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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慧银行”扬帆起航 驶向智慧金融服务新蓝海
10 月 25 日，中国邮政储蓄银

行重庆分行“智慧银行”在我国中
西部地区唯一的国家级战略金融
中心——江北嘴中央商务区(CBD)
开业。据悉，邮储银行重庆分行

“智慧银行”按照总行“特色化、综
合化、轻型化、数字化、集约化”转
型的要求，主动拥抱金融科技，将
通过智能服务设备、智慧数据平
台、智慧互联网终端等科技，为客
户提供全新的交互体验感受，开启
智慧金融服务的新篇章。

邮储银行坚持科技兴行理念，持
续加快数字化战略布局，深化科技赋
能，努力以金融发展成果更好地造福
社会。“智慧银行”网点设置了智能服
务区、自助银行区、政务服务区、智慧
体验区、公众教育区、现金业务区及

非现金服务区7个功能区，覆盖了金
融服务的方方面面。

“智能服务区”由智能咨询引
导台、迎宾屏组成，具有形象宣传、
客户分流引导等功能。迎宾屏上
主要用于展示邮储银行企业文化、
重点产品、网点概况介绍、网点高
峰时段等信息。智能咨询引导台
包含了排队设备和触摸屏，主要实
现客户分流引导的功能。排队叫
号机除传统取号方式外，还可实现
线上预约、线下取号的功能。触摸
屏有 8 个功能板块，主要包含 3D
引导、周边网点、公告公示、二维码
墙等功能。

“自助银行区”配备STM、ITM
和存折CRS等智能设备，通过人脸
识别等技术实现了开卡、转账、大额

存取款、理财基金购买等200多项业
务的自助办理，办理流程简单快捷，
大幅缩减了业务办理时间和客户等
候时间。存折CRS除了具备传统
CRS的功能外，还支持存折存取款、
无卡二维码取款、无卡刷脸取款等业
务功能，当客户未带银行卡的情况下
依旧可以办理存取款业务，进一步提
升了客户服务体验。

“政务服务区”设置触摸屏和
征信查询打印机，触摸屏接入了重
庆市政务服务一体化平台——渝
快办，客户可通过该平台体验办企
业、税务登记、社保查询等一站式
服务；客户也可以通过该触摸屏进
入邮储银行官网进行产品信息查
询等。个人征信查询打印机可以
提供自助查询打印征信。

“智慧体验区”配备客户体验
PAD、3D智慧屏、服务监督屏、排
队叫号屏、橱窗双面屏、移动智慧
屏等设备。客户在等候办理业务
的同时，可通过身边客户体验PAD
浏览了解邮储银行的热销产品，
PAD上展示的内容包括个人金融、
公司金融、个人贷款、信用卡、邮储
食堂、特惠活动、乡村振兴、互动游
戏 8大板块，PAD支持与 3D智能
触投屏互动等操作。其中，“邮储
食堂”中展示的各类产品，可以直
接扫码购买；在个人金融版块，主
要展示近期热销的个人存款、理
财、基金、保险等产品，如果客户想
了解一款理财产品，点开之后会有
详细的产品信息介绍，客户可以通
过扫描二维码实现意向登记，也可

以扫码下载手机银行自助购买。
当客户有疑问或是需要帮助时，客
户可以点击呼叫大堂经理按钮，工
作人员手上的智能手表会就收到
信息，及时来到客户身边，为客户
提供咨询服务。

“公众教育区”摆放公众教育
宣传资料，播放宣传视频等。

“现金服务区”设置有2个现金
柜台，主要为客户提供大额业务和
非现金特殊业务办理。

“非现金业务区”每个台席都设
置了智能旋转屏，工作人员在为客户
办理业务时，客户可以浏览各类业务
产品。同时，在理财服务区墙面上还
布放了两台智慧屏，能实现投屏、控
屏交互功能，闲时展示存贷款利率、
外汇牌价等财经信息。为客户介绍

产品时，可以使用智能勾画功能，实
现展播信息的重点勾画、风险告知、
产品差异对比等提示，加深客户的感
性认识和服务体验。

“邮储银行重庆分行‘智慧银
行’让金融服务更加现代化、科技
化，真正践行了‘以客户为中心’的
经营理念。”邮储银行重庆分行相
关负责人表示，未来，该行将积极
探索数字机器人、积分兑换等更多
应用场景，让金融服务更贴心、更
有温度。

徐一琪

邮储银行重庆分行

□本报记者 陈维灯

11月21日，故宫博物院原院长、故宫博物院故宫学院
院长单霁翔在大足举行“让陈列在广阔大地上的遗产‘活’
起来”主题讲座，并将在大足石刻进行《万里走单骑——遗
产里的中国》第二季的拍摄活动。

讲座之后，单霁翔接受了重庆日报记者的采访。他表
示，作为世界遗产，大足石刻是有生命的，它不但拥有灿烂
的过去，还应该有尊严的现在，更应该有健康的未来。

大足石刻是世界文化遗产，是中国石窟寺艺术的一个
顶峰之作，极具艺术价值、历史价值和科学价值。通过电影
的手法将大足石刻的艺术、价值呈现出来，非常重要。

针对大足石刻的传承、保护、研究和利用，单霁翔说，大
足石刻在保护上，要积极用科学的手段去修复，防止石质文
物的风化。加大对大足石刻的宣传力度，让它走进社会和
人们的生活，走进城市的文化事业。

今年9月17日，在“天下大足”主题发布会上，单霁翔
受聘为大足文旅发展总顾问，利用自身影响和资源，推介大
足文旅，助力大足文旅高质量发展。

大足石刻雕凿始于初唐，兴于晚唐，盛于两宋，续及明
清，前后绵延1200余年。五万余尊造像的题材涉及儒、释、
道三家，以佛教为主，铭文10余万字。大足石刻是中国石
窟艺术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世界石窟艺术中公元9世纪
末至13世纪中叶最为辉煌壮丽的篇章，代表了中国晚期石
窟艺术的最高成就，被誉为中国古代石窟艺术史上的最后
一座丰碑。

1999年12月，世界遗产委员会第23届全委会一致同
意将大足石刻列入《世界遗产名录》。

长期以来，单霁翔十分关心大足石刻的保护与传承，与
大足石刻结下了不解之缘。特别是2008年汶川地震过后，
他主导了大足石刻千手观音的修复工作，把它作为国家文
物局石质文物修复的一号工程，让千年石刻焕发新生。

单霁翔表示，世界遗产并非遥不可及，它就在我们的生
活中。近年来，广播电视行业一系列深耕中华优秀传统文
化资源的文化节目，就绽放出绚丽多彩的文化魅力，在为观
众带来视听享受的同时，也潜移默化地提高了观众的文化
素养，提升了文化自信，如《国家宝藏》《传承者》《遇见天坛》
《最美中轴线》《万里走单骑》等，大足石刻的保护与传承、弘
扬与发展，还需要注入更多现代科技和媒体融合的鲜活力
量，助力大足石刻真正“活起来”“走出去”，走进千家万户，
浸润更多心灵。

故宫博物院原院长单霁翔：

大 足 石 刻 保 护 与 传 承 需 要
更多现代科技和媒体融合的力量

本报讯 （首席记者 龙丹梅）11月21日，中国新诗
创研中心在重庆北碚正式揭牌成立。该中心由中国作家协
会诗歌委员会指导成立，具有诗歌文化普及、体验、学术研
究等功能，将先期规划建设吕进诗学工作室、傅天琳诗屋以
及中国新诗创研资料陈列室三大板块，并常态化开展诗学
讲座、诗歌研讨、诗学沙龙、新诗作品发布、新诗文献典藏等
常态化诗学活动。

据了解，重庆是中国新诗重镇，全国第一家专门研究
新诗的机构——中国新诗研究所就诞生在重庆北碚的西
南大学。在背倚缙云山、面朝嘉陵江的北碚，更是留下了
唐代诗人李商隐的《夜雨寄北》等诸多名篇。抗战时期，
梁漱溟、老舍、郭沫若、梁实秋等文化名人曾在北碚生活，
并留下了众多佳作。臧克家、胡风、艾青、吴宓、方敬、邹
绛、梁上泉、傅天琳等著名诗人，也在北碚创作了大量的
优秀诗篇。

中国新诗创研中心选址北温泉公园内的兰草园，作为
一所专业的新诗研究机构，面向大众开放。著名诗歌评论
家、西南大学教授、重庆市文联荣誉主席吕进介绍，中国新
诗创研中心是中国作家协会下属的唯一一个诗歌创研中
心，除了创作优秀的新诗作品外，还将对全国乃至全世界的
新诗展开系统的理论研究，并开展一系列面向全国的诗歌
活动。

作为中心的重要组成部分，吕进诗学工作室将开展
诗歌讲座、作品分享会、新书发布会等活动，以诗会友，挖
掘、培养更多文学新人。在该工作室一侧，便是傅天琳诗
屋。傅天琳是鲁迅文学奖获得者，上世纪六十年代在缙
云山农场工作期间开始尝试写诗，1981年推出处女诗集
《绿色的音符》，以“果园诗人”形象步入诗坛。在这里，文
学爱好者们可以深入了解傅天琳的创作生平、经典诗作、
诗歌成就。在中国新诗创研资料陈列室，市民可以了解
新诗发展史，翻阅经典诗作、新诗研究报告等文献资料。
据悉，未来北碚将持续推进新诗珍贵、经典资料的搜集整
理工作，打造中国新诗博物馆。

中国新诗创研中心在渝挂牌
到这里可追寻“诗与远方”

本报讯 （记者 杨铌紫）11月21日，
重庆日报记者从市人力社保局获悉，按照
2021重庆英才大会的统一部署，市人力社保
局牵头开展了2021重庆英才大会事业单位
考核招聘高层次人才活动。此次招聘共有
37个区县、74个市属事业单位提供招聘岗位
2918个，比2020年增长54％，其中市属事业
单位1408个岗位（主要招聘博士和高级职称
人才），区县事业单位1510个岗位（主要招聘
硕士以上和高级职称人才）。

市人力社保局相关负责人介绍，本次考
核招聘主要有三个特点：一是注重统筹组织，
突出了高层次定位，招聘对象主要为博士、硕
士、高级职称人才和高技能人才；扩大了用人
单位选才自主权，支持区县和市属事业单位

在公平规范的前提下，区分教育、卫生和其他
板块灵活设置引才条件；加强了报名统筹，本
次招聘报名及资格审查全部通过市人力社保
局官网线上开展，实行一人报一岗；增强了招
聘透明度，报名情况及无需笔试、直接进入面
试人员名单在市人力社保局官网统一公布，
统一笔试时间和内容（受突发新冠疫情影响，
原定11月13日的笔试推迟举行）。

二是坚持分类招聘。对博士和高级职称
岗位不设开考比例；对竞争比小于8:1的岗

位，不进行笔试，直接面试考核；对竞争比达
到8：1的岗位，先进行笔试，按笔试成绩高低
5：1确定面试人选。笔试分教育类、卫生类、
综合类等三类命题，注重测试考生的政策理
论、综合分析能力和实际工作能力。对紧缺
岗位降低开考比例，对达不到2：1开考比例
的，均按紧缺岗位予以备案，由用人单位择优
自主聘用。

三是优化面试方式。积极应对新冠疫情
影响，对因疫情防控无法开展现场面试的用人

单位，支持其在确保公平公正的前提下，积极
探索线上面试，使用专门线上面试软件，采取
人脸识别身份查验、签订诚信承诺书、全方位
监测面试环境、面试全程摄像、同一时间面试
等系统措施，加强风险防控，确保公正规范。

目前，荣昌、北碚等区县以及部分高校、
市属医院稳妥有序开展了线上面试。截至
11月20日，不需笔试、直接进入面试的岗位
中，部分用人单位已完成面试考核，共引进高
层次人才396名，其中博士研究生143名、高
级职称97名、硕士研究生156名；重庆医科
大学附属儿童医院引才效果显著，引进高层
次人才68名（博士54名）。按照招聘工作安
排，后续还有近2300个岗位将陆续开展笔
试、面试工作。

重庆英才大会事业单位考核招贤
截至20日已引进高层次人才396名

□本报记者 杨铌紫

这两天的重庆，鸾翔凤集、妙思荟萃。
11月21日，2021重庆英才大会在悦来国际
会议中心圆满落幕。

作为重庆最高规格的招才引智盛会，今
年的英才大会首次由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
与重庆市委、市政府共同主办，首次在俄罗斯
和英国开设海外分会场，举行了“会、展、论、
谈”等系列活动，来自海内外的专家学者、各
界英才相聚线上线下，畅谈科技创新，畅想美
好未来，为重庆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注入
更多科技力量、人才力量。

以大会搭平台，以平台聚资源。今年的
大会，海内外各类人才通过线上线下方式深
入对接，共引进紧缺急需人才3319名、项目
407个，分别比上届增长82%、52%，为历届
最高值。

发布了一批高端研究成果。推出了《中
国长江经济带绿色发展人才报告（2021）》《中
国人力资源发展（蓝皮书）》、高层次人才分布
图谱、高技能人才培养热力地图等重要成果。

打造了一批人才发展平台。市政府与人
社部共建的“中国重庆数字经济人才市场”隆
重揭牌，中国长江经济带绿色发展人才战略研
究中心和绿色发展人才联盟正式成立，科锐国
际西南区域总部等人才发展平台成功落户。

这些丰硕成果逐步落地，必将为重庆加
快建设具有全国影响力的科技创新中心注入
强劲动力。

办出高规格 彰显“国际范”

重庆高度重视人才工作，积极营造“近悦
远来”的良好人才生态。为进一步加快推进
全市人才事业发展，让更多人才了解重庆、投
身重庆、扎根重庆，从2019年起，市委、市政
府每年主办重庆英才大会。这是我市最高规
格的招才引智盛会，是集人才交流、项目合
作、人才对接于一体的高端化、国际化、市场
化、实效化交流合作平台。

今年的英才大会，有三个“首次”：
首次升格为部市共办，人力资源和社会

保障部作为主办方与市委、市政府共同举办
大会，这是国家人社部首次与地方共同举办
综合性人才大会。

首次在俄罗斯和英国开设海外分会场，
邀请当地政府官员、专家学者、企业家、高层
次人才等围绕推动重庆开放合作进行研讨，
进一步提升了大会的国际化和影响力。

“重庆市积极推动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
建设，以建成高质量发展高品质生活新范例
为统领，加快将重庆建设成为国际化绿色化
智能化人文化现代城市，通过创新的举措，精
细的服务，引入、留用人才，全力构建‘近悦远
来’的人才生态，使重庆成为国内外优秀人才
向往之地，这次在英国举办的活动就是重庆
开放包容合作的生动例子。”在2021重庆英
才大会英国分会场，中国驻英国大使馆科技
处公使衔参赞蒋苏南在致辞中，对重庆的高
速发展和创新创业环境大加赞赏。

第三个首次，就是向中国科学院院士薛其
坤、黄维，中国工程院院士何继善、雷清泉、陈
鲸五位院士代表颁发了“重庆英才荣誉卡”。

“希望通过发放‘重庆英才荣誉卡’，进一
步扩大重庆英才‘渝快办’服务影响力，积极
营造‘近悦远来’人才生态，让‘重庆英才’的
金字招牌愈发闪亮。”市人力社保局相关负责
人表示。

形成“强磁场”实现“群英荟”

重庆作为西部唯一直辖市，正以“重庆英
才计划”为统领，不断增强人才集聚“磁场效
应”。

在本次大会的开幕式上，重庆向2021重
庆英才计划入选者代表颁发证书。

重庆英才计划入选者可获得10万-50
万元的人才奖励金（作为市政府奖励，依法免
征个人所得税），从事科研的给予20万-200
万元不等的研究支持经费，可申请立项为省
部级“包干制”科技（社科）项目，发放重庆英
才服务卡，提供子女入学、医疗保健、交通旅
游、金融支持等便利服务。今年，共418人、
93个团队入选重庆英才计划。

2019重庆英才大会引进人才代表郑怡

表示，她之所以扎根重庆，是因为这里有良好
的人才发展环境，比如英才大会的主题——

“近悦远来”，就充分展示了重庆包容开放的
态度和对人才的热切欢迎，“我要告诉更多的
人，到重庆来一起干事创业，因为这是一个值
得托付的地方。”

今年的英才大会，人才纷至沓来，群英荟
萃，还为人才们搭平台、谋思路。

在中国长江经济带绿色发展英才论坛
上，发布了《中国长江经济带绿色发展人才报
告（2021）》，在全国率先提出了“长江人才
带”概念，首创“长江经济带绿色发展人才指
数”，首次提出建设“长江人才走廊”构想，为
长江经济带各省市下一步开展务实合作、实
现共赢指明了方向和路径。

在新时代西部大开发人才发展峰会上，中
国人事科学研究院发布了“2021年中国人力资
源发展系列蓝皮书”，总结了一年来中国人力
资源发展的基本状况和特点，梳理了当前人力
资源发展面临的主要挑战和任务，分析了今后
一段时间人力资源发展的总体走向和态势。

在高技能人才发展论坛·2021新职业主
题活动上，发布了《“巴渝工匠”行动计划实施
方案》：到2025年末，重庆计划引进海外高技
能专家100名，引进市外高技能领军人才
100名，紧缺急需高技能人才1000名。

本届英才大会，“中国重庆数字经济人才
市场”也正式揭牌。在未来，它将按照“立足
重庆、辐射西部、面向全国”的总体思路，坚持
政府引导与市场主导相结合、公共服务与经
营性服务相结合、人力资源服务与数字经济
产业相协调的原则，建设专业性创新型国家
级人才市场。

提升美誉度 扩大影响力

今日的重庆，正逐渐形成识才、爱才、敬
才、用才的风尚，正以一个接纳、包容、开放的
姿态主动迎接八方人才，八方人才也对重庆
赞誉有加。

在“健康中国重庆行”院长高峰论坛上，
共和国勋章获得者、中国工程院院士钟南山
通过视频方式发表致辞。他提到，近年来，重

庆牢固树立人才引领发展的战略地位，实行
更加积极、更加有效的人才政策，营造出“近
悦远来”人才发展环境。

“这是一个建功立业、大有可为的黄金时
代。重庆山清水秀，是令人向往的美丽之
地。我相信，这次英才大会不仅为重庆、也将
为全国乃至全世界的人才交流、智慧碰撞带
来巨大的促进。”这是中国科学院副院长、中
国科学院院士高鸿钧在嘉宾主题演讲上，对
英才大会作出的评价。

“我看到了重庆市委、市政府在人才工作
上所作的大力度的推进，我也期待着将来和
重庆进行有效合作。”西安交通大学校长、党
委副书记王树国这样说道。

2021重庆英才大会引进人才代表李晨
说，重庆的人才政策给他留下了深刻印象，包
括市级层面以及重庆大学的配套资金支持、
重庆市自然科学基金项目支持、子女入学服
务支持等政策，让他对来重庆发展充满了期
待。现在，李晨已经来到了重庆，而重庆爱
才、惜才的浓厚氛围，让他爱上了这座城市。

本届英才大会期间，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
部正式批复同意重庆建设“智能+技能”数字技
能人才培养试验区。对此，加拿大圭尔夫大学
教授、高级机器人与智能系统实验室主任杨先
一表示，重庆的数字化非常棒，许多领域都已
实现了数字化，下一步就是智能化应用和产业
化。杨先一对试验区十分期待，希望有机会把
自己的研究成果也放到重庆来。

“重庆是一座发展迅速、现代化和科技感
十足又热情美丽的城市，兼具项目落地和人
才发展所必需的硬环境和软环境，为各类英
才提供了广阔的发展舞台和优良的发展环
境。”2021重庆英才大会引进项目代表姜敖
表示，未来，她将继续发挥重庆引才大使的职
责，为重庆持续引进好项目好人才，继续为家
乡重庆作出应有贡献。

创新正当其时，圆梦适逢其势。开放的
重庆正日益成为人才创新创业的热土，重庆
热忱欢迎海内外优秀人才来到重庆这方热土
发挥自己的聪明才智，让更多千里马竞相奔
腾在巴渝大地上。

让重庆成为天下英才干事创业的热土
——2021重庆英才大会成果盘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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