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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 张莎）6月3日，
市委宣传部、市文明办、市教委、团
市委、市妇联、市关工委在长寿区远
恒佳学校联合发布了2019年第一季
度30名“新时代重庆好少年”先进事
迹。

他们是在重庆各地开展的争当新
时代好少年活动中涌现的先进典型。
其中，有热爱书法、诗词，用笔弘扬传
统文化的王伊曼；有热爱科学、爱动手
爱发明的徐俊杰；有拾金不昧，将“巨
额”现金归还失主的刘浩辰；有在同学
受伤行动不便时，背同学上下楼梯的
包家豪；有参与志愿服务，坚持保护环
境的童萧涵；有帮助他人，立志做“雷
锋精神”践行者的潘哲胤；有失去左

腿，不向命运低头的何阳……他们从
不同侧面展现了新时代青少年爱党爱
国、自立自强、朝气蓬勃、奋发向上的
精神风貌。

据了解，为深入贯彻落实党的十九
大报告提出的要求，培育和践行社会主
义核心价值观，帮助未成年人“扣好人
生第一粒扣子”，锻造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事业建设者和接班人，从2018年起，
全市广泛开展了“新时代好少年”学习
宣传活动，每季度推选30名，至今一共
评选出了150名重庆好少年。在中央
文明办已经发布的三批全国新时代好
少年里，我市永川区的刘佳、北碚区的
周丹彤、渝中区的黄郁微3名同学入
选。

2019年第一季度30名“新时代重庆好少年”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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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 黄琪奥）6月4日
晚，“体彩大乐透杯”2019亚洲田径大奖
赛系列赛首战比赛在江津区体育场举行，
包括重庆籍三级跳远选手徐晓龙等多位
亚洲田径好手云集于此，展开激烈角逐。

作为亚洲最高水平的田径赛事之
一，此次在重庆举办的2019亚洲田径
大奖赛系列赛共设男子 100米、400
米、800米、110米栏、4×100米接力、

三级跳远、跳高、标枪、铅球，女子100
米、400米、800米、100米栏、4×100
米接力、跳远、跳高、铅球等 17个项
目。共吸引了来自日本、韩国、马来西
亚、伊朗等18个国家和地区的164名
运动员报名参赛。

江津站的比赛结束后，本次亚洲田
径大奖赛系列赛将于6月7日移师重
庆奥体中心，进行第二站的比赛。

2019亚洲田径大奖赛江津开赛
重庆籍选手徐晓龙获男子三级跳远亚军

本报讯 （首席记者 周尤）6月4
日，市纪委监委对4起违反中央八项规
定精神典型问题进行公开曝光。

1.武隆区石桥苗族土家族乡党委
委员、人大主席黄传绪违规组织公款吃
喝问题。2018年4月12日中午，黄传
绪邀请4名公职人员吃饭、饮酒，公款
报销用餐费用。2019年3月，黄传绪
受到党内警告处分，违纪款项已清退。
相关人员均受到处理。

2.大足区海棠新城开发区党工委
委员、管委会副主任叶连伟违规收受礼
品礼金等问题。2014年 2月至2018
年2月，叶连伟多次接受管理服务对象

吃请并违规收受8500元礼金、4瓶高
档白酒等礼品。在组织调查期间，叶连
伟主动清退违纪款项。叶连伟还存在
其他违纪问题。2019年4月，叶连伟
受到党内严重警告处分。

3.綦江区残疾人联合会原党组书
记、理事长赵榜明违规接受管理服务对
象宴请问题。2016年2月至2018年2
月，赵榜明多次接受管理服务对象宴
请。赵榜明还存在其他违纪问题。
2019年4月，赵榜明受到党内严重警
告处分。

4.北碚区东阳街道办事处安全生
产监督管理办公室主任张云凯在操办
家人婚宴时违规收受礼金等问题。
2018年10月，张云凯在操办家人婚宴
时，违规收受管理服务对象礼金共

4000元，并借用管理服务对象私车。
在组织调查期间，张云凯主动清退违纪
款项。2019年4月，张云凯受到党内
严重警告处分。

市纪委监委有关负责人指出，上述
4起典型案例均发生在党的十九大以
后，反映出在反腐败斗争取得压倒性胜
利的形势下，仍有一些党员干部置党中
央三令五申于不顾，明知故犯，不收敛、
不收手、不知止。这些党员干部均受到
严肃处理，教训极为深刻。

市纪委监委有关负责人指出，作风
建设永远在路上，必须将“严”字长期坚
持下去，坚决反对产生“疲劳综合症”。
各级党员领导干部必须牢固树立“四个
意识”、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带头严格
执行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切实发挥好示

范引领作用，形成“头雁效应”。各级党
组织要切实履行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
任，结合实际研究落实有力措施，持续
开展作风建设专项整治，坚决刹住“四
风”。各级纪检监察机关要切实履行监
督第一职责，严格执纪问责，寸步不让、
久久为功，对在党的十九大后不收敛、不
收手甚至屡教不改的，要依规依纪依法
从严从重惩处；对贯彻落实中央八项规
定精神不力、“四风”问题突出的地方和
单位，严肃追究有关领导干部的责任。

市纪委监委有关负责人强调，端午
节假期将至，违规吃喝、违规收送礼品
礼金、公车私用等“四风”问题易发。各
级纪检监察机关要做好监督检查工作，
对节日期间发现的问题线索，第一时间
核查处置，对顶风违纪行为严查快处，
绝不姑息。欢迎社会各界举报各种违
规违纪行为。举报网址：http：//
chongqing.12388.gov.cn/，举 报 电
话：（023）12388。

市纪委监委公开曝光4起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问题

党风廉政看巴渝

“重庆的发展令人惊叹”
参加“一带一路”陆海联动发展论坛的中外嘉宾为重庆点赞

本报记者 杨铌紫 黄乔 实习生 郑明鸿 李宁

“重庆是一座立体的城市。”“重庆的
区位优势突出。”“重庆的发展令人惊
叹……”6月4日，参加“一带一路”陆海
联动发展论坛的中外嘉宾在我市参观访
问，实地走访了重庆中国三峡博物馆、重
庆果园港、重庆市数字经济发展展示中
心，了解重庆文化旅游和经济发展等情
况，不少嘉宾对重庆的发展点赞。

谈印象
重庆是一座立体且历史

深厚的城市

“很多城市都是平的，但重庆不同，
它是立体的。”阿塞拜疆 Primum
Consulting咨询公司中国首席代表马
黑尔·哈法利告诉重庆日报记者，他曾
在北京生活了13年，这是第一次来重
庆。

在北京生活期间，马黑尔·哈法利
看过不少和重庆有关的历史文物，对重
庆的历史有一定的了解，但真正来到重
庆，他还是感到十分惊讶：“在这里，大
山、河流、森林很好地组合在一起，构成
了立体的重庆，山山水水很美丽。”

同样是第一次来重庆的亚美尼亚
政治经济战略研究中心主席本雅明·波
戈相也为重庆的景色和发展惊叹不
已。“我们去看了重庆的夜景，我感觉很
棒！”本雅明·波戈相说，中国在过去四
十年里发展得非常快，不论是道路等基
础设施建设，还是随处可见的高楼建
筑，都令人震惊。

让嘉宾们惊叹的，还有重庆深厚的
历史文化底蕴。在三峡博物馆壮丽三
峡厅，博物馆讲解员为嘉宾们介绍了重
庆和长江三峡的历史文化，大家纷纷拿
出手机、相机拍照留念。“很壮观，很美
丽！”不少嘉宾在参观时赞叹。

“参观了博物馆，让我对重庆和长
江三峡的历史有了一定的了解，更深刻
地体会到重庆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
本雅明·波戈相说，他对三峡瀑石和碑
刻最感兴趣。

临走，本雅明·波戈相在博物馆纪
念品售卖区购买了民俗特色纪念品。
他笑着说：“手工零钱包是送给女儿的，
钥匙扣是给小儿子的，相信他们一定会
喜欢。”

谈建设
重庆区位优势明显，未来

发展可期

在重庆果园港，工作人员为中外嘉
宾介绍了港口近年来的建设和运营情
况。听完介绍后，坦桑尼亚前总理米增
戈·平达脸上露出了惊讶的表情。他
说，大多的港口都是临海而建，重庆能
够在长江边建立起这么大的港口，并将
内陆和大海连接起来，这很少见，给了
他很大的启发。

米增戈·平达介绍，坦桑尼亚目前
正在加大港口建设力度，促进物流和
商贸的发展，让自身在“一带一路”倡
议中进一步受益。他表示，中国在货
物运输这一块是世界领先的，中非合

作在将来大有前景，“希望能与中国继
续增进合作，为我们提供技术支持。”

在重庆数字经济发展展示中心，工
作人员为嘉宾们介绍了重庆数字经济
发展举措、发展成效和两江数字经济产
业园的相关情况。“重庆的区位优势非
常明显，尤其是陆海联运，我认为优越
的地理位置将是重庆发展的后劲所
在。”湖南省发改委外资处副处长唐兵
华在参观时说，重庆目前的产业基础打
得很牢，软硬件等基础设施建设也很有
成效，未来发展十分可期。

谈发展
未来的合作交流将会更

多更广
“‘一带一路’陆海联动发展论坛在

重庆举行，将‘一带一路’沿线城市聚集
在一起，构建了很好的沟通交流平台，
有利于促进整体的合作发展。”在谈到
论坛带来的影响时，马黑尔·哈法利这
样说道。

米增戈·平达也认为，“一带一路”
陆海联动发展论坛的举行对共建“一带
一路”起到了重要作用。

已经是第四次到重庆的新西兰奥
克兰市议会议员罗伯特·托马斯认为，

“一带一路”倡议其实是一个双赢的合
作方式。

“中国和新西兰的友好关系源远流
长，中国已成为新西兰在经贸交往、旅
游产业方面的第一合作伙伴，新西兰的
很多城市也与中国的城市签订了友好
合作协议。”罗伯特·托马斯说，中国和
新西兰在文化和旅游领域要进一步加
深合作，同时也可以加强双方在环境保
护方面的合作。此外，新西兰是一个肉
制品产量非常大的国家，希望新西兰的
肉类食品可以更多引进到中国。

此外，本雅明·波戈相也提出，“一带
一路”倡议对中国和沿线国家帮助很
大。正如在本次论坛上，亚美尼亚的智
库团和中国的丝路智库团就签订了合作
协议，未来与中国的合作将会更多更广。

本报讯 （记者 黄光红）6月4日，
重庆日报记者从人民银行重庆营业管
理部获悉，今年6月10日起，重庆将全
面取消企业银行账户许可。届时，企业
办理银行账户开户手续，无需经过人民
银行核准，仅需开户银行按规定完成开
户审核即可。由此，企业最多“跑一次
路”，就能成功开立银行账户。

为此，人民银行重庆营业管理部于
近日专门发布了《关于重庆市取消企业
银行账户许可的公告》。公告称，6月
10日起，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依法设
立的企业法人、非法人企业、个体工商
户（以下统称企业）在重庆辖区银行办
理基本存款账户、临时存款账户业务，
由核准制改为备案制。人民银行不再
核发企业银行账户开户许可证，开户许
可证不再作为企业办理其他事务的证
明文件或依据。开户银行按规定完成

开户审核后，无需经过人民银行核准，
就可以为符合条件的企业办理开户手
续。成功开立的企业银行结算账户，自
开立之日就可以办理资金收付业务。

据了解，为防范企业违规开户或随
意开户，人民银行重庆营业管理部将严
格落实人民银行总行提出的“两个不
减、两个加强”要求，在立足加强优化企
业银行账户服务与加强账户管理的基
础上，切实做到企业开户便利度不减与
风险防控力不减。

据人民银行重庆营业管理部有关
人士介绍，截至2019年5月底，重庆市
企业类存款人开立单位银行结算账户
115万户，占全市所有单位银行结算账
户总量的92.12%。其中，2018年，企
业类存款人新开立单位银行结算账户
约20万户，占全市所有新开立单位银
行结算账户总量的93.13%。

6月10日起重庆全面取消企业银行账户许可
企业开立银行账户只需跑一次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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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招标拍卖挂牌出让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规定》，现对以下拟供应宗地按出让年限商业40
年、办公40年、住宅50年、工业50年予以公告，公告时间为2019年6月5日12：00－2019年6月25
日12：00。公告时间内有2家以上（含2家）申报的，将择日采取招标拍卖方式确定受让方；公告时间
内有1家申报的，将挂牌出让。招标拍卖日期另行通知。请有意受让者在公告截止前到重庆市公共
资源交易中心(重庆联合产权交易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土地和资源交易分中心索取出让具体要求
和相关资料并进行报名，联系电话：023-63628117，地址：重庆市渝北区青枫北路6号渝兴广场B9、
B10栋，联系人：王先生。出让人：重庆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地址：重庆市渝北区龙山街道龙山大道
339号。

详情请登录重庆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重庆联合产权交易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网站：www.
cqggzy.com。

重庆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 重庆联合产权交易所集团

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公开出让公告

商业、住宅类

序号 土地位置 用途 土地面积
（㎡）

总计容建
筑面积
（㎡）

最大建筑
密度 绿地率

出让价款
起始价
（万元）

备注

19099

19100

备注：土地面积以实测为准。

渝北区人和组团
B标准分区

B35-2、B35-3、
B37-4、N14-5-
1、N14-1号宗地

巴南区李家沱-
鱼洞组团F1-2/

03号宗地

商业用
地、商务
用地、二
类居住用

地

商业用地

150079

2521

≤
250279.5

≤3472.2

按规划要
求

按规划要
求

按规划
要求

按规划
要求

69106

3005

以上信息可在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网站上（www.cbrc.gov.cn）查询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江津双福电子园支行
下列机构经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重庆监管局批准予以撤销，并收回《中华人民共和国金融许可证》。现予以公告：

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重庆监管局 关于机构撤销并收回金融许可证的公告

机构编码：B0001S350070003
许可证流水号：375738
业务范围：许可该机构经营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

会依照有关法律、行政法规和其他规定批准
的业务，经营范围以批准文件所列的为准

机构地址：重庆市江津区双福街道办事处双福新区
九江大道9号附28号、29号

成立日期：2014-03-27
发证日期：2014-03-28
发证机关：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江津监管分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