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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 杨永芹）3月15
日，来自重庆交通开投集团消息称，重
庆轨道交通9号线一期工程——沙坪
坝区新桥站—渝北区兴科大道站工程
顺利推进，计划2021年底前建成通车，
届时沿线市民出行将更加便捷。

新增站点与寸滩国际邮轮
母港相衔接

重庆交通开投集团相关负责人表
示，9号线一期工程在原规划基础上，
在保税港站至何家梁站区间增设一个
站——邮轮母港站（暂定名）。该站距
离保税港站约0.9公里，距离何家梁站
约0.7公里。

当天，重庆日报记者在邮轮母港
站施工现场看到，施工人员正在进行
站台层左右双线施工，车站付费联络通
道、施工主通道、支通道开挖工程已基
本完成。

“站台层建设直接关系着9号线一
期工程年内能否通车。”现场相关负责
人表示，目前正在积极推进站台层施工
二衬防水施工，站台层左右双线已完成
近50%工程量。

据介绍，邮轮母港站位于寸滩港区
范围内，距离邮轮母港约500米。该站
设计为站厅和站台分离，将分两期实
施，年内完工一期站台层建设，二期站
厅层将根据邮轮母港统一规划结合
TOD设计推进，届时将直接与寸滩国
际邮轮母港相衔接。

化龙桥站将再现轨道列车穿楼

与此同时，9号线一期另一“卡点”
工程——嘉华轨道专用桥也在加快推
进。

记者在嘉华轨道专用桥施工现场
看到，嘉华轨道专用桥与嘉华大桥公路
桥平行，一端连接渝中区，一端连接江
北区。该轨道专用桥已经合龙。

“嘉华轨道专用桥是9号线一期唯
一一座跨江大桥，主跨采用钢箱梁结
构。”9号线五标项目部经理柳家勇表
示，目前正在进行桥面接缝焊接工作，
预计下月初大桥就可进入辅轨作业阶段。

值得一提的是，通车后，为防止轨
道交通列车运行过程中产生的噪声对
周边环境产生影响，专用桥两端分别设
有一条长200多米的声屏障。

让人期待的是，化龙桥站位于嘉华
大桥桥头，与旁边大楼以连廊相连，届
时化龙桥站将再现列车穿楼景观。

全线设26座车站与多条线路换乘

9号线一期工程是我市重点工程，
建成通车后，重庆轨道交通通车里程将
超过400公里。

9号线一期工程线路全长约34公

里，共设车站26座，其中地下站24座，
车辆采用山地As型车，列车最高运行
速度100公里/小时。车站分别是新桥
站、高滩岩站、天梨路站、沙坪坝站、小
龙坎站、土湾站、红岩村站、富华路站、
化龙桥站、李家坪站、蚂蝗梁站、观音桥
站、鲤鱼池站、刘家台站、江北城站、五
里店站、溉澜溪站、头塘站、保税港站、
邮轮母港站、何家梁站、石盘河站、上湾
路站、青岗坪站、宝圣湖站、兴科大道站
（站名均为暂定名）。

此外，9号线一期分别与环线、1号
线、3号线、4号线、5号线、6号线、10号
线、15号线等换乘。其中，沙坪坝站与
1号线、环线换乘，小龙坎站与1号线换
乘，红岩村站与5号线换乘，富华路站
与18号线换乘，观音桥站与3号线换
乘，鲤鱼池站与10号线换乘，江北城站
与6号线换乘，五里店站与环线、6号线
换乘，头塘站、保税港站与4号线换乘，
上湾路站与10号线换乘，宝圣湖站与
15号线换乘。

轨道9号线一期有望年内通车
新增邮轮母港站，化龙桥站将再现列车穿楼景观

3 月 15 日，沙坪坝区马房
湾七彩巷，市民正在拍照留
影。七彩巷是由几排老旧房子
涂鸦而成，各种色彩相互碰撞，
给小巷增添了许多生趣。该巷
里的房屋原本都非常破旧，经
过艺术加工，提升了颜值、改变
了环境，成了新的市民游玩打
卡地。

首席记者 龙帆 摄/视
觉重庆

老旧房子
变身打卡地

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重庆分行债权催收公告
重庆德润实业有限公司、重庆科华企业（集团）有
限责任公司：
2004年2月，重庆德润实业有限公司在我行申请
承兑汇票（综合授信合同编号为深发渝综字第
20040225004号，汇票合同编号为深发渝承字第
20040225005号），金额为别为人民币680万元、
730万元、590万元、合计人民币2000万元，期限
6个月，由重庆科华企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提
供连带保证担保，上述承兑汇票经我行承兑并付
款后至今仍未获清偿。请重庆德润实业有限公
司、重庆科华企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收到本《催
收函》后立即筹措资金偿还上述欠款。

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重庆分行
（原深圳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重庆分行）

2021年3月16日

重庆帝威实业有限公司、重庆科华企业（集团）有
限责任公司：
2004年 2月，重庆帝威实业有限公司在我行申
请承兑汇票（综合授信合同编号为深发渝综字
第20040225003号，汇票合同编号为深发渝承
字第20040225004号），金额分别为人民币818
万元、518万元、664万元，合计人民币2000万
元，期限 6个月，由重庆科华企业（集团）有限
责任公司提供连带保证担保，上述承兑汇票经
我行承兑并付款后至今仍未获清偿。请重庆
帝威实业有限公司、重庆科华企业（集团）有限

责任公司收到本《催收函》后立即筹措资金偿
还上述欠款。

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重庆分行
（原深圳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重庆分行）

2021年3月16日

重庆国展实业有限责任公司、重庆国宾实业发展
有限公司：
2004年2月、2004年4月，重庆国展实业有限责
任公司在我行申请承兑汇票（综合授信合同编号
为深发渝综字第2003026002号，汇票合同编号
为深发渝承字第200400415001、20040226002
号），金额分别为人民币470万元、580万元、630
万元、560万元、770万元、640万元、750万元、
600万元，合计人民币5000万元，期限6个月，由
重庆国宾实业发展有限公司提供连带保证担保，
上述承兑汇票经我行承兑并付款后至今仍未获清
偿。请重庆国展实业有限责任公司、重庆国宾实
业发展有限公司收到本《催收函》后立即筹措资金
偿还上述欠款。

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重庆分行
（原深圳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重庆分行）

2021年3月16日

重庆科创建筑安装公司、重庆科华电子技术有限
公司：
2004年2月，重庆科创建筑安装公司在我行申请
承兑汇票（综合授信合同编号为深发渝综字第
20040225001号，汇票合同编号为深发渝承字第
20040225002号），金额分别为人民币640万元、
670万元、690万元，合计人民币2000万元，期限
6个月，由重庆科华电子技术有限公司提供连带
保证担保，上述承兑汇票经我行承兑并付款后至
今仍未获清偿。请重庆科创建筑安装公司、重庆
科华电子技术有限公司收到本《催收函》后立即筹
措资金偿还上述欠款。

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重庆分行
（原深圳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重庆分行）

2021年3月16日

重庆科旭物资贸易有限公司、重庆晋愉地产（集
团）股份有限公司：
2004年3月、2004年4月，重庆科旭物资贸易有限
公司在我行申请承兑汇票（综合授信合同编号为深
发渝综字第2000829002号，汇票合同编号为深发
渝承字第20040302001、20040415004号），金额
分别为人民币580万元、600万元、630万元、620

万元，880万元、820万元、870万元，合计人民币
5000万元，期限6个月，由重庆晋愉地产（集团）股
份有限公司提供连带保证担保，上述承兑汇票经我
行承兑并付款后至今仍未获清偿。请重庆科旭物
资贸易有限公司、重庆晋愉地产（集团）股份有限公
司收到本《催收函》后立即筹措资金偿还上述欠款。

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重庆分行
（原深圳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重庆分行）

2021年3月16日

重庆麦克新实业（集团）有限公司、重庆长寿三帆
制药（集团）有限公司：
2004年3月、2004年4月，重庆麦克新实业（集团）
有限公司在我行申请承兑汇票（综合授信合同编号
为深发渝综字第20030826001号，汇票合同编号
为深发渝承字第 20040302002、20040415002
号），金额分别为人民币760万元、850万元、750万
元、400万元、850万元、750万元、640万元，合计
人民币5000万元，期限6个月，由重庆长寿三帆
制药（集团）有限公司提供连带保证担保，上述承
兑汇票经我行承兑并付款后至今仍未获清偿。请
重庆麦克新实业（集团）有限公司、重庆长寿三帆
制药（集团）有限公司收到本《催收函》后立即筹措

资金偿还上述欠款。
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重庆分行

（原深圳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重庆分行）
2021年3月16日

重庆美派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2004年3月，重庆美派科技发展有限公司在我行
申请承兑汇票（综合授信合同编号为深发渝综字
第20040302001号，汇票合同编号为深发渝承字
第20040302003号），金额分别为人民币630万
元、740万元，合计人民币1370万元，期限6个月，
上述承兑汇票经我行承兑并付款后至今仍未获清
偿。请重庆美派科技发展有限公司收到本《催收
函》后立即筹措资金偿还上述欠款。

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重庆分行
（原深圳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重庆分行）

2021年3月16日

重庆赛尼商贸有限公司、重庆科华企业（集团）有
限责任公司：
2004年2月、2004年3月，重庆赛尼商贸有限公
司在我行申请承兑汇票（综合授信合同编号为深

发渝字第20040225005号，汇票合同编号为深发
渝承字第20040225006号），金额分别为人民币
800万元、580万元、620万元，合计人民币2000
万元，期限6个月，由重庆科华企业（集团）有限责
任公司提供连带保证担保，上述承兑汇票经我行
承兑并付款后至今仍未获清偿。请重庆赛尼商贸
有限公司、重庆科华企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收
到本《催收函》后立即筹措资金偿还上述欠款。

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重庆分行
（原深圳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重庆分行）

2021年3月16日

重庆市泰通发展有限公司、重庆科华电子技术有
限公司：
2004年2月，重庆市泰通发展有限公司在我行申
请承兑汇票（综合授信合同编号为深发渝综字第
20040225002号，汇票合同编号为深发渝承字第
20040225003号），金额分别为人民币590万元、
710万元、700万元，合计人民币2000万元，期限
6个月，由重庆科华电子技术有限公司提供连带
保证担保，上述承兑汇票经我行承兑并付款后至
今仍未获清偿。请重庆市泰通发展有限公司、重
庆科华电子技术有限公司收到本《催收函》后立即
筹措资金偿还上述欠款。

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重庆分行
（原深圳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重庆分行）

2021年3月16日

重庆农村土地交易所地票公开交易公告
渝农地所告字〔2021〕5号

现对以下拟供应地票予以公告，公告时间为2021年3月16日12时——2021年3月23日12时。3月1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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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年3月1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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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005（总第138批次）

拟供应地票面积

平方米

870930

亩

1306.3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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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据《矿产资源勘查区块登记管理办法》（国务院令第240号）第十
条规定，以下勘查许可证已自行废止，特此公告。

勘查许可证自行废止公告
探废〔2021〕001号

重庆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
2021年3月16日

序号

1

项目名称

重庆市九
龙坡区铜
罐驿镇地
热水资源
勘查（国家
出资）

勘查许可证号

T50120171201054536

勘查许可证有效期

2017年12月28日至
2020年12月28日

根据《矿产资源开采登记管理办法》（国务院令第241号）第七条
规定，以下采矿许可证已自行废止，特此公告。

采矿许可证自行废止公告
采废〔2021〕002号

重庆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
2021年3月16日

序号

1

矿山名称

成都川商
融信小额
贷款有限
责任公司
竹溪矿区

采矿许可证号

C50000020090421300
15690

采矿许可证有效期

2019年8月20日至
2020年9月30日

机构名称：中国人民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重庆市杨家坪营销服务部
机构负责人：艾桦
机构编码：000100500107001
原机构住所：重庆市九龙坡区杨家坪珠江街道48号1幢9-7、9-8、9-9号
现机构住所：重庆市九龙坡区杨家坪珠江路48号1幢9-1、9-7、9-8、9-9号
成立日期：2015年7月29日
邮政编码：400000 联系电话：023-68691869
业务范围：人寿保险、健康保险和意外伤害保险等保险业务
发证日期：2021年3月11日 发证机关：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重庆监管局

保险业务机构地址变更公告
机构名称：中国人民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重庆市武隆区支公司
机构负责人：张玲
机构编码：000100500156
原机构住所：重庆市武隆区巷口镇芙蓉西路44号正三层3号
现机构住所：重庆市武隆区凤山街道南滨路118号2-1、2-2
成立日期：2010年5月26日
邮政编码：408500 联系电话：023-77777558
业务范围：人寿保险、健康保险和意外伤害保险等保险业务
发证日期：2021年2月25日 发证机关：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涪陵监管分局

保险业务机构地址变更公告
机构名称：中国人民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重庆市石柱县支公司
机构负责人：李贤明 机构编码：000100500240
原机构住所：重庆市石柱县万安街道都督大道隆泰.好望山13幢2-25、2-26、2-27、2-28、

2-29号
现机构住所：重庆市石柱县万安街道都督大道9号隆泰.好望山13幢2-25、2-26、2-27、2-

28、2-29、2-30、2-31、2-32号
成立日期：2009年3月25日 邮政编码：409100 联系电话：023-85007678
业务范围：人寿保险、健康保险和意外伤害保险等保险业务
发证日期：2021年3月8日 发证机关：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黔江监管分局

保险业务机构地址变更公告

本报讯 （记者 陈钧）3 月 15
日，重庆日报记者从重庆中科云从科技
有限公司（简称云从科技）获悉，该公司
日前在全球最权威的人脸识别算法测
试（NIST-FRVT）最新榜单中拿下两
项冠军。

由美国国家标准与技术研究院
（NIST）举办的人脸识别算法测试——
NIST-FRVT是人脸识别技术领域公
认的权威竞赛。该竞赛面向全球人脸
算法供应商，接受算法提交，进行保密
测试后在NIST官网上发布成绩和排
名。在最新一期榜单中，云从科技在此
次人脸识别1∶1和人脸识别1∶N赛道
中拿下两项冠军，在口罩遮挡下的人脸
识别赛道中，获得亚军。

NIST-FRVT通过不同类型的照
片样本进行上百亿次对比，对人脸识别
算法的评估可达到百万分之一精度，是

全球规模最大、标准最严、竞争最激烈
的人脸识别算法竞赛，有工业界“黄金
标准”之称。截至目前，全球已有近百
家公司和研究机构参与了此项测试，包
括VisionLabs（俄罗斯）、Ever AI（美
国）、Vocord（俄罗斯）、云从、商汤、旷
视、海康、大华、腾讯等。

据介绍，能在该竞赛中获得好成
绩，是因为云从科技采用了贴合实际应
用场景的算法设计原则。例如面对全
球新冠肺炎疫情现状，云从科技推出的
产品不仅强调口罩遮挡下的识别性能，
更因兼顾考虑无遮挡和口罩同时存在
的现象，提升模型本身泛化能力以应对
更复杂的现实情况，从而真正发挥算法
作用。采用贴合实际应用场景的设计，
使云从科技的算法在应对光照、清晰
度、人脸姿态和人种等变化时，表现出
了强大的性能。

全球权威人脸识别算法测试

云从科技摘得“双冠”

本报讯 （记者 李星婷 通讯
员 李春梅）3月14日，重庆日报记者
从重庆高新区获悉，西永街道78名机
关干部化身民营企业的“店小二”，为其
提供精准化服务，促进各项优惠政策落
地实施，助力企业复工复产。

“节后用工招人是否困难？生产和
销售如何？”3月12日，对接服务重庆
方正高密电子有限公司的西永街道党
工委书记马永红，来到车间仔细询问企
业节后的用工、生产情况。

这是西永街道“店小二”走访服务
民营企业的常态化工作。据了解，春节
后，西永街道将78名机关干部分成10
个工作组，每位干部都是“店小二”，每
个工作组对口联系6至7家企业。

“店小二”们利用周末及休息时间，
采取“线下+线上”两步走模式（线下实
地走访、进驻企业；线上安排专人通过
微信工作群、电话等方式沟通），了解摸
排企业需求。企业有什么困难，“店小
二”们总是及时上门排忧解难。

比如，重庆八城科技有限公司是西
永街道一家专业从事物联网、人工智能

的高新技术企业。由于专注从事科技
研发，该企业对扶持政策、用工政策等
了解得很少。

“店小二”了解到这个情况后，西永
街道立即召集经济发展办、劳动就业
与社会保障所和市场监管所等4个部
门，花了一周时间收集归纳重庆高新
区促进企业金融发展办法、就业创业
支持政策等，专门编撰印发出200余
本《西永街道常态化走访服务民营企
业服务手册》。

“政府有不少补贴、优惠政策。”重
庆八城科技有限公司相关负责人张云
鹏表示，比如，完成科技部火炬计划统
计调查工作等均有补贴政策。“店小
二”们细心地将这些政策梳理出来，一
目了然。

“目前，街道已建立起‘周联系、月
走访’‘一企一策’等常态化服务民营企
业机制，当好按需供应的‘店小二’。”西
永街道办事处主任黄洪表示，接下来，
西永街道将继续加强督导，制定严密细
致的服务措施，确保在政策支持、生产
经营等环节为各企业提供更多的便利。

重庆高新区西永街道：

78名“店小二”
助民企节后复工复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