资源向人才资
本转化。

2020重庆英才大会璧山区数字经济高峰论坛举行

璧山将在成都建“人才飞地”引智

□本报记者 白麟

在最冷的时候去最冷的地方，在
最热的时候去最热的地方，这是唐跃
辉的每年“度假”标配。
“重庆英才”、重庆长安新能源汽车

科技有限公司高级技师、高级工程师
唐跃辉的主要工作之一就是汽车性
能试验，为新车型上市把好关。

作为“把关者”，唐跃辉深知，要
彻底验证一辆汽车的性能，就必须让
车辆去挑战最极端的环境——高温、
极寒、高原、沙漠……这样才能充分
暴露车辆的不足和缺陷。

新能源汽车的电气系统最“怕
水”。此前，在一款混合动力汽车的整
车极限涉水专项性能试验中，唐跃辉和
同事发现，车辆涉水后系统可能产生绝
缘故障，这会严重影响汽车的安全和性
能。

唐跃辉经过认真分析、细心研
判，大胆提出对混合动力系统的电机
部分增加密封垫，并在整车副车架增
加付板的整改措施。随后，他又牵头
在整改过程中，反复进行了几百次涉
水专项性能试验，取得了预期的整改

效果，为长安混合动力汽车在国内率
先上市，作出杰出贡献。

近年来，唐跃辉先后参与了国家
新能源汽车重大专项项目——增程
式燃料电池轿车动力系统平台级整
车集成技术项目，重庆市科技创新项
目——新一代高性能一体化电驱动
总成研发与应用项目；参与发表了
《一种预充电阻耐久性试验方法及系
统》《一种整车状态下电池容量测试
装置及试验方法》等专利。

面对国内新能源汽车整体处于
前期爬坡阶段；之前相关试验验证主
要以零部件的单体试验为主，不成体
系，经常出现验证不充分、验证项目
缺失；新能源汽车市场质量问题频发
等问题，经过多年的实践和沉淀，唐
跃辉牵头建立了三横（零部件、系统、
整车）五纵（功能、性能、环境、可靠
性、用户感知）的新能源汽车试验验
证体系，填补了新能源汽车试验空
白。

2017年，以唐跃辉为领创人的
大师工作室成立。唐跃辉统筹长安
汽车技能培训及职业技能鉴定工作，
培养了高级技师4名、技师15名。
他培养的2名学徒，还荣获中国技能
大赛——全国新能源汽车关键技术
技能大赛“全国三等奖”。

重庆长安新能源汽车科技有限公司高级技师、高级工程师唐跃辉：

当好新能源汽车的“把关者”

本报讯 （记者 张亦筑）11月
16日，重庆日报记者从重庆高新区
了解到，为进一步优化营商环境，解
决民众办事“平时没空办，休息时间
没处办”的困扰，重庆高新区政务服
务中心推出延时服务，让节假日政务
服务工作“不打烊”。

据介绍，重庆高新区政务服务中
心将为每个工作日17∶00前到政务
服务中心办事的企业、群众提供延时
服务，对即办件实施延时办结、承诺
件完成收件，待全部事项办理完毕后
再结束当日服务工作。对于工作日
办事不便的企业、群众，政务服务中
心提供周六延时服务，相关企业、群

众通过关注微信公众号“重庆高新区
微讯”、扫描政务服务中心“智能导
视”二维码或致电023-68123789进
行预约（预约时间截止到每周五12∶
00），政务服务中心于每周六上午（9
∶00-12∶00）按照预约时间准时在政
务服务中心提供相关服务。

此外，政务服务中心“24小时自
助服务专区”于工作日17∶00后及法
定节假日继续对外开放，企业、群众
可结合自身时间安排前往中心“24
小时自助服务专区”自助办理，还可
扫码进入“渝快办”（重庆市网上办事
大厅）平台，随时随地开展政务服务
事项办理。

高新区政务服务中心推行延时服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