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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彭瑜

2019年，重庆市萱恒电子科技有限
公司（下称萱恒电子）实现产值近3000
万元，并且在2018年已成长为规模以上
企业。然而，2009年，萱恒电子创办之
初连申办微型企业的资格都不够。

“梁平有企业成长做大的营商环
境。”4月13日，梁平区相关负责人告诉
记者，截至去年底，全区像萱恒电子一样
从微型企业发展壮大为中小企业和规上
企业累计有170余家。

一次破格，作坊做成了规上企业

萱恒电子创办人万仁祥是梁平区回
龙镇人，毕业于湖南工业大学材料成型
及控制工程专业。2009年，万仁祥回到
老家投资15万元，创办了萱恒电子前
生，梁平县利祥电子元件厂。

“当时申请微企不够条件。”万仁祥
回忆：“厂子规模太小，只有3名员工，不
符合微型企业用工5人以上的要求。”

当时的工商所负责人将万仁祥的情
况向原梁平县工商局作了汇报。时隔不
久，工商局负责人深入企业调研，认为利
祥电子是科技产业，有销售渠道，规模虽
小但前景广阔，破格办理了微企手续。

这之后，利祥电子得到了3.4万元
微企扶持资金补贴；回龙镇政府也帮忙
协调厂房用地，补贴 1000 元租金。
2011年，利祥电子获评梁平县“优势微
型企业”，得到2万元资金支持，2015
年，又领取微型企业后续帮扶机器设备
补助1.5万元。

“真是雪中送炭!”万仁祥坦言，破格
获批微型企业得到的资金支持，让他渡
过了最困难的时刻。“政府实打实的帮助
让我干劲十足。”

万仁祥回忆，当初为选厂址，回龙镇
领导跑了整整一个星期，一家一家去谈，
最终与10多户村民协商落实了厂房。

他告诉记者，10年来，每逢有困难，镇领
导都要前来帮忙解决，区领导也多次到
企业排忧解难。正因为得到政府大力支
持，萱恒电子迅速发展壮大，企业工人从
10年前的3人增加到现在的100多人，
年产值从50万元增加到近3000万元。

一个电话，催生出企业党支部

贺秀芳与丈夫谭天胜是2010年回
家，投资13万元创办梁平县天胜电子元
件加工厂（后升级为重庆天胜电子有限公
司，下称天胜电子），专门生产变压器。贺
秀芳说，从一个小作坊干到年产值上
3000万元，离不开梁平好的营商环境。

2011年 5月，天胜电子正在生产
3000个网络变压器。突然，厂里停了
电。这些产品当天得交到客户手中，如
果违约得按照每个产品延迟1小时50
元的标准缴纳违约金。

“40个工人都耍起了。”贺秀芳实在
没办法，就给当时的工商局领导打了个
求助电话。1个小时后，供电所职工抬
着发电机出现在工厂门口。“那一刻，我
真的眼睛湿润了。”

2011年，天胜电子获评梁平县“优
势微型企业”，得到 2万元资金支持，
2015年，又领取微型企业后续帮扶机器
设备补助10万元。后来，厂里来了一名
党员蒋俭英。贺秀芳说，这个人不怕苦、
吃得亏、能带头。这让她看到了党员的
先锋模范作用。

就这样，贺秀芳与丈夫在蒋俭英介
绍下，先后加入了党组织。再后来，贺秀
芳有了在企业成立党支部的想法。
2015年，当时的梁平县工商局闻讯后，

专门派遣党建指导员到厂里指导成立党
支部，贺秀芳任党支部书记。

“有了党组织工作更有力！”
前不久，天胜电子拿到客户一个新

型号产品订单。很多工人不愿意加工新
产品，因为这有个摸索、熟练的过程，肯
定影响计件收入。党员洪银春带头加工
新产品，很快完成了订单。贺秀芳说，

“我们的党员全都是厂里的骨干。”
去年，天胜电子实现年产值2000多

万元，提供就业岗位达300多人，天胜电子
党支部还获评重庆市非公党建示范支部。

“8年了，至今难忘那个打出去的求
助电话。”贺秀芳说，“工商局就是我们的
娘家人。”

一场培训，孕育一家出口企业

去年，蒋礼燕的重庆市汇森玩具有
限公司（下称汇森玩具）外汇收入500多
万美元，营业收入4000多万元。把玩具
卖到国外的蒋礼燕，过去只是深圳的一
名“打工妹”。

蒋礼燕是梁平区蟠龙镇人，17岁那
年到深圳打工，进了一家布绒玩具厂。
20多年打拼，她从普通员工成长为工厂
经理,管理几百人的玩具厂，月收入近
8000元。

“既有扶持政策，还能带动就业。”
2010年春节,蒋礼燕与丈夫、孩子回乡
探亲，了解到老家为鼓励农民工返乡创
业,在贷款、用地、税收等方面提供相当
多的优惠扶持政策。“于是就萌发了回家
乡创业的念头。”

当年3月,蒋礼燕回到梁平,参加了
微型企业创业培训,再加上打工时学到

的玩具加工专业技能、生产管理经验、合
作客户资源，她便创办起了梁平县骏松
玩具厂（汇森玩具前生）。

创业之初，蒋礼燕手头只有6万元
积蓄,根本不够前期投入。她找到当时
工商局,汇报了创办微型企业的想法。

很快,蒋礼燕的申请得到批准,并获
得4万元的帮扶资金。2011年，骏松玩
具获评梁平县“优势微型企业”，又得到
2万元资金支持，2015年，又领取微型企
业后续帮扶机器设备补助10万元。

有了钱，还差人。蒋礼燕自己顶风
冒雨,满城发传单、答疑问。梁平区妇联
得知她的困难，也帮忙深入到各乡镇、村
社，层层发动，招聘工人。很快，第一批
18名农村青年工人陆续到位。

“没有政府的扶持,企业成长也没有
这么快。”这些年，梁平的各级领导多次到
企业调研、指导,帮助解决融资、土地等难
题。蒋礼燕表示，“我要努力把企业做大,
解决更多人就业,回报政府、回报社会。”

现在，汇森玩具厂房从100多平方
米拓宽至10000多平方米,玩具产品远
销欧洲及韩国、美国、加拿大等地,年销
售额上千万元，为解决留守老人和儿童
在家无人照顾的问题，她还在7个乡镇
建立起了小型加工坊，解决两百余人就
业问题。

“这3家企业只是梁平微型企业成
长壮大的一个缩影。”梁平区市场监管局
副局长扈模英介绍，截至目前，梁平区累
计发展微型企业5902户，天胜电子、骏
松玩具等优秀微型企业业主先后获得重
庆市“十佳创业先锋”、“十佳巾帼微企创
业先锋”等称号。

梁平优化营商环境助微企发展
截至去年底有170余家微企成长为中小企业和规上企业

本报讯 （记者 廖雪梅）重庆日
报记者4月14日从市财政局了解到，
为积极应对新冠肺炎疫情对贫困劳动
力外出就业的影响，市发展改革委、市
财政局、市扶贫办日前印发通知，要求
万州、云阳等14个国家扶贫开发工作
重点区县，在年度使用统筹整合的市
级以上财政涉农资金方案中，推广以
工代赈的项目。以工代赈项目的资金
总量，原则上每个区县不低于5000万
元。

市财政局人士介绍，以工代赈是
我国参与式扶贫和乡村振兴的一项重
要政策举措，特别是疫情发生以来，以
工代赈已成为解决贫困群众外出务工
难、在家门口参与工程建设、增加短期
就业岗位的一个重要途径。

此次我市在统筹整合使用财政涉
农资金中推广以工代赈有两大重要意
义：一是减轻疫情影响。组织贫困群
众特别是受疫情影响无法外出就业的
贫困群众参与以工代赈工程建设，提

高工资性收入，可减轻疫情对增收的
影响。二是扶持重点群体。组织群众
参与以工代赈和发放劳务报酬瞄准建
档立卡贫困人口、需继续巩固的已脱
贫人口及农村低收入群体。为此，通
知规定，用于发放劳务报酬的资金量
不得低于该项目市级以上财政性资金
投入的15%。

三部门要求，相关区县应从脱贫
攻坚项目库中筛选确定一批以工代赈
项目，或部分建设内容适合采取以工

代赈方式的项目，形成以工代赈项目
清单。在具体实施过程中，编制年度
统筹整合资金的使用方案时，将采取
以工代赈方式的项目优先纳入，对于
施工技术不复杂的以工代赈项目，可
不实行招投标。此外，三部门将审查
贫困区县推广以工代赈项目的情况，
对推广以工代赈方式成效比较突出的
区县，在测算安排财政专项扶贫资金
和市级以上财政以工代赈资金时予以
倾斜支持。

重庆推广以工代赈助贫困群众就业
万州云阳等14个区县每个区县项目总额不低于5000万元

本报讯 （记者 李珩）4 月
15—21日是第26个全国肿瘤防治
宣传周。哪些人是癌症高危人群？
如何筛查？4月14日，市癌症中心、
市肿瘤防治办公室和重庆大学附属
肿瘤医院发布了《重庆市居民常见恶
性肿瘤筛查和预防指南（2020版）》
（以下简称《指南》），针对肺、肝、胃、
大肠、食管、乳腺、宫颈、子宫、卵巢、
前列腺、甲状腺以及淋巴系统12种
常见恶性肿瘤，明确了高危人群范
围，并给出筛查建议和预防措施。

重庆大学附属肿瘤医院党委书记
吴永忠表示，目前医学界已经达成共
识，癌症还是一种慢性疾病，可防可
控。世界卫生组织就曾提出：三分之
一的癌症可以预防；三分之一的癌症
可以通过早期发现得到根治；三分之
一的癌症可以运用现有的医疗措施延
长生命、减轻痛苦、改善生活质量。

“即便一些癌症无法避免，但通
过早发现早诊断早治疗，及时发现癌
前病变及早癌，也是可以治愈的。”吴
永忠说，例如早期乳腺癌，5年生存
率可以高达95%以上；早期甲状腺

癌，5年生存率几乎可达100%；即便
是恶性程度较高的肺癌、直肠癌等，
早期发现经过科学规范的治疗，5年
生存率也在90%以上。

国家卫生健康委疾控局发布《癌
症防治核心信息及知识要点》指出，
改变不健康生活方式可以预防癌症
的发生，规范的防癌体检能够早期发
现癌症，早诊早治是提高癌症生存率
的关键。

据重庆大学附属肿瘤医院副院
长周宏介绍，《指南》结合了重庆地区
肿瘤发病的情况，由19位重庆市肿
瘤防治科学传播专家团成员共同讨
论确定。《指南》从高危人群、筛查建
议、预防措施等方面全方位介绍肺
癌、结直肠癌、乳腺癌等12个癌种相
关科普知识。

重庆居民12种常见恶性肿瘤
筛查和预防指南发布

□本报记者 颜安
通讯员 孙鹏 徐治国

“龚队长，我写了三封感谢信，感
谢你们扶贫干部、公安民警的帮忙和
关心！”4月13日，在奉节县平安乡
文昌村，从办事民警手中接过新身份
证的“贵州妹”陈德芬，连连向驻乡扶
贫干部龚平和民警致谢。

陈德芬是贵阳市户籍人口，远嫁
平安乡文昌村已经5年，是村里的建
卡贫困户。她为人随和、性格开朗，
乡亲们亲切地叫她“贵州妹”。

她之所以写感谢信，是因为最近
家里发生的三件喜事。

第一件事，跨省办理了身份证。
“贵州妹”身份证在2018年就已

经过期，由于户口没有迁到重庆，跨省
市重新办理比较麻烦，她常为此烦恼。

今年3月初，了解到“贵州妹”身
份证办理的烦恼，市政府驻四川办事
处信息调研处处长、平安乡脱贫攻坚
指挥部办公室副主任龚平，立即联系
了该县竹园镇派出所驻平安乡的两
位警官。

因交通不便，第二天两位警官亲
自驾车护送“贵州妹”前往竹园派出
所办理身份证，拍照、采集信息，短短

几分钟的时间就解决了“贵州妹”的
难题。

第二件事，孩子说话迟的病症得
到了诊疗。

“贵州妹”有两个孩子，大女儿吴
萱已经3岁了还不会说话，一家人心
急如焚。

龚平得知这个情况后，立即联系
奉节县卫健委和平安乡卫生院负责
人，希望他们帮助吴萱检查治疗。4
月8日下午，平安乡卫生院院长郑青
松带着医务人员专程到家对小吴萱
进行了初步查看，并将查看情况向奉
节县人民医院领导进行了汇报，将派
专人护送“贵州妹”母女俩去奉节县
人民医院检查。

第三件事，搬进了新房。
除了这两件事情外，“贵州妹”的

住房问题也解决了。她说，自己刚嫁
过来时，老公家的房子不但是土坯
房，房顶还有个破洞，睡到半夜，一条
大蛇从房顶掉落在床上，吓了她一大
跳。前不久，在政策的扶持下，全家
搬进了安置点小区，大廊柱、白墙房，
让一家人好不欢喜。

解急难、搬新居，“贵州妹”陈德
芬便写了三封感谢信，表示“将通过
辛勤劳动创造美好明天”。

“贵州妹”的三封感谢信

4 月 14 日，大足区拾万镇
长虹村，工作人员正在进行机
耕作业。

该区已建成高标准农田
49.6 万亩，今年预计完成粮食
播种面积92.8万亩，粮食总产
量41.6万吨，其中水稻面积45
万亩，玉米14.5万亩。已播种
油菜 22 万亩。该区目前拥有
农机总动力66.50万千瓦，农机
化率达 57.8％，现代农业发展
态势良好。

特约摄影 瞿波

大足：

农机化率
达57.8％

扫一扫 就看到

重庆市居民
常见恶性肿瘤筛
查 和 预 防 指 南
（2020版）

本报讯 （记者 汤艳娟）2020年
被业界称为区块链产业爆发的元
年。4月14日，全国首个省级区块
链应用创新产业联盟——重庆市区
块链应用创新产业联盟成立。当日，
重庆区块链公共服务平台“渝快链”
也正式投入使用。

重庆市区块链应用创新产业联
盟旨在聚合区块链产业势能，整合区
块链产业公共资源，促进区块链产业
要素流通，服务区域经济发展。据
悉，该联盟吸引浪潮、紫光、华为度等
百余家区块链企业入盟，囊括了重庆
区块链相关企业、事业单位和社会团
体等。根据成员大会决议，该联盟聘
任中国工程院院士陈晓红等业界专
家为顾问，浪潮集团被推荐选任为联
盟理事长单位。

“坚决抵制利用区块链进行非法
集资、网络传销、恶意炒作等违法违规

活动。”活动现场，联盟成员代表向社
会庄重宣示承诺：“我们将以加快区块
链核心技术突破和场景落地为己任，
推动区块链和实体经济深度融合，实
现区块链技术和产业创新发展。”

重庆区块链公共服务平台“渝快
链”正式发布：为构建“平台+生态”
产业链提供区块链封装技术。据介
绍，“渝快链”依托浪潮区块链平台
IBS建设，提供区块链引擎服务和区
块链开发服务，借助全国区块链应用
创新大赛、免费开放区块链平台服务
等方式，汇聚区块链行业企业，推动
产业集聚和高质量发展。

重庆市区块链应用创新产业联
盟理事长单位浪潮集团高级副总裁、
浪潮云董事长兼CEO肖雪介绍，“渝
快链”将通过搭建可信的“云+链”架
构，实现互联互通、创新融合，真正推
动区块链产业创新。

全国首个省级区块链
应用创新产业联盟在重庆成立

重庆市南川区采矿权公开出让公告
南矿采出字〔2020〕001号

根据自然资源部《矿业权交易规则》、《重庆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印发关于深化公共资源交易监督管理改革的意见（试行）的通知》（渝府办发〔2019〕114号），现对以下采矿权予以
公告，公告时间为2020年4月15日9:00-2020年5月13日17:00。公告期内有2家以上（含2家）申报的采取拍卖方式确定受让方，拍卖时间为2020年5月14日15:00（如有变
动另行通知）；公告时间内只有1家单位申报的将采取挂牌出让，由重庆市南川区公共资源综合交易中心通知竞买人在一个工作日内提交报价单报价。本次公开出让的采矿权采用
现场交易，出让详细资料和具体要求，竞买申请人可在公告期内登录重庆市南川区公共资源交易网（http://113.207.111.135/html/9/Index.shtml）查阅、下载。

备注：
一、序号NCK20001、NCK20002采矿权

出让人：重庆市南川区规划和自然资源局，地
址：南川区南大街89号，联系人：王老师，联系
电话：023-71678274。

二、报名
本次采矿权出让采取现场报名，报名时间

为：2020年4月14日9:00-2020年5月13日
17:00，报名地址为：重庆市南川区公共资源
综合交易中心（重庆市南川区商务中心右副楼
2 楼），联系人：汪老师，联系电话：023-
71413398。

报名资料如下：
（1）竞买人签署意见的《采矿权竞买须

知》、《采矿权竞买申请书》（原件各1份）；

（2）单位工商营业执照副本（复印件 1
份）；

（3）法定代表人的有效身份证明文件（复
印件1份）；

（4）申请人委托他人办理的，应提交委托
代理人的授权委托书和委托人身份证（原件1
份）；

（5）保证金缴纳凭证（复印件1份）；
（6））招牌挂文件规定提交的其他资料。
三、竞买人资格审查
报名截止后，重庆市南川区公共资源综合

交易中心会同重庆市南川区规划和自然资源
局对竞买人的竞买资格进行联合审查，审查时
间为：2020年5月14日9:00时至12:00；资
格审查结束后由重庆市南川区公共资源综合

交易中心通知竞买人领取《矿业权竞买资格审
查情况通知书》。

四、交纳竞买保证金
竞买申请人应在公告期内交纳竞买保证

金，保证金账户和账号见公告下方，交款人需
与竞买申请人一致，保证金账户只接受银行转
账或电汇方式，不接受现金或现金汇款，不接
受代交款和个人名义交款。竞买保证金到账
截止时间为：2020年5月13日17:00。

为避免因竞买保证金到账时间延误，影响
您顺利获取竞买资格，建议您在保证金到账截
止时间的1至2天之前交纳竞买保证金。

如成功竞得，已缴纳的保证金抵作采矿权
出让收益，由重庆市南川区公共资源综合交易
中心支付至财政非税收入专户；如未竞得，在

成交日之后1个工作日内予以退还，不计利
息。

五、采矿权竞买人资格要求：
（一）竞买人须为营利法人；
（二）竞买申请人属于以下情形之一的不

得参与竞买：
1.在自然资源部矿业权人勘查开采信息公

示系统的“矿业权人异常名录”“矿业权人严重
违法名单”内；2.通过“信用中国”查询，在自然
资源部联合惩戒备忘录或重庆市信用惩戒严重
失信主体“黑名单”内限制禁止参与采矿权出让
的；3.被吊销采矿许可证之日起2年内。

六、风险提示：
（一）采矿权投资存在有不可预计的风险，

包括竞买须知所表述的有关矿产资源情况（矿

层厚度、矿石质量、储量等）与实际开采有差距
的风险，包括但不限于安全、地质灾害防治、环
境保护等要求、对特定采矿方法、选矿方法限
制以及国家产业政策或者矿产资源规划调整
的影响、不可抗力的影响等风险。

（二）竞买申请人须认真详读竞买须知，现
场踏勘并详细了解出让范围及周边土地、山
权、林权、道路、地下管线、水电供给、废渣占地
堆放、地表附着物、社群关系等影响资源开采
的外部条件以及资产评估和其他权益补偿情
况。提交竞买申请即视为竟买人对采矿权现
状、公告须知、采矿权出让合同内容、资产评估
及其他权益补偿额已完全认可并自愿承担所
有风险。

（三）有关该宗采矿权的用地、用水、用电、

公路、环保、基础设施等工作，由竞得人自行负
责解决并依法完善相关手续.

（四）若竞得人竞得该宗采矿权后，在办理
采矿登记所需要件时进行安全、环境评价等认
定为不适宜开采的，该宗采矿权按不成交处理。

七、提出异议的方式与途径：
对本次出让的采矿权存有异议的，应在公

示期截止前以书面方式向重庆市南川区规划
和自然资源局提出；对出让交易程序存有异议
的，应在公示期截止前以书面方式向重庆市南
川区公共资源综合交易中心提出。根据所提
异议的具体情况，按照《矿业权交易规则》等相
关规定进行妥善处置。

重庆市南川区规划和自然资源局
2020年4月14日

序号

NCK20001

NCK20002

采矿权名称
（暂定名）

重庆市南川区大观镇云雾村五社砖瓦用页岩矿采矿权

重庆市南川区东城街道黄淦村二社砖瓦用页岩矿采矿权

地理位置

重庆市南川区大观镇云雾村五社

重庆市南川区东城街道黄淦村二社

矿种

砖瓦用页岩和建筑用砂岩

砖瓦用页岩

矿区范围
拐点坐标

详见《竞买须知》

详见《竞买须知》

资源储量（万吨）

75.2

90.2

矿区面积
(平方公里)

0.021

0.0325

开采
标高

+847米至+815米

+734米至+690米

生产规模
（万吨/年）

8

6

出让年限(年)

7.8

9.9

出让收益起始价
（万元）

98.92

86.69

保证金金额
(万元)

30

30

中国邮政储蓄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重庆涪陵区武陵山营业所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重庆渝北两江春城小微支行
机构编码：B0013S350040022 许可证流水号：6585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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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市渝北区福泉路5号、7号 邮编：400000 电话：023-86779601
成立日期：2016-12-28 发证日期：2020-03-26
发证机关：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两江监管分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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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重庆监管局关于颁发《中华人民共和国金融许可证》的公告
下列机构经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重庆监管局核准，颁发《中华人民共和国金融许可证》，现予以公告。

机构编码：B0018A350000369 许可证流水号：6594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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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市涪陵区武陵山乡枳人下街
邮编：408019 电话：023-72220178 成立日期：2005-02-02 发证日期：2020-03-31
发证机关：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涪陵监管分局

亚太财产保险有限公司重庆分公司万州支公司撤销公告

经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重庆监
管局批准，撤销亚太财产保险有限公司重庆
分公司万州支公司，其《经营保险业务许可
证》（机 构 编 码 ：000038500101，序 号 ：
0143502）自登报之日起失效，任何单位或个

人不得再以上述机构名义开展业务及其他相
关事宜。

公司将本着保障投保人、被保险人或受
益人合法权益的原则，依法妥善处理支公司
撤销后的相关善后事宜，确保后续服务工作

到位。原有的人员、业务及各项工作转入亚
太财产保险有限公司重庆分公司。

联系电话：023-60391850
特此公告

亚太财产保险有限公司重庆分公司
2020年04月13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