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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商报-上游财经记者 郭欣欣

重庆商报-上游财经
记者 李析力

广告

重庆商报讯 12 月 4日，人民
银行重庆营管部发布消息称，截至
10月末，我市本外币住户存款余额
14224.45亿元，当月减少207.98亿
元，同比多减 103.18 亿元，余额同
比增长6.91%。

本外币各项存款增速回升

截至10月末，全市金融机构本
外币各项存款余额35174.66亿元，

当月新增 431.87 亿元，同比多增
334.19亿元，余额同比增长9.38%，
比上月回升1.01个百分点。

其中，人民币存款余额34097.34
亿元，当月新增433.50亿元，同比多
增 313.17 亿 元 ，余 额 同 比 增 长
9.31%，比上月回升0.97个百分点。
截至10月末，外币存款余额162.25
亿美元，当月减少0.31亿美元，同比
少减 4.92 亿美元，余额同比增长
13.97%，比上月回升3.83个百分点。

住户存款环比减少。截至 10
月末，全市本外币住户存款余额

14224.45亿元，当月减少207.98亿
元，同比多减 103.18 亿元，余额同
比增长6.91%。其中，活期存款、定
期及其他存款当月分别减少160.52
亿元、47.45亿元。

非金融企业存款同比下降。10
月末，非金融企业本外币存款余额
11461.55 亿元，当月减少170.82 亿
元，同比少减58.84亿元，同比下降
1.27%。其中，活期存款、定期存款
和通知存款当月分别减少58.22亿
元，增加 37.48 亿元，减少 45.12 亿
元。

政府存款和非银行业金融机构
存款同比多增。10月末，政府存款
和非银行业金融机构本外币存款余
额 9449.59 亿元，当月新增 841.77
亿元，同比多增409.01亿元。

本外币各项贷款增长明显

10 月 末 ，全 市 本 外 币 各 项
贷款余额 28001.93 亿元，当月增
加 84.62 亿 元 ，同 比 多 增 8.64 亿
元，同比增长 11.20%，增速与上
月 持 平 。 其 中 ，人 民 币 各 项 贷

款余额 27484.44 亿元，当月增加
81.04 亿元，同比多增 2.18 亿元，
同比增长 12.59%，增速比上月回
落 0.04 个 百 分 点 。 10 月 末 ，外
币贷款余额 77.94 亿美元，当月
增 加 0.51 亿 美 元 ，同 比 下 降
31.62%，比上月回升 1.56 个百分
点。

短期贷款环比减少。10月末，
全市本外币短期贷款余额5956.78
亿，同比下降 2.11%，比上月回升
0.31个百分点，比上月减少8.01亿
元。其中，单位贷款及透支当月减

少12.21亿元。
中长期贷款保持快速增长。10

月 末 ，本 外 币 中 长 期 贷 款 余 额
20630.07 亿元，同比增长 20.88%，
比上月上升0.21个百分点，当月增
加151.31亿元。其中，单位中长期
固定资产贷款余额 9676.55 亿元，
当 月 减 少 4.78 亿 元 ，同 比 增 长
11.19%，比上月下降 0.43 个百分
点 ；单 位 中 长 期 经 营 贷 款 余 额
2189.40 亿元，当月增加 30.45 亿
元，同比增长 40.97%，比上月上升
1.9个百分点。

10月份重庆人存款缓升 新增433.5亿元

重庆商报讯 修订后的《重
庆市献血条例》在市四届人大常
委会第四十二次会议上表决通
过，近日市人大常委会召开新闻
发布会，对条例进行解读。新条
例中删除了此前关于收取用血补
偿金的相关内容，同时在献血宣

传动员、采血用血安全、献血服务
保障和激励等方面做出了明确要
求，细化了献血者用血时免交采
供血成本费用的规定。该条例将
于明年6月1日起开始施行。

取消了用血补偿金

据了解，修订后的条例共 7
章 44 条，除总则和附则外，主要

包括宣传和动员、献血和采血、
供血和用血、监督管理、法律责
任等，与现行条例相比，删除了
组织管理一章，增加了宣传动员
和监督管理两章，同时将其他章
节内容进行了归并整合与修改
完善。

“以前的条例中有用血补偿
金的规定，没献过血的人临床用
血，除了要交用血费，还要交用血

费三倍金额的用血补偿金，对一
些用血者来说是不小的经济压
力。”市人大常委会法制工委副主
任黎藜介绍，修订后条例的亮点
之一就是取消了用血补偿金的相
关内容。

给予献血者特别激励

为提高献血者的积极性，条

例作出了多项关怀和激励献血
者的规定。比如献血者临床用
血时，在同等条件下享有优先用
血权，献血者临床用血时，免交
采供血成本费，献血者的配偶、
父母、子女临床用血，按照献血
者献血量等量免交采供血成本
费用。

新条例还提出根据献血者
的献血次数、献血志愿工作等情

况，对在献血工作中做出突出贡
献的单位、个人给予表彰和奖
励，明确了对获得国家无偿献血
表彰奖励的献血者给予特别激
励。此外还规定了血站应当为
献血者提供安全卫生便利的条
件和良好服务。公民参加献血
的，血站或者公民所在单位应当
予以支持，可以给予误餐费、交
通费等。

重庆商报讯 为进一步优化
中小企业发展环境，维护企业自
身权益，12月4日，重庆市中小企
业发展服务中心（以下简称中心）
宣布重庆市中小企业公共服务热
线 96038 今日正式启用，中小企
业可以通过热线免费获取业务支
持、政策解读、维权服务、投诉与
建议等服务，帮助中小企业了解
政策扶持，简化维权流程、降低维
权成本等。

重庆市已经建立了“1+39+
N”的公共服务体系骨干网络，即
1个市级枢纽平台，覆盖 35个区

县的中小企业综合窗口，11个中
小企业产业集群窗口，有实体服
务大厅，有网上服务系统。

重庆市中小企业发展服务中
心作为重庆市中小企业公共服务
平台网络的市级枢纽，为更进一
步帮扶中小企业，新增的呼叫服
务号码96038，并承诺所有咨询和
投诉，件件有回应。

那么，服务热线提供哪些方
面的服务？

目前 96038 的建设还处于初
级阶段，主要从三个层次提供服
务。一是围绕重庆市中小企业局
体系的业务，提供业务和技术支
持，如转贷业务、新办鼓励类中小

企业财政扶持业务、专项资金申
报业务等。

二是提供企业咨询和政策解
读。

三是支持企业维权投诉，企
业遇到不公正的对待时，可以通
过 96038 进行维权，中心接到投
诉会及时与相关部门联系。

记者现场体验，拨打96038之
后，选择市级平台，等待几秒钟后
便有工作人员接听电话。记者咨
询了小微企业投标事宜，该工作
人员向记者解答了小微企业投标
优惠政策，还提供了区县经信委
（负责开证明）的联系方式，服务
体验好。

重庆商报讯 近日，重庆市
人力社保局、重庆市财政局联合
召开视频会议，部署全市事业单
位启动绩效工资制度改革。

重庆市自 2009 年起陆续实
施事业单位绩效工资，逐步建立
总量管理、自主分配的制度，取得
了规范收入分配秩序、缩小不合
理收入差距、建立考核分配机制
等成效。

但经过几年的运行，绩效工资
政策激励机制不充分、不健全的问
题日益凸显。为此，重庆积极推动
事业单位绩效工资制度改革。

此次改革，我市推出三项创
新举措，强化事业单位绩效工资
政策的激励机制。首先，通过建
立绩效工资水平动态调整机制，
在考核事业单位的公益任务完成
情况和事业发展水平的基础上，
允许事业单位“做大分配蛋糕”，
并对在创新创造、成果转化、社会
服务等领域作出突出业绩的事业
单位给予适当倾斜。

其次，扩大事业单位的内部
分配自主权，配足配好“切蛋糕的
餐具”，允许事业单位灵活确定绩
效工资构成比例，并对特殊岗位
工作人员采取年薪制、协议工资、
项目工资等灵活多样的分配方

式。
第三，给事业单位的“蛋糕”

配“奶酪”，实行激励性特殊报酬
在绩效工资外单列，以清单方式
明确“科技成果转化奖励、高层次
人才激励性报酬、科研人员兼职
收入、高等学校教师多点教学收
入、医务人员多点执业收入”等
14项收入项目不纳入事业单位
绩效工资总量管理。

据市人社局相关负责人表
示，通过新一轮的事业单位绩效
工资制度改革，完善收入分配的
激励机制，有利于体现按劳分配
原则，探索按要素分配的改革方
向。

重庆商报讯 11 月 29日下
午，九龙坡区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大
精神“六进”文艺宣传活动在杨家
坪商圈力扬西西 MALL 广场启
幕，来自全区的60余名文艺骨干
纷纷带来全新创作的、以十九大精
神为主题的文艺作品，精彩的演绎
让在场观众连连叫好。据了解，来

自杨家坪街道辖区的人大代表、政
协委员、企业代表、居民代表共计
200余人参加活动。

活动现场，歌舞、评书、音诗
画、唢呐吹奏等文艺活动精彩纷
呈。除文艺演出外，现场还有剪
纸、书法、国画等中国传统艺术
展示，居民不仅可以亲身感受传
统艺术的别样风采，还获得了艺
术家们馈赠的佳作。

重庆商报讯 “社区工作干
得好不好，直接决定和影响着居
民群众的幸福感。”日前，由大渡
口区委宣传部主办，建胜镇党委
承办的“榜样面对面”党的十九
大精神宣讲团大渡口分团宣讲
活动，在该镇建新社区举行。

据悉，整场宣讲活动以访谈
形式为主，穿插群众互动。宣讲
中，“榜样面对面”党的十九大精
神市级宣讲团成员王迪，以社区
工作为切入点，把十九大报告中
与老百姓生活息息相关的内容
送到了居民家门口。

“以面对面访谈、近距离交

流的方式，学习党的十九大精
神，这种感觉不仅生动有力，还
非常的接地气。”在接受记者采
访时，社区居民如是说。

重庆商报讯 昨日，沙坪坝
区党的十九大精神进校园宣讲分
队走进重庆西藏中学。结合生动
的PPT和教育的实际情况，宣讲
队员龚雄飞为现场1000余名师
生作报告。据了解，为大力宣传
党的十九大精神，沙坪坝区委教
工委和区教委组建了一支“特种
兵”，将走进辖区学校开展300余

场宣讲活动，预计受众师生将超
过8万余人。

扎西顿珠是重庆西藏中学
的高二学生，家乡在昌都市察雅
县。在听完宣讲后，他对党的十
九大精神有了深入的了解。他
说：“十九大报告给青年提出了
要求，我们将不忘初心、牢记党
恩，从自身做起、从点滴做起，力
争成为建设祖国和家乡的栋
梁。”

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加快
建立绿色生产和消费的法律制
度和政策导向，建立健全绿色低
碳循环发展的经济体系。构建
市场导向的绿色技术创新体系，
发展绿色金融，壮大节能环保产
业、清洁生产产业、清洁能源产
业。推进能源生产和消费革命，
构建清洁低碳、安全高效的能源
体系。推进资源全面节约和循
环利用，实施国家节水行动，降
低能耗、物耗，实现生产系统和
生活系统循环链接。倡导简约
适度、绿色低碳的生活方式，反
对奢侈浪费和不合理消费，开展
创建节约型机关、绿色家庭、绿
色学校、绿色社区和绿色出行等
行动。

在重庆，就有这样一家企业，
将十九大精神践行在重庆大地
上。

近年来，力帆集团在新能源
汽车领域投入颇多，并取得不俗
的成绩，今年 10 月份新能源汽
车销售同比增长 253%。就在日
前举行的第十一届中国-拉美企
业家高峰会上，力帆集团更是受
乌拉圭邀请，并基于自身新能源
国际战略的考虑，计划向乌拉圭
投入新能源产品，推动新能源车
电控和电池等核心模块的本地
化。

力帆已在拉美布局多年

当地时间 12 月 1 日，力帆集
团董事长牟刚在第十一届中国-
拉美企业家高峰会开幕式上发表

全英文演讲。他说：“我们用了五
年时间，让力帆摩托车遍及拉
美。曾经有几年，拉美国家的出
口量占力帆摩托车出口金额的
50%以上。不仅如此，七年前，我
们又把力帆汽车带到了拉美，如
今已在20多个拉美国家销售。”

据悉，力帆早在 2012 年就在
乌拉圭投资兴建了汽车发动机
厂、汽车整车组装厂，陆续在巴
西成立销售公司，组建团队自建
销售、服务网络。力帆是乌拉圭
迄今为止唯一一家外资投资的
汽车工厂，也是乌拉圭水平最高
的汽车工厂，力帆汽车已连续三
年成为巴西最畅销的中国品牌
汽车。

近年来，力帆已经将重心转
移到新能源汽车上。在前不久举
行的股东大会上，牟刚在会上表
示，力帆股份已经确立了以新能
源汽车为主的发展战略。

实际上，力帆把新能源和全
球化并列为力帆的两大方向。产
品上，坚持换电与充电相结合的
技术路线，分别针对运营与消费
者市场；商业模式上，推出了盼达
用车出行平台，将电动化、智能
化、网联化、共享化深度集成，各
项运营指标居中国行业前列。而
且力帆已经在规划未来如何将无
人驾驶运用于商业产品，以解决
最后一公里的问题。

目前，力帆2.0版本的自动驾
驶已获成功。

乌拉圭看好力帆新能源车

当地时间 12 月 1 日，乌拉圭
总统塔瓦雷·巴斯克斯视察了力
帆新能源展台，他们听取了力帆

新能源在造车、用车、能源运营与
服务等全产业链的布局。

随后，乌拉圭总统塔瓦雷·巴
斯克斯在会展中心特别会议室接
见了力帆集团董事长牟刚，双方
进行了约30分钟的深度会谈。塔
瓦雷·巴斯克斯总统表示，愿意积
极配合力帆集团以乌拉圭为轴点
向周边国家扩散，会根据巴西和
乌拉圭的双边贸易协定，保证力
帆乌拉圭工厂向巴西持续稳定地
出口。

塔瓦雷·巴斯克斯还表示，他
们对新能源新能产业非常重视。
看好力帆新能源的生态链发展模
式，希望能够引入力帆新能源汽
车和商业模式，可以先在出租车
和分时租赁行业进行推广。并决
定由总统府牵头，成立专项小组，

帮助推动力帆新能源项目的落
地。

牟 刚 表 示 ，为 了 响 应 乌 方
的需求，力帆计划向乌拉圭投
入新能源产品，推动新能源车
电控和电池等核心模块的本地
化，并希望将新能源车的分时
租赁和出租车业务先搞起来，
并以此为切入点，向拉美其他
国家辐射。

实际上，之前的 11月 30 日，
乌拉圭副总统露西娅·托波兰斯
基在与牟刚的会谈中表示，将大
力支持力帆新能源项目的推进，
并认为可以从内政部用车开始，
从政府层面鼓励使用力帆新能
源汽车。而她自己将尽快亲自
探访力帆乌拉圭工厂，加快与力
帆在该项目上推进的步伐。

修订后的《重庆市献血条例》明年6月起施行

献血者临床用血免交采供血成本费

我市中小企业公共服务热线启用
重庆商报-上游财经记者 侯佳

我市允许事业单位“做大分配蛋糕”
重庆商报-上游财经记者 黎静

“六进”文艺宣传 60余人创新演绎
重庆商报-上游财经记者 代庆

校园宣讲活动 沙区将搞300余场
重庆商报-上游财经记者 李析力

“榜样面对面”走进社区宣讲
重庆商报-上游财经
首席记者 郑友

乌拉圭总统为渝企站台打Call
力帆新能源车在拉美跑起来了

重庆商报-上游财经
记者 孙磊 严薇

“榜样面对面”走进社区宣讲
通讯员 高祎恩 摄

乌拉圭总统塔瓦雷·巴斯克斯接见力帆集团董事长牟刚 受访者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