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到2025年，暴雨过程预警准确率达到92%以上，强对流天气
警报提前2小时发布

■在气象灾害防御上，将构建六级预警信息发布传播体系，让
预警信息能到村到户到人

■将打造农业气象大数据精细化智能服务平台，“直通式”农业
气象服务覆盖80%以上的新型农业经营主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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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 李珩）天气预报准
不准？强对流天气能提前多久预警？这
些都是和人民生活息息相关的事。3月
17日，重庆日报记者从市气象局获悉，
《重庆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加快推进
气象事业高质量发展的意见》（以下简称

《意见》）已出台。《意见》提出，到2025
年，灾害性天气监测分辨率达到5公里；
高分辨率数值预报、智能网格预报空间
分辨率分别达到3公里和1公里，暴雨过
程预警准确率达到92%以上，强对流天
气警报提前2小时发布；气象灾害高风
险区预警信息到村到户到人。

到2035年，重庆将建成全国智慧
气象发展引领区、区域气象灾害防御示
范区、长江上游重要生态屏障气象服务
样板区、气候经济发展典范区。

按照该目标，重庆将重点建设智慧
气象体系、气象灾害防御体系、内陆开
放高地气象保障体系、乡村振兴气象保
障体系和生态文明建设气象保障体系。

和传统的天气监测不同，如今的气
象预测已插上了智慧的“翅膀”。当天，
记者在市气象局大屏幕上看到，一组组

天气预报的大数据实时显现。“这正是
我们建设的智慧气象体系，它包括天
枢·智能探测系统、天资·智能预报系
统、知天·智慧服务系统和御天·智慧防
灾系统。”市气象局有关负责人介绍，届
时我市将建成“气象+大数据”平台和
智能协同观测系统、高分辨率数值预报
系统、智能预报预测系统、智慧气象服
务系统、智慧气象为农服务系统、智能
预警信息发布系统、智能人工影响天气
系统等“一平台七系统”。

不仅如此，重庆还将打造国家西部
气象科技创新高地，包括建设气象科技
创新中心，创建国家气候观象台，筹建

“气候资源经济转化重点实验室”，推动建

设国家人工影响天气实验室和示范基地、
金佛山综合气象观测专项试验外场等。

据该负责人介绍，在气象灾害防御
上，我市将发挥气象防灾减灾第一道防
线作用，加快建立覆盖全面、信息准确、
传递畅通的气象监测预报预警体系，推
进预警工作站村（社区）全覆盖，完善

“市—区县—乡镇（街道）—村（社区）”
四级预警工作体系，构建“市—区县—
乡镇（街道）—村（社区）—户—人”六级
预警信息发布传播体系，让预警信息能
到村到户到人。

在建设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方面，
我市还将重点实施区域气象灾害联防、
生态环境联防联治气象保障、重大基础

设施建设气象服务和巴蜀文化旅游走
廊建设气象服务，争取国家气象领域重
大政策、重大项目、重大工程在成渝地
区布局落地。

“在乡村振兴上，气象保障也必不
可少。”该负责人表示，我市将建设现代
农业气象观测站网，打造农业气象大数
据精细化智能服务平台，“直通式”农业
气象服务覆盖80%以上的新型农业经
营主体；创建中国（重庆）花椒产业研发
中心，建设柑橘、榨菜、茶叶、设施农业
等特色农业气象服务中心；培育优质农
产品气候品质品牌、气候宜居宜游乡村
品牌，促进农业“接二连三”。

据悉，重庆三峡国家气象公园建设
也正在推进中，将依托三峡重庆库区自
然山水和历史文化两大“本底”，围绕天
气气候景观、立体气候、气象历史文化、
喀斯特地理地貌、气候养生五大气象旅
游资源，着力打造一批气象历史文化主
题公园、天气景观旅游最佳观赏区、气候
环境旅游体验区、喀斯特地貌科普区，建
设武隆国家气候养生旅游示范基地，助
力重庆打造世界重要旅游目的地。

重庆出台加快推进气象事业高质量发展意见

到2035年建成全国智慧气象发展引领区

机构名称：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丰都县支公司虎威营销服务部
机构负责人：杜雨霞 机构编码：000005500230008
原机构住所：重庆市丰都县虎威镇街上
现机构住所：重庆市丰都县虎威镇荷花街45号第一层
成立日期：2002年8月23日 邮政编码：408203 联系电话：70708922
业务范围：对营销员开展培训及日常管理；收取营销员代收的保险费、投保单等单证；分发保险公司

签发的保险单、保险收据等相关单证；接受客户的咨询和投诉；经分公司授权，营销服务部
可以从事部分险种的查勘理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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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秀山土家族苗族自治县支公司第一营销服务部
机构负责人：白冰 机构编码：000005500241009
原机构住所：重庆市秀山县黔龙阳光御园一期商业3号楼2层部分
现机构住所：重庆市秀山土家族苗族自治县中和街道凤翔路37号3层、4层
成立日期：2002年08月23日 邮政编码：409900 联系电话：023-76662160
业务范围：对营销员开展培训及日常管理；收取营销员代收的保险费、投保单等单证；分发保险公司

签发的保险单、保险收据等相关单证；接受客户的咨询投诉；经保险公司授权，可以从事部
分险种的查勘和理赔。

发证日期：2021年03月1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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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机构名称：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云阳县支公司江口营销服务部
机构负责人：童霖 机构编码：000005500235008
原机构住所：重庆市云阳县江口场镇正街
现机构住所：重庆市云阳县江口镇繁荣路125号
成立日期：2002年8月23日 邮政编码：404500 联系电话：13452685718
业务范围：对营销员开展培训及日常管理；收取营销员代收的保险费、投保单等单证；分发保险公司

签发的保险单、保险收据等相关单证，接受客户的咨询和投诉；经保险公司授权，营销服
务部可以从事部份险种的查勘理赔。

发证日期：2021年3月12日 发证机关：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万州监管分局

保险业务机构地址变更公告

机构名称：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云阳县支公司南溪营销服务部
机构负责人：喻晓琴 机构编码：000005500235007
原机构住所：重庆市云阳县南溪场镇正街
现机构住所：重庆市云阳县南溪镇南溪大道96号3单元201
成立日期：2002年8月23日 邮政编码：404500 联系电话：13068374166
业务范围：对营销员开展培训及日常管理；收取营销员代收的保险费、投保单等单证；分发保险公司

签发的保险单、保险收据等相关单证，接受客户的咨询和投诉；经保险公司授权，营销服务
部可以从事部份险种的查勘理赔。

发证日期：2021年3月12日 发证机关：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万州监管分局

保险业务机构地址变更公告

以下采矿许可证已经注销，特此公告。

采矿许可证注销公告
采销〔2021〕（忠县）0002号

忠县规划和自然资源局
2021年3月18日

序号

1

矿山名称

忠县一磊建材
有限公司纸厂
沟石灰岩矿

采矿许可证号

C5002332009067120021870

注销时间

2021年3月4日

关于颁发《中华人民共和国金融许可证》的公告
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重庆监管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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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农业发展银行重庆市黔江分行
机构编码：A0002L350000003 许可证流水号：006587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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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住 所：重庆市黔江区城西街道新华大道西段273号6楼
邮政编码：409000 联系电话：023-79222543 成立日期：1998-09-04
发证机关：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黔江监管分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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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杨铌紫

由于母亲身体不好，重庆市第九人
民医院内分泌科主任谭兴容立志从医，
而当一名好医生，是她20余年里一直
为之努力的事，她将医术与医德放在同
等重要的位置，倾力服务病人、培育团
队。日前，谭兴容获评“重庆市三八红
旗手标兵”称号。

在谭兴容看来，做一名好医生必须
“博极医源，精勤不倦”。为此，她主动
到国内外培训进修，掌握专业前沿动
态。在医教研的耕耘中，谭兴容积累了
诊治内分泌及代谢性疑难疾病的丰富
临床经验，并在对糖尿病、肥胖等代谢
性疾病患者的院中、院后综合管理探索
中，取得创新性成果。

去年7月，谭兴容带领团队建立了
代谢中心，通过线上线下管理、一站式服
务的方式给病人带来便捷。有了这个中
心，病人在家就可以测血糖，医生在医院
通过手机就能看到指标，病人减少了跑
医院次数，还方便与医生随时沟通。

谭兴容主持开展的胰岛素钳夹技
术在重庆处于领先地位，不少病人慕名
找她看病，日均门诊量达100至140人
次。不仅保持了优秀的临床水平，近
年，谭兴容主持参与科研项目9项，发
表论文15篇，参编专著2部，获得国家
发明专利4项，先后培育带出重庆市巾

帼文明岗示范单位、重庆市临床重点专
科、重庆市区域医学重点学科。

做一名好医生要胸怀患者。为了
让病人拥有全天候的保健医生，谭兴容
带领团队建立起患者健康俱乐部、QQ
群及微信群等医患互动平台，及时答疑
解惑，定期发送保健知识，与病人保持
联络。团队里每一个医生都建立了自
己的工作室及联络群，这样一来，医生
就可以对病人进行连贯的观察。

近10年来，除了繁忙的工作，谭兴
容还坚持每月举办健康教育讲座，利用
休息日走进基层医院、社区义诊，为山
区困难群众送医上门。回想起从医之
路，谭兴容感慨道：“白天在临床，夜晚
搞科研，这些年几乎没有在晚上12点
前休息过，但看到病人病情好转，心里
就有满满的成就感，累并快乐着。”

重庆市第九人民医院内分泌科主任谭兴容：

用心服务病人 临床科研两不误

谭兴容 （市妇联供图）

□本报记者 汤艳娟

3月15日上午，大足区棠香街道
双丰村一社的山坡上热闹不已，村干部
正带领村民平整土地，准备建设由村
民、企业、村集体“抱团”打造的乡村振
兴新项目——乡村“水上乐园”。

这个极具农家特色的“水上乐园”
预计在3个月后建成开业，有品百桌水
上火锅、逛3.5公里紫薇长廊、品千亩
柑橘等项目，游客可以在此尽情感受田
园之乐。

重庆日报记者站在“水上乐园”工
地一旁的山头向四周环顾眺望，只见绿
油油的柑橘树遍布在一个个浅丘上，白
的梨花、粉的桃花、黄的油菜花点缀在
农房前后，俨然一幅生机盎然的美丽乡
村画卷。

“村里是搭上了乡村振兴的‘快
车’，才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双
丰村村支书谢后国感慨地说。双丰
村是传统农业村，以往，村中绝大部
分青壮年常年外出务工，村里的3500
亩旱地一度有 2/3 以上处于闲置状
态。近几年，棠香街道把双丰村纳入

了“城南橘园”“城南椒园”城郊现代
农业示范片，在村里原本荒芜的土地
上种下了2000多亩柑橘、1000亩花
椒。

在2019年的一次招商引资活动
中，棠香街道多方推介“城南橘园”“城
南椒园”城郊现代农业示范片，其中重
点介绍了双丰村的交通优势及产业优
势，并抛出了建设一个占地60亩的“水
上乐园”项目。其中，有一家来自四川
的旅游公司因为有成熟的乡村旅游项
目运作经验，进入了谢后国的视野。经
村里多次邀请及长达2个月的沟通，最
终与该旅游公司达成了合作投资的意
向。

该村以三方合股方式建设“水上乐
园”：村里发动4个返乡村民以现金入
股40%，村集体以土地入股10%，旅游
公司以现金及营销入股60%，三方合
作打造一个集餐饮、娱乐、演出、观赏、
住宿为一体的休闲综合体。

正在对紫薇长廊进行管护的村民周
学明信心满满地对记者说：“‘水上乐园’
建好了，肯定能吸引来很多游客，我们的
致富门路就更多了！

大足区棠香街道：

三方“抱团”共建乡村“水上乐园”

本报讯 （记者 陈国栋）重庆市
第九批援藏工作队服务昌都为期三年，
如今时间过去一半，他们的工作成效如
何？3月17日，重庆日报记者从该援藏
工作队获悉，援藏工作队已累计争取到
位项目资金5.7亿元，助力昌都打赢脱
贫攻坚战，产业、民生等工作取得新进
展，交出了一份亮眼的“半期”成绩单。

入藏以来，为高质量完成脱贫攻坚
任务，重庆市第九批援藏工作队大力实
施产业扶贫，因地制宜发展特色产业。
在类乌齐县，援藏工作队牵头推进牦牛
产业规模化、品牌化发展，打造“贝母种
植试验推广基地”；在芒康县，支持发展
葡萄种植和葡萄酒产业发展，葡萄种植
亩均增收6000元。大力培育蜂蜜产
业，打造高端品牌，带动当地蜂农户均
增收近万元；在察雅县，积极扶持水果
产业，苹果醋正式投产面市。支持唐
卡、手工金银铜器加工，扶贫产业园带
动216户建档立卡贫困户脱贫。同时，

援藏工作队还大力支持景区建设，发展
温泉旅游产业，打造高端民宿，举办旅
游推介会等。

援藏工作队还通过搭建产销平台、
借助展会促销、利用媒体推介等方式在
昌都大力实施消费扶贫。如推动重庆
中国西部消费扶贫中心西藏馆开馆，西
藏昌都400多种农特产品和民族手工
艺品进馆展销；协调昌都扶贫产品进驻
重庆消费扶贫“三专一平台”（专馆、专
区、专柜和网络平台），举行集中签约暨
启动仪式，30余个扶贫产品投放进入
重庆 3家主流商超扶贫专区和主城
5000余个扶贫专柜等。

为做好智志双扶工作，援藏工作队
在昌都加强技术指导，开展专业培训，
探索柔性援藏，开展农牧民素质培训、
结对帮扶等，激发昌都群众发展的内生
动力。

援藏工作队还开启全员招商模式，
成立6家招商中介平台公司，开展招商
推介活动402场，为昌都经开区招引入
驻企业375家，注册资金近30亿元，实
现税收12.9亿元。

重庆市第九批援藏工作队有关负
责人介绍，工作队入藏一年半以来，大
力推动医疗惠民、教育先行、就业优先、
人居环境改善等工程，推动昌都民生事

业持续改善。如医疗方面，完成芒康县
新人民医院、类乌齐县桑多镇卫生院、
察雅县乡镇卫生院标准化建设等续建
项目，助力昌都市人民医院推进胸痛、
卒中等五大危重症中心和重症ICU、麻
醉手术室等八大公共诊疗平台建设，开
展白内障、先心病、膝髋关节置换、手足
伤残畸形儿童筛查及治疗1600余例
等。教育方面，累计争取资金8000万
元完善芒康县中学、察雅县小学、类乌
齐县卡玛多乡小学、昌都市第五幼儿园
等12所中小学幼儿园教学楼及附属设
施建设；启动昌都一高、类乌齐县中小
学等16所学校供水供暖项目等。

重庆市第九批援藏工作队“半期”成绩亮眼
累计争取到位项目资金5.7亿元，产业、民生等工作持续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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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月 16 日，城口县庙坝初
级中学，射箭队的同学正在拆
装弓弦。

2016年以来，该校学生在
重庆市射箭冠军赛和射箭锦标
赛中12次获得金牌、8次获得银
牌。

据介绍，城口县教育部门近
年来以“红色城口·多彩教育”为
发展理念，目前已创建特色学校
国家级4所、市级7所、县级20
余所，基本形成“一校一品、一校
多品”的多彩教育特色，为挖掘
优秀人才和农村地区青少年全
面发展奠定良好基础。

记者 崔力 摄/视觉重庆

农村孩子的
特色体育课

3月17日，梁平工业园区的重庆天戈陶瓷有限公司，工人将生产的泡菜坛装箱。
开年以来，梁平区以精细化服务打造优良营商环境，积极为梁平工业园区390

余户民营企业解决用工、生产、销售等实际困难，助力企业全面复工生产。目前，
各企业正开足马力赶订单，力争实现一季度工业生产“开门红”。

特约摄影 刘辉/视觉重庆

开足马力赶订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