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让烈士回家”活动首进重大

昨日下午，重庆大学民主湖报告厅座无
虚席，红色基因传承工程——“让烈士回家”
系列活动首次走进我市高校，第一站锁定了
红岩英烈的母校——重庆大学。

活动现场，重庆市红岩联线文化发展管
理中心将周均时等7位重庆大学红岩英烈相
关文物史料及精神，送到他们曾学习、生活和
战斗过的地方。

据了解，为传承红色基因，弘扬红岩精神，
培育爱国主义情怀，重庆市委宣传部携手相关
省区市委宣传部和重庆红岩联线文化发展管
理中心等单位一起，启动了“让烈士回家”系列
主题活动，将在一年内让310位红岩烈士的事
迹、精神在烈士家乡以及他们曾经学习、生活、
战斗过的地方生根发芽，世代传承。

报告厅门外，一幅幅黑白照片讲述着红
岩英烈们的故事。何柏梁、周均时、薛传道、
齐亮和马秀英、陈以文、刘国鋕……他们的英
雄事迹吸引了师生驻足观看。报告厅内，重
庆红岩联线文化发展管理中心讲解员为全校
师生深情讲述了红岩烈士薛传道、刘国鋕、陈
以文的故事。

重庆商报-上游新闻记者 周小平

“让烈士回家”活动现场 记者 毕克勤 摄

据重庆市财政局消息，日前，重庆财政拨
付市级稳定生猪生产保障市场供应资金
8000万元，支持区县生猪生产、防控非洲猪
瘟疫情，预设目标为新增生猪产能100万头、
能繁母猪补栏5万头、建设运输车辆洗消中
心25个。

据介绍，除了这笔资金补助，市财政前不久
还会同市农业农村委等部门，完善和新增了生
猪稳产保供系列政策措施。比如，对恢复产能
较好的区县给予奖励；将能繁母猪保额提至每
头2000元、较去年高出500元；对去年8月1日
至2020年7月31日，规模种养猪场和散养大
户重点用于购买饲料、母猪、仔猪等短期贷款资
金、按不高于同期银行基准利率贴息；将单户养
殖场担保余额限额由300万元提至1000万元，
对在保担保贷款到期的实施展期担保、推动金
融机构无还本续贷。

重庆拨8000万元补助生猪稳产
预计新增生猪产能100万头

重庆商报-上游新闻记者 孙琼英

重庆商报-上游新闻记者 郭欣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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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嘉宾数量更多、覆盖领域更广

“中新金融峰会的举办，是中新两国金融业
共商共建的有力探索，也是重庆从全局谋划一
域、以一域服务全局的坚定实践。”重庆市地方
金融监督管理局副局长袁卫表示。

2019 中新金融峰会由中华人民共和国商
务部、中国人民银行、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
员会、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新加坡贸易与
工业部、新加坡金融管理局、重庆市人民政府共
同主办，将于11月4日—11月5日在悦来国际
会议中心和江北嘴举行。

据介绍，本次峰会邀请了中新双方中央金
融监管部门和商贸部门、重庆市及西部省区有
关领导，国际金融组织负责人、东盟国家央行负
责人和全球知名投资机构亚太区负责人，知名
专家学者等参会，其中重要嘉宾共计200余人。

其中，中华人民共和国商务部、中国人民银
行、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中国证券监
督管理委员会、新加坡贸易与工业部、新加坡金
融监管局领导将出席盛会并围绕加大政策支
持、金融监管合作等做主旨演讲。

参会企业方面，还拟邀请包括工农中建交
五大行、国内各大股份制银行、上交所、深交所、
人保集团、丝路基金、新加坡交易所、新加坡淡
马锡、新资银行和摩根大通以及蚂蚁金服、腾讯
金融、京东金融等。

促进与新加坡及东盟国家产融合作

作为高端交流合作平台，本届峰会还将聚
焦全球视野和金融科技等热点话题，举办一系
列专业化论坛。

据介绍，峰会期间，将举行“跨境投融资助
力’一带一路’”“物流金融赋能陆海新通道”“金
融科技促进普惠金融发展”“绿色金融助推绿色
发展”“供应链金融创新与发展”“资产证券化推
动’一带一路’基础产业发展”等6场分论坛，中
外嘉宾、学者、专家将围绕论坛主题做精彩演讲。

同期，将举办金融合作成果展，多维度、立
体化呈现中新双方金融合作的新产品、新应用、
新成果，力图呈现中新金融合作生态链。

此外，还将举办重点项目集中签约、中
新金融成果展、金融支持陆海新通道建设对
接会等活动。由中新金融机构与陆海新通
道省（区）市有跨境融资意愿的企业进行对
接洽谈，开展中新企业家与金融家圆桌对
话，促进重庆及西部省区与新加坡及东盟国
家的产融合作。

10月9日，“2019年度渝商评选”活动网
络公众评选进入第二日，55位候选人的角逐
开始升温。截至9日17:00，重庆尚赏居地产
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刘升东、重庆蓝黛动力
传动机械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朱俊翰成功捍
卫住冠亚军位置，重庆威斯腾生物医药科技
有限责任公司董事长周勇获赞数激增，位居
当日人气榜第三名。

“2019年度渝商评选”网评进入第二日，
粉丝们开始持续发力。相较网评第一天，55
位候选人的点赞数都有了明显变化。

经过一天激烈比拼，截至9日17点，重庆
尚赏居地产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刘升东以
103036 个点赞数捍卫住了人气王位置。重
庆蓝黛动力传动机械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朱
俊翰当日增获 47645 个点赞，以 98985 个点
赞总数紧随其后。但首日位居第三名的重庆
竑鋆实业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彭贤俊被反
超，被重庆威斯腾生物医药科技有限责任公
司董事长周勇以53321个点赞数取代。

据悉，周勇是重庆市创新创业领军人才，
也是澳大利亚新南威尔士大学联合PI兼客
座教授，科技部全国生物医药产业集群协同

创新联盟副秘书长，专注于生物原研药物早
期开发，经多年潜心研究，形成了多项企业核
心竞争技术，以第一发明人申请生物医药相
关发明专利40余项。

此外，重庆美心贝斯特门窗股份有限公
司董事长夏勉的人气也实现了快速增长，以
34333个点赞数位居人气榜第四名。

“每个候选人的粉丝们都很给力，随着网
评时间推进，竞争会越来越激烈。”组委会方
面表示，网络点赞可以一定程度上体现出各
位候选人的人气基础，同时，这也是一次很好
的展示机会，可以让更多人了解他们。

据悉，在本次评选活动中，公众对 55位
候选渝商进行网络点赞后，专家评审团将依
据评选标准及网络公众点赞数，对参评人进
行 现 场 终 评 ，评 审 结 果 按 照 专 家 评 审
（70%）+网络点赞（30%）计算总分，最终决
出 2019 年十大渝商和 2019 十大新锐渝商。
其中，获赞前三名的可直接进入获奖名单。

组委会提醒，此次活动公众点赞时间为
期8天，最后截止时间为10月 15日 18：00，
届时，投票通道将准时关闭。广大市民可以
下载上游新闻APP，点击APP右下角活动页
面，进入2019年度渝商评选活动官网，按照
点赞流程为自己心中的优秀渝商加油。

作为促进西部省市与新加坡及东盟国
家产融合作的高端交流平台，近一年双方取
得了哪些丰硕成果？

昨日新闻发布会上，重庆市地方金融监
督管理局副局长袁卫介绍说，2018 中新金
融峰会上46家中新双方主体达成36项合作
协议，共 1100 人参会，敲定一系列重大项
目，将为重庆金融、商贸、物流、制造等类型
企业，带来多重发展红利，进一步支持对接

“一带一路”中新互联互通陆海新通道、普惠
金融发展等重大经济合作项目。

具体来说，首届中新金融峰会的举行，
加强了银企对接，深化在金融科技领域的合
作。据介绍，目前协议金额合计达到 9500
亿元；15家主体达成一致，建设中新金融科
技合作示范区启动区、打造中新金融科技联
盟等项目；推进物流交易结算中心建设，34
家金融机构、物流企业签约合作，入驻物流
行业交易结算中心，创新了“结算+金融”的
供应链金融服务模式。

截至2019年 6月底，国际商业贷款、内
保外贷、境外发债、跨境房地产信托等多渠
道融资体系形成，82余家中外资金融机构
共同参与，跨境融资累计突破100亿美元。

“如今重庆企业从新加坡银行机构获得人民
币贷款平均利率4.33%，低于境内1.12个百
分点，跨境融资辐射作用进一步显现。”袁卫
说，还带动陕西、四川、云南、广西等周边六
省区企业境外融资近40亿美元。

峰会期间，参会嘉宾还聚焦金融领域
合作，积极建言献策，提出大量具有前瞻

性、操作性的观点和建议。例如，围绕国
际金融合作，提出推进政策性、商业性银
行以及保险机构深度融合，探索出口双保
理、跨境资产转让等建议。围绕跨境金融
服务，提出探索更多避险工具，创新基础
设施融资工具，形成交易所“一带一路”板
块等建议。

在主动服务国家重大战略实施方面，推
动达成了西部十二省区市对接“陆海新通
道”金融合作的十点共识、新加坡金融管理
局支持西部地区与东盟互联互通、中国人民
银行、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中国
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助力中新项目实施、西
部地方金融监管部门取得了建立监管协作
和信息交流机制的一致意见。

中新互联互通股权投资基金管理有限
公司作为中新基金管理人，于 2016 年 7月
19 日正式投入运营，如今运行情况如何？
昨日，在新闻发布会上，重庆证监局副巡视
员熊渝川作了介绍，中新互联互通股权投资
基金管理有限公司成立至今已运营3年多，
在推动中新项目金融领域互联互通方面发
挥了积极作用。这些基金主要投向到信息
科技、城镇化基建、航空领域等，基金投资总
额达90亿。

在昨日的新闻发布会上，中新（重庆）战
略性互联互通示范项目管理局副局长孙熙
勇介绍，今年推动了一家重庆企业在新加坡
设立分支机构，并获得新加坡金融管理局颁
发的汇款类牌照，实现了重庆企业到新加坡
取得金融类牌照“零”的突破，该项目为西部
内陆的企业拓展在国际市场的金融业务提
供了很好的示范。

“2019年度渝商评选”网评火热进行

威斯腾生物周勇闯进人气榜前三
重庆商报-上游新闻记者 孙琼英

金九银十招聘季，从智联招聘持续监测的
数据显示，秋季求职期全国范围内平均每39人
竞争一个岗位，与去年同期相比，2019年秋季
的求职市场更为活跃。从重庆市场来看，竞争
最激烈的职业是IT质量管理/测试/配置管理。

从薪酬的分布情况来看，重庆地区平均
薪酬4001元/月至6000元/月的职位占职位
总量的 29.2%，8000 元以上/月的占 34.1%，
占比较上一季度有所上升。具体来看，基金/
证券/期货/投资的平均月薪最高，为 10912
元/月；其次为跨领域经营，薪酬水平为
10577元/月；再次是礼品/玩具/工艺美术/收
藏品/奢侈品行业，平均月薪为10257元。

今年秋招数据来了
重庆竞争最激烈职业居然是它

重庆商报-上游新闻记者 谈书

一、点赞时间：
10月8日10：00—10月15日18：00
二、点赞方式：
下载上游新闻APP，点击APP右下角活

动页面，进入2019年度渝商评选活动官网。
三、评选规则：
1.全面考察参评人的综合竞争力、对经

济发展的贡献力、带动产业发展的创新力，
以及对公益事业的社会责任感。

2.依据报名资料，对参评人进行组委会
资格遴选、企业走访、网络公众点赞投票，
获赞前三名自动进入获奖名单。

3.设立专家评审团依据评选标准及网
络公众投票数，对参评人进行现场终评，
评审结果按照专家评审（70%）+网络点赞
（30%）计算总分，最终产生获奖名单。

4.开展意见征询，
全面公示获奖名单，并
就名单充分征求市级
各相关部门意见，取消
违纪违法违规候选人
的获奖资格，差额人选
依次递补。

昨日，2019中新（重庆）战略性互联互
通示范项目金融峰会（以下简称“2019中
新金融峰会”）举行新闻发布会，2019中新
金融峰会将于11月4日—5日在悦来国际
会议中心和江北嘴举行。届时，来自中新
双方政商学界200位重要嘉宾齐聚重庆，
围绕全球热点话题及领域，开展多场专业
化论坛与经贸合作。

回顾

9500亿合作大单、跨境融资超百亿美元……

首届中新金融峰会为重庆带来什么？
重庆商报-上游新闻记者 郭欣欣

2018年11月2日中新金融峰会签约仪式现场。 记者 罗斌 摄（资料图片）

10月8日，记者从市文化旅游委了解到，
为庆祝新中国成立70周年，国庆期间，在北
碚水天花园业主活动中心小广场，铜管小乐
队奏响《我和我的祖国》拉开“武隆杨家将家
庭美展”帷幕。

据了解，此次“武隆杨家将家庭美展”的是
由一个祖孙三代约50位成员的杨姓大家庭举
办；因其祖籍在武隆区江口镇，又自诩为忠义
杨家将后代，便取名“武隆杨家将家庭美展”。

家族长者，知名德语文学翻译家和歌德
研究家巴蜀译翁杨武能老先生告诉记者，为
庆祝新中国成立70周年举办这个家庭美展，
将它作为献给祖国母亲的礼物。展出作品多
达80余件，有各种绘画、摄影、书法以及手工
制作等等；参展者从耄耋老人到四五岁的幼
儿，年龄跨度超过一个甲子。

“武隆杨家将家庭美展”举办
80余件作品讴歌新时代

重庆商报-上游新闻记者 郑三波

2019中新金融峰会11月举行
200余政商学界重量级嘉宾齐聚重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