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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市应急管理局
关于清退企业安全生产风险抵押金的通知

根据取消企业安全生产风险抵押金（以下简称风险抵押金）制度的有关规定，自2017年1月1日起，我市高危行业不
再存储风险抵押金，并及时开展风险抵押金清退工作。截止2020年10月30日，仍有少数企业因缴款信息不全等原因，
尚未申请办理退款手续。未申办企业名单如下：

序号 企业名称 缴款金额(元) 缴款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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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恒信重晶石开采有限责任公司

彭水县平萤石矿

重庆市江津区六顺源碎石加工厂

重庆鼎鑫矿业有限公司

矿山安全风

大足县兆康石英砂有限公司

酉阳县万刚汞业有限公司

酉阳县傅时石材有限责任公司

09.12.03

云阳县南溪镇果园砖厂

彭水县天栋建材有限公司

綦江县赶水镇百春

红福

重庆市涪陵区丛林碎石厂

云阳县南溪镇军明建材有限公司

2011.03.11危化物品风险抵押金

2011.04.29风险抵押金

重庆湘岳化工有限公司

100,000.00

100,000.00

100,000.00

100,000.00

100,000.00

50,000.00

100,000.00

100,000.00

100,000.00

50,000.00

300,000.00

300,000.00

100,000.00

200,000.00

300,000.00

50,000.00

10,000.00

100,000.00

100,000.00

2011.03.10

2009.03.16

2009.05.31

2009.06.19

2009.06.22

2009.07.01

2009.08.20

2009.09.04

2009.12.03

2009.08.21

2010.10.20

2011.11.28

2011.12.02

2011.12.12

2011.12.12

2011.12.31

2011.03.11

2011.04.29

2011.04.18

重庆市非煤矿山、危险化学品和烟花爆竹等高危行业风险抵押金未退企业名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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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0504 风险抵押金

20110517投资款

20110523生产风险抵押金

重庆平定工贸有限公司

重庆市渝北区尖山庙加油站

重庆城北物流有限公司

重庆长辉化工有限公司

重庆建东石油化工销售有限公司

2012-5-8保证金

重庆市合川区荣皇加油站

重庆优能火工业气体有限公司

蒋敏

余开波

李俊华

杨小刚 20121109

邓小娟

李开勇

马兴权

李永梅

累 计

100,000.00

100,000.00

100,000.00

100,000.00

100,000.00

50,000.00

100,000.00

100,000.00

100,000.00

50,000.00

300,000.00

300,000.00

100,000.00

200,000.00

300,000.00

50,000.00

10,000.00

100,000.00

100,000.00

3,440,000.00

2011.03.10

2009.03.16

2009.05.31

2009.06.19

2009.06.22

2009.07.01

2009.08.20

2009.09.04

2009.12.03

2009.08.21

2010.10.20

2011.11.28

2011.12.02

2011.12.12

2011.12.12

2011.12.31

2011.03.11

2011.04.29

2011.04.18

请以上企业，尽快到市应急局办理风险抵押金退款手续。（联系人：李老师，联系电话：023-67611221。）
重庆市应急管理局 2020年11月9日

⑩

□本报记者 赵迎昭

在游戏中寻味重庆美食、感受巴渝
文化是一种什么样的体验？在游戏《故
乡的记忆：味缘篇》中就能领略到。

在11月13日举行的2020重庆数
字出版年会上，重庆应龙互动娱乐有限
公司发布了基于重庆本土文化与地域
特色，紧扣“打卡重庆美景”主题，历时
一年精心打造的游戏《故乡的记忆：味
缘篇》。这款游戏用寓教于乐的方式传
承弘扬重庆优秀传统文化，让玩家身临
其境感知重庆无穷魅力。

这一游戏的策划人是美国南加州
大学电影艺术学院游戏互动媒体游戏
设计专业2020年优秀毕业生左祺琦，
一个“90后”重庆女孩。她和伙伴们历
时一年，将《故乡的记忆：味缘篇》呈现
在玩家面前。她们为何要打造这款游
戏？这款游戏的问世又将对重庆文旅
融合发展起到怎样的推动作用？11月
12日，重庆日报记者对这一团队进行
了采访。

师从世界游戏界名师
希望世人通过游戏爱上重庆

左祺琦自幼喜好艺术，曾得到庞茂
琨、钟长清、梁益君等四川美院教授的
指教，获得过“全国青少年美术素养大
赛优秀指导老师”等多项艺术荣誉。

2013年，左祺琦成为当年美国加
州大学洛杉矶分校新媒体艺术设计专
业录取的唯一一个中国学生，师从视觉
传达领域知名教授埃铎·斯登、蕾贝卡·
梅德斯等人，学习数字媒体艺术。

毕业后，左祺琦继续深造，在美国
南加州大学电影艺术学院互动媒体游
戏设计专业攻读硕士学位，师从世界游
戏界名师、美国南加州大学电影艺术学
院教授理查德·勒马查德、丹尼尔·比尔
森等人，成为一名游戏策划人。她还利
用假期，参与了网易《梦幻西游》，腾讯
天美《一起来捉妖》等项目，在团队中担
任游戏策划。

“作为重庆人，我一直为自己的家
乡感到骄傲，希望用各种方式让重庆进
一步走向世界，让世人了解它深厚的历
史底蕴与文化内涵。”左祺琦说，近年来
以重庆为背景拍摄的影视剧有很多，但
游戏方面仍空白一片，不得不说是一大

遗憾，“这坚定了我们团队开发一款以
家乡为背景的游戏的决心。”

“我们想在游戏中建构一个有着浓
浓故乡元素的世界，让土生土长的重庆
玩家能感同身受，也让外地玩家能从另
一个角度感受与众不同的文化。”在《故
乡的记忆：味缘篇》中担任游戏制作人、
毕业于中国美术学院、在游戏行业有
13年工作经验、本款游戏的制作人付
安平说。

“打卡重庆美景”的载体
玩家可身临其境感受重庆魅力

如何让玩家身临其境，感受山川壮
美雄奇、文化悠久灿烂的重庆？

左祺琦介绍，故事主线以重庆为背
景，玩家将扮演从小在外地居住、成年后
回到故乡的年轻人，通过线索探寻这座奇
幻的3D城市、开启别样美食冒险之旅。
在游戏中，玩家经营自己的美食店铺和创
新各类菜式也是本作的一大亮点。

她说，海外的独立游戏大都鼓励玩
家自由探索，让玩家主动活跃地参与到
游戏的故事当中，保留玩家的自由感。

在设计玩家体验时，团队运用碎片化叙
事等手法，将重庆的历史文化与民俗文
化元素埋藏在各个地点，等待玩家在自
由探索重庆独特的地形地貌、特色美
食、风土人情时去发掘，让玩家足不出
户即可获得沉浸式体验。

《故乡的记忆：味缘篇》产品总监、
有13年左右游戏美术从业经历的余浩
介绍，这款游戏的画面经风格化处理
后，真实还原人文地理风貌，让巴渝文
化精髓和美景在互联网时代以全新风
貌呈现在世人面前，展现重庆新景点魅
力，或成为游客“打卡重庆美景”的重要
载体和窗口。

以寓教于乐的方式推介重庆文旅
助推重庆文旅高质量发展

游戏对文旅融合发展、传承弘扬优
秀传统文化又将起到什么作用？

左祺琦认为，如今，互动游戏正以
前所未有的直观生动、寓教于乐、老少
皆宜的独特优势不断融入到人们生活
学习的方方面面。它不仅能让人们感
受到传统文化的魅力，更能让传统文化

焕发出新活力。同时，传统文化与地域
特色景观又能提高游戏的内涵层次，两
者相辅相成、共同促进。

重庆有着丰富多彩的非遗，如蜀
绣、綦江农民版画、梁平木版年画、荣昌
夏布织造技艺、重庆漆器髹饰技艺等。
将这些文化元素融入游戏视觉设计中，
创造属于重庆的独特美感，既能传播非
遗艺术，又能提升玩家的审美能力。此
外，将重庆传统音乐，如彭水苗族民歌、
酉阳民歌、秀山民歌、梁平抬儿调、巫山
县龙骨坡抬工号子等民间音乐加入音
乐音效设计中，可以让游戏的特色更为
鲜明，使玩家在优美灵动的音乐熏陶
下，感受传统文化的活力。

据悉，应龙公司还计划打造一款游
戏，推介重庆全市200余个新增景点，
让玩家通过参与游戏获得景点消费卷，
从而带动景点消费。同时，通过大胆、
形象、生动的美术、策划及程序设计来
努力降低游戏门槛，进而吸引不同年龄
层次的游客参与游戏，并赴各地景点打
卡，实现我市200余个新增景点客流和
品牌的提升，助推重庆文旅事业发展。

师从世界游戏界名师 和团队开发游戏《故乡的记忆：味缘篇》

重庆“90后”女孩用游戏展现重庆美食

□本报记者 吴刚

放置生物疫苗的仓库要高度洁
净，如何确保周边环境安全，不发生
污染事故？这事一度让智飞生物股
份有限公司“提心吊胆”。

这家重庆目前市值最大的上市
公司，在江北区港城工业园建设了
西南地区最大的疫苗专用冷库，库
货值长期维持在10亿元以上。除
了环境安全，企业还面临另一道难
题：疫苗运输需要严格的温度和时
间管控才能确保产品质量，这就需
要专业的冷链配送，而负责配送的
大卡车，并不能随时进入城区，有时
一等就是几个小时。

江北区委、区政府主要领导带
队的一次走访，帮助企业化解了难
题。在了解到企业的困难之后，江
北区组织多个部门在企业召开专题
会议，现场就给出了解决方案。接
下来，江北区公安部门及园区管理
部门，大幅增加仓库周边的安全巡

查人员和巡逻频次。同时，区政府
相关部门出面向市级交通主管部门
提出申请，帮助企业拿到了车辆通
行证，运送疫苗的大卡车可随时进
出。

区级领导随时带队上门，切切
实实帮助企业解决难题，这样一套
政企之间的常态化联系机制，叫做

“三送两办一访”。所谓“三送”，就
是为企业送思想、送政策、送服务；

“两办”，就是对企业的事既要当天
办，又要当天大的事办；“一访”，就
是指坚持全体区级领导干部定期深
入重点企业，把工作重心落在一线、
把办公场所搬进企业，全面了解企
业生产经营状况和帮助解决发展难
题。

据介绍，在“三送两办一访”工
作中，江北36位区领导定点联系服
务全区114家重点民营企业，督导
部门单位兑现整改承诺，切实解决
企业融资难、成本高、转型慢等难
题。对于民营企业反映的问题，江
北区还统一建立台账，问题没解决
就无法销账，相关部门就要受到问
责。通过这种“问题不解决不放过、
建议没回应不放过、企业不满意不
放过”的制度设计，截至目前，江北
区级领导以及部门、街镇收集到的
347件问题，办结率高达97%。

除了现场帮助企业解决问题，
江北区这套“三送两办一访”服务机
制，还推动了政府部门在优化营商
环境中多个方面的改革创新。以金
融创新为例，在走访中，江北区相关
部门负责人获知，企业融资难，很大
程度上源于银企之间的信息不对
称。

今年6月，全市首个民营小微企
业首贷续贷中心在江北成立。针对

“痛点”，它创造性开辟了线上线下
两个“阵地”。线下，针对银企信息
不对称、企业跑腿多等小微企业的
融资“难点”，组织商业银行集中入
驻，为企业提供货币信贷政策咨询、
贷款产品介绍和贷款受理等一站式
金融服务，让企业轻松找到银行，实
现融资去中介化。线上，则依托“渝
融通”银企融资对接平台，建立企业
信用信息共享机制，让银行轻松了
解小微企业各项信息。

“问题反映后，江北区相关部门
很快就为我们解决了公司搬迁发展
的问题。”江北民营企业、重庆德源
集团副总裁方明权表示，“三送两办
一访”，真正兑现了江北区从区级领
导到各个部门工作人员竞相当好

“店小二”的承诺，政府服务的主动
性大大增强，服务能力和水平也大
为提升，这让企业倍感温馨。

三送 两办 一访

江北区敦促干部当好“店小二”

本报讯 （记者 韩毅）11月 16
日，第十六届中国（深圳）国际文化产业
博览交易会（云上文博会）线上举办。
中共重庆市委宣传部、市文化旅游委携
多家重点文化企业亮相本次云上文博
会，展示展现了我市“文化+旅游+美
食+科技+历史”多产业融合发展新形
态，以及文化产业发展的累累硕果。

重庆VR展馆以“8D魔幻城市”为
设计理念，结合重庆夜景文化代表元
素，融入时下流行的赛博朋克风格，在
展现重庆城市文化底蕴的同时，传达重
庆的开放、包容与新潮感。观众可以在
两大卡通人物“红叶妹”和“火锅崽”的

带领下，打卡这座云上3D展馆，体验一
场好看、好玩的沉浸式的视听盛宴。

值得一提的是，本次重庆馆与重庆
“双晒”进行了联动，观众可直接购买“双
晒”活动中最具重庆特色的文创好礼。

据介绍，本届中国（深圳）国际文化
产业博览交易会首次采取“云上观展”
形式，展期持续到11月20日。市民可
通过本次文博会官方小程序进入重庆
馆，也可通过“重庆市文化和旅游发展
委员会”微信公众号进入，除了可以
VR看展外，还能领取重庆秋冬惠民福
利、观看《印象武隆》直播秀、在线购买
重庆特色文创商品等。

第十六届中国（深圳）国际文化产业博览交易会（云上文博会）上线

重庆VR展馆展览及活动精彩纷呈

本报讯 （记者 郭晓静）16日，
全市城市管理执法工作2020年11月
调度会议暨加强城市管理秩序突出问
题综合治理会议在市城市管理局召
开。重庆日报记者从会上获悉，根据
《重庆市城市管理局关于扎实推进城市
管理秩序突出问题综合治理专项行动
的通知》，我市将持续开展专项行动，通
过系列举措治理城市管理秩序突出问
题，确保在2020年11月底以前，城市
管理秩序突出问题有效解决，城市形象
明显提升，达到市委巡视整改要求。

据了解，围绕干净整洁有序、山清
水秀城美、宜居宜业宜游的城市管理
目标，我市将以2019年开展城市管理
秩序重点地区综合治理专项行动排查
的143个重点地区（街道/镇、社区）、
290 个突出问题为重点，开展市、区

县、街镇三级联动，管理、服务、执法联
动，通过建立健全清单管理、挂牌督
办、整改销号、动态推进的治理体制机
制，扎实推进城市管理秩序突出问题
综合治理专项行动。本次专项行动，
将在2019年城市管理秩序重点地区
综合治理专项行动的基础上，重点解
决违法占道经营、人行道违法停车行
为、乱张贴乱涂写乱刻画乱吊挂乱派
发等城市“五乱”违法行为、建筑渣土
运输车辆违法运输、垃圾分类违法行
为、校园和市场周边城市管理秩序混
乱等突出问题。

按照《通知》要求，在治理违法占道
经营行为方面，各区县（自治县）城市管
理局要及时出台新的便民措施，提出指
导性意见，科学合理划定经营性占道食
品摊区。加强既有占道经营设施规范

管理，持续推动中心城区爱心亭、报刊
亭提档升级，依法查处违法占道经营行
为。特别要加快完成位于长下坡、急弯
和临水临崖等存在安全隐患路段的马
路市场清理整治。

《通知》还要求各区县（自治县）城
管局深入研究人行道违法停车行为治
理方式方法和长效管理办法，主动加强
与本级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的工作
联系，广泛宣传，营造良好的社会氛围，
进一步加大监管执法力度，健全完善齐
抓共管的长效管理。

专项行动中，我市还将加大对建筑
渣土产生、运输、处置环节的执法检查
和依法查处力度，全面落实建筑渣土运
输车辆的监管执法责任，着力解决建筑
渣土运输车辆冒装撒漏、车身不洁、违
规倾倒等突出问题。

此外，聚焦生活垃圾分类投放、收
集、运输、处置四大环节，我市将坚持源
头严防、过程严管、风险可控的原则，深
入查找各环节短板弱项，确保生活垃圾
分类工作顺利推进，营造生活垃圾分类
浓厚法治氛围。

专项行动还包括继续深化校园周
边城市管理秩序突出问题联合治理协
作机制，与教育、公安、市场监管等部
门建立长效管理制度，着力解决校园
周边的占道停车、占道经营、占道施工
等突出问题，有效保障学校师生的正
常教学生活秩序；加强农贸市场及周
边区域的城市管理秩序监督管理，确
保无暴露垃圾、无污水横流、无违章搭
建、无城市“五乱”、无占道设置活禽交
易和宰杀摊点等现象发生，确保环境
干净整洁。

我市开展专项行动治理城市管理秩序突出问题

人行道违法停车等“五乱”行为是整治重点

◀在11月13日，2020重庆数字出
版年会上，游戏《故乡的记忆：味缘篇》
发布。 （受访者供图）

▲左祺琦和团队成员在线讨论游
戏玩法。

本报讯 （记者 韩毅）11月 16
日下午，第十一届中国长江三峡国际旅
游节新闻发布会在市文化旅游委举
行。本届三峡节将于11月19日启幕，
陆续举办世界大河歌会、长江三峡旅游
论坛等10项主要活动以及区县相关配
套活动，同时推出景区门票优惠活动，
为八方游客呈现一场精彩绝伦的文化
旅游盛会。

中囯长江三峡国际旅游节由重庆
市人民政府、湖北省人民政府共同主
办，每年轮流在湖北省宜昌市和重庆市
万州区举办，迄今已成功举办10届，已
成为全国知名的文化旅游节会品牌，有
力地推动了长江三峡区域旅游合作，促
进了三峡地区经济社会发展。

本届三峡节以“壮美长江、诗画三
峡”为主题，由重庆市文化旅游委、湖北
省文化旅游厅和万州区人民政府承办，
11个三峡沿线区县本着“共商共筹、共
办共享”的原则共同筹办，旨在围绕打
好“三峡牌”、唱好“三峡戏”，进一步推
动大三峡旅游一体化发展，建设长江三

峡国际黄金旅游带，全力打造三峡旅游
业发展升级版和世界知名旅游目的地。

相比往届，本届三峡节更加突出节
会品牌的打造，突出群众参与、为民惠
民的办节宗旨，突出文商体旅融合发
展，突出搭建交流协作、共话发展的平
台，精心策划了世界大河歌会、长江三
峡旅游论坛等10项主要活动以及区县
相关配套活动。

其中，启动仪式将于11月19日在
万州港口黄金7号邮轮举行，并同步开
展全国网络媒体三峡采风活动和川渝
鄂百万游客游三峡旅游活动。

此外，本届三峡节还将举行长江三
峡区域旅游合作渝鄂轮值主席会议、

“三峡好礼”旅游商品暨非遗产品交易
大会、三峡平湖彩色欢乐跑活动、三峡
美食文化节暨万州烤鱼节、重庆（万州）
冬季横渡长江邀请赛等，渝东北有关区
县将开展长江三峡（巫山）国际红叶节、

“中国·白帝城”国际诗歌节、长江三峡
（梁平）云上国际柚博会等，内容丰富，
精彩纷呈。

大河歌会、短视频大赛、踩线采风、彩色欢乐跑

中国长江三峡国际旅游节耍事多

本报讯 （记者 崔曜）11月 16
日，市慈善总会召开2020年新闻媒体
座谈会。重庆日报记者从会上获悉，截
至2020年9月，市慈善总会5年来共
募集款物32.75亿元，用于脱贫攻坚的
款物24.17亿元，帮扶贫困人口123万
人次，并打造出一批慈善品牌。

在产业扶贫方面，市慈善总会五年
募集帮扶资金5.39亿元，帮助18个贫
困县改善基础设施，发展特色种养殖、
乡村旅游等产业项目。在健康扶贫方
面，市慈善总会五年累计投入款物

13.28亿元，累计资助贫困患者20多万
人次；在教育扶贫方面，市慈善总会五
年共资助贫困区县3.5万余名贫困学
子完成学业。

市慈善总会打造了一批具有广泛
影响力的慈善品牌。针对贫困区县大
病困难群众，市慈善总会设立了大病医
疗救助基金；针对贫困老人洗浴难的问
题，市慈善总会推出“助浴快车”项目；
针对渝东南少数民族地区贫困群众，市
慈善总会成立了渝东南少数民族地区
脱贫攻坚助推综合项目。

市慈善总会5年募集款物32.75亿元
用于脱贫攻坚的款物24.17亿元，帮扶贫困人口123万人次

本报讯 （记者 张莎）近日，由本
报与江北区慈善会联合开展的“尹明助
学爱洒四方”2020年活动再次发放助
学金，68名符合条件的贫困学生领取
了助学金8.45万元。

“尹明助学爱洒四方”活动自2013
年开启以来，已坚持8年，共资助学生
971人次，累计发放资助金70.31万元。

江北区慈善会每年均制定“尹明助
学”实施方案，将文件发到各街镇，通过
社区居委会张贴，让群众知晓。“尹明助
学爱洒四方”活动资助条件为本人户口
在江北区范围内，大学、中学（含中职）、
小学（含智力康复培训学校）就读的在校
生，其家庭为低保家庭、父母或本人持有
一、二级残疾证；或孤儿、特困青少年。

本报与江北区慈善会合作“尹明助学爱洒四方”活动继续开展

江北区68名贫困学生领取“尹明”助学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