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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有关部门介绍，重庆已入围2019年中央
财政支持住房租赁市场发展试点城市，将获得
330亿元的中央财政年共计30亿元的中央财政
奖补资金。据悉，此次有16个城市入选。

根据相关方案，中央财政支持住房租赁
市场发展主要目标是要利用三年时间，支持
部分人口净流入、租赁需求缺口大的大中城
市发展住房租赁市场，构建有利的体制机制，

多渠道筹集租赁住房房源，促进专业化、机构
化租赁企业发展，建设住房租赁信息服务与
监督平台，改善租赁住房消费环境，加快形成
租购并举的格局。中央财政将对确定的示范
城市给予奖补资金支持，资金标准按城市规
模分档确定。其中，直辖市每年 10亿元，省
会城市和计划单列市每年 8 亿元，地级城市
每年6亿元。

重庆入围住房租赁市场发展试点城市 获中央财政支持

重庆专项整治住房租赁乱象
37家公司现场签自律公约

8个节目揭露非法集资骗局
提高居民防范和识别能力

重庆商报-上游新闻记者 郑三波

重庆商报-上游新闻记者 孙琼英

近日，58同城招聘研究院发布《2019中国
卓越雇主报告》（以下简称报告），从公众影
响、工作收益、企业文化、职业发展4大维度、
16个指标对卓越雇主进行深度画像，帮助社
会人才了解企业需求，更好地提升竞争力，促
进企业了解社会人才和大学生求职心态，有
针对性地提升雇主品牌。

报告显示，招聘需求活跃城市仍以一线和
新一线城市为主，企业招聘最活跃的城市为
广州，企业招聘需求最旺盛的岗位为销售类，
其次是餐饮类和人事/行政/后勤类。

春节前招聘高峰即将来临

报告显示，春节前后的招聘高峰阶段，全
国招聘需求都有大幅度增长。报告数据还反
映出，今年前三季度，批发和零售业、租赁和
商务服务业、住宿和餐饮业招聘需求活跃，分
别占需求总量的 30.19%、14.85%、10.91%。
随着居民消费水平的提高，新零售、生活性服
务业快速发展，带来了大量招聘需求。

从招聘活跃城市来看，今年前三季度，招
聘需求活跃城市仍以一线和新一线城市为
主。其中，企业招聘最活跃的城市为广州，同
比增长 10.47%；其次为成都、深圳、北京、上
海。而在招聘需求增速方面，郑州以18.48%
的同比增幅位居第一，其次是杭州和西安。

从招聘活跃岗位来看，报告显示，今年前
三季度，企业招聘需求最旺盛的岗位是销售
类，其次是餐饮类和人事/行政/后勤类。由于
所有企业都需对外输出产品服务，销售是推广

企业产品的一线岗位，也是企业的“刚需”职
位，因此产生了旺盛的招聘需求。此外，在招
聘岗位需求增幅上看，客服以8.46%的增幅排
名第一，其次是普工/技工、人事/行政/后勤。

普工/技工求职活跃度最高

今年前三季度，求职需求总体保持旺盛，
除1月和3月受春节假期影响，其余月份均保
持了同比上升态势，2 月春节返工时达到
69.87%的增幅峰值。报告显示，北上广深四
大一线城市依然是求职首选城市，同比去年

各城市求职活跃度均有所上升。其中，北京
求职人数同比增长26.13%，排名第一，东莞和
长沙紧随其后。北京无论在城市经济发展、
创新活力，还是生活水平、教育医疗资源等方
面，都吸引着全国优秀人才，是求职者心目中
的就业“黄金宝地”。

报告还盘点了求职需求活跃岗位数据。其
中，普工/技工类岗位不仅求职需求量排名第一，
而且同比增幅达到12.74%，也排名第一位。随
着智能制造业的发展，中国制造业的转型升级
在加快步伐，新一代普工/技工类的收入水平和
社会地位有所提高，这也激发了求职者从事这
一岗位的积极性。此外，司机/交通服务类求职
需求同比增长9.51%，排名第二。随着网约车、
外卖平台的发展，交通行业延伸出许多灵活就
业机会，吸引了求职者踊跃加入。值得一提的
是，家政保洁/安保职位也呈现出8.42%的增长，

“一老一小”对家政服务的需求量日益增加，造
成了家政服务求职人数的上升。

司机/交通服务岗位薪资最高

报告还对不同职位的薪资水平进行了分
析。今年前三季度，司机/交通服务类支付薪
资最高，达到 10270 元/月，其次是销售和物
流/仓储职位。城市交通路网的日益完善，让
交通岗位需求越来越多，“互联网+”在交通领
域的运用，也让司机拥有更多工作机会，收入
水平持续提升。餐饮岗位是企业支付薪资同
比上升最快的岗位，达到16.02%。居民收入
水平的提高，让越来越多人愿意“下馆子”。
同时，外卖服务的繁荣，也使餐饮业订单增
长，企业支付薪资上升。

查处一批、曝光一批、取缔一批

据介绍，11 月 11 日，市住房城乡建
委、市发改委、市公安局等 7 部门关于印
发《贯彻落实在“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
题教育中专项整治住房租赁中介机构乱
象实施方案》的通知，要求坚持“房子是用
来住的，不是用来炒的”定位，严厉打击侵
害住房租赁当事人合法权益的行为，有效
遏制中介行业乱象，不断优化住房租赁市
场环境。

市房协相关负责人介绍，今年8月，市
住房城乡建委就下发了《关于开展房地产
中介市场秩序专项整治工作的通知》，将在
全市开展为期 5个月（2019 年 8至 12 月）
的房地产中介市场秩序专项整治工作。本
次专项整治将在12月底前通过采取自查
自纠、集中检查、重点抽查和建章立制相结
合的方式，集中力量整治住房租赁中介机
构发布虚假信息、违规收费、违规租赁等9
类乱象，坚持“查处一批、曝光一批、取缔一
批”，及时纠正和查处住房租赁中介机构违
法违规行为。

企业违反公约将公开曝光

为促进我市住房租赁行业健康有序发
展，建立住房租赁行业自律机制，重庆市房
地产业协会还发出行业自律倡议，参会的
37家住房租赁企业还现场签署了《重庆市
住房租赁行业自律公约》，承诺诚信守法、
合规经营，做到房屋信息真实、房源合规合
法性真实、宣传推广真实等。

市房协方面表示，对违反公约行为，造
成不良影响，经查证属实的，将通过“重庆
市房地产行业诚信信息网”和“重庆市房地
产业协会微信公众号”予以行业通报，并对
社会进行曝光。

25日，市政府新闻办举行了2019首届三
峡道地中药材交易博览会新闻发布会。记者
从发布会上获悉，博览会将于 2019 年 11月
28日至29日在开州区举办。三峡道地中药
材交易博览会从2019年起，将每两年在开州
区举办一届。

据开州区副区长田水松介绍，首届三峡
道地中药材交易博览会设立了三峡中药材主
馆展区，集中展示三峡库区中药材资源总体
状况和开发情况；设立区县展区，集中展示开
州、万州、涪陵、石柱、丰都、忠县、云阳、奉
节、巫山、巫溪、城口等11个中药材重点区县
中药材产业发展情况和优质中药材产品；设
立了企业展区，集中展示三峡库区或拟落户
三峡库区的中药材企业产品；设立特色体验
区，集中展示中医药文化和特色体验活动。
搭建三峡库区中药材产品产销对接平台、招
商引资平台。

开州将举办中药材交易博览会

重庆商报-上游新闻记者 郑三波

为了进一步提高居民对非法集资的防范
意识和识别能力，渝北区龙溪街道金紫山社
区日前在中渝都会首站广场举行了“防范打
击非法集资”宣传文艺汇演。

参加汇演的文体团队以防范和打击非法
集资常识和案例为基础，编导《共创和谐家
园》、《不忘初心》、《打非礼赞》等8个节目，揭
露非法集资的骗局，有效提高居民风险意识
和识别能力。

活动现场，社区志愿者还向居民发放宣
传资料，并讲解非法集资的特点、识别方法、
风险性和社会危害等知识，引导大家防范和
打击非法集资活动。

近日，大渡口区新山村街道光冶社区邀
请到辖区专业医院的医务工作者前来，为辖
区物业小区、酒店、超市等人流密集场所的单
位共计30余人开展了急救知识培训，此举旨
在提升他们的自救互救能力。

在培训中，医务工作者采取理论讲解、示
范操作、现场演练等形式详细地讲解了心肺
复苏知识的要点操作，现场为大家展示了开
放气道、胸外按压、人工呼吸、复原体位等心
肺复苏技术。同时，还让参训人员上台亲自
动手实践心肺复苏、人工呼吸等技能，大家热
情高涨，边听边记。

光冶社区相关负责人表示，通过此次培
训，大家掌握了应急救护基本知识和技能，进
一步提高了应对突发事件和意外伤害应急救
护能力，为以后的工作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雇主报告发布：春节前招聘高峰将来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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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促进重庆市住房租赁行业健康有序发
展，培育规范经营、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建立
住房租赁行业自律机制，经重庆市房地产业协
会倡议，本公司自愿加入《重庆市住房租赁行
业自律公约》，承诺遵守以下约定：

第一条 本公约的基本原则是：诚信守
法、合规经营、公平竞争、合作共赢。

第二条 做到房源信息“三真实”：房屋信
息真实、房源合规合法性真实、宣传推广真
实。不垄断房源，不哄抬租金，不扰乱住房租
赁市场秩序。

第三条 不违规出租不符合出租条件的
房屋。

第四条 不为非法生产经营活动提供房
屋租赁服务，发现承租人有利用出租房屋进行
犯罪活动嫌疑的，及时向公安机关报告。

第五条 认真查验承租人的身份，登记承

租人姓名、身份证件种类和号码；对身份不明
或者不配合身份查验者，拒绝提供服务。

第六条 不违背承租人意愿，强迫、诱骗
承租人签订“租金贷”等相关金融产品。

第七条 承租期内，不采取威胁、恐吓、暴
力等方式驱逐承租人，不强制上涨或恶意克扣
租金、押金等。

第八条 不充当黑恶势力欺行霸市、破坏
住房租赁行业管理秩序。

第九条 对违反本公约行为，造成不良影
响，经查证属实的，将通过“重庆市房地产行业
诚信信息网（www.cqfdccx.org）”和“重庆市房
地产业协会微信公众号”予以行业通报，并对
社会进行曝光。（监督举报电话：63869761）

第十条 本公约由重庆市房地产业协会
监督实施。

第十一条 本公约自签署之日起生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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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市住房租赁行业自律公约

重庆商报-上游新闻记者 孙磊

重庆商报-上游新闻记者 郭欣欣

请医生进行应急救护培训
提升居民自救互救能力

重庆商报-上游新闻记者 韦玥

租赁中介机构发布虚假信息、违
规收费、违规租赁等9类乱象，将被重
点整治。11月25日，重庆市房地产业
协会召开专项整治住房租赁机构乱象
工作会，传达市住房城乡建委、市发展
改革委等七部门《关于印发贯彻落实
在“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中
专项整治住房租赁中介机构乱象实施
方案的通知》，有效推进专项整治工作
开展。据悉，参会的37家住房租赁企
业现场签署《重庆市住房租赁行业自
律公约》。

重庆市房地产业协会专项整治住房租赁机构乱象工作会现场 记者 孙琼英 摄

重庆金融科技建设提速
快来看看最新发展蓝图

今年，经中国人民银行、国家发改委等6
部委批准，重庆市成为全国首批开展金融科
技应用试点的城市。未来几年里，以人工智
能等为代表的前沿技术如何广泛深入应用到
金融领域？日前，从中国人民银行重庆营业
管理部牵头召开重庆市金融科技应用工作推
进会议传出消息，重庆市金融科技应用试点
工作方案已经编制完成，未来将通过打造“四
区”、“两中心”、“一基地”，加快推进科技与
金融深度融合，将重庆建设成为市场主体集
聚、关键技术领先、新兴业态丰富、监管服务
高效、科技人才汇聚的金融科技强市。

人民银行重庆营业管理部主任马天禄在
本次推进会上介绍，目前人民银行重庆营业
管理部结合重庆市发展战略和具体实际，会
同市级相关部门，编制完成重庆市金融科技
应用试点工作方案。下一步要加快国家金融
科技认证中心筹建、加强数字化金融场景服
务实践、大力推进金融便民惠民工程、不断提
升金融科技监管效能，全力以赴推进金融科
技应用试点，为重庆市经济金融发展迈上新
的台阶提供积极支撑。

据介绍，在金融科技应用试点工作中，
重庆市将通过打造金融科技产业聚集区、高
质量发展制度创新区、监管科技应用先行
区、金融科技标准示范区“四区”，拓展高质
量发展空间；建设国家金融科技认证中心、
重庆市金融大数据服务中心“两中心”，夯实
金融科技支撑体系；依托重庆自贸试验区、
中新（重庆）战略性互联互通示范项目，创建
中新金融科技创新示范基地，形成国内一流
开放合作平台。

司机/交通服务类
支付薪资最高，达到

10270元/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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