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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次重庆行，一生巴渝情。”
11月9日，中组部、团中央赴渝博士服务团工作20周年

座谈会上，当历届博士服务团代表们齐聚一堂，重温在渝挂
职的奋斗岁月时，这是被提及最多的一句话。

在场的博士服务团代表中，有在重庆挂职满一年后，就
回到自己的岗位的；也有挂职期满后，留在重庆22年的……

无论时间长短，到了重庆，他们就成了重庆人。

赴渝博士成了“重庆人”

1997年，团中央、全国青联及时牵线搭桥，促进重庆一次性
引进39名博士来渝挂职锻炼。首开我国规模化引进高层次人
才的先河，为重庆大地注入了“智慧的血液”，也为后来正式选派
博士服务团探索出道路。1999年，中组部联合团中央将之拓展
到更大范围，成为享誉全国的高层次人才培养品牌项目。

重庆渝富资产经营管理集团有限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
李剑铭是首批来渝的博士之一。

一年挂职期满后，李剑铭选择留在了重庆这片热土上。
“我是四川广安人，离重庆很近，我觉得自己就是重庆

人，应该为重庆做点什么。”
李剑铭在座谈会上说，当时的他怀揣着对重庆腾飞的期

盼，留在了这里。
过去22年间，李剑铭亲历了重庆直辖后经济社会的快速

发展、城市面貌的日新月异。
“一次重庆行，一生重庆人。”
第11批赴渝博士服务团成员，小米金融战略副总裁曹

子玮提到，在重庆工作期间，他感受到了这个城市热情、豪
爽、包容、勇往直前的文化。他希望全国各地的人才都能够
来到重庆，为重庆的发展添砖加瓦，增光添彩。

“挂职期间，我真真切切感受到了重庆的山美、水美、城
美、人美，未来希望做一名合格的‘重庆人’，为重庆教育出谋
出力，为重庆发展添砖加瓦。”第19批博士服务团成员，教育
部教育装备研究与发展中心对外合作处处长徐立说。

为重庆经济社会发展献智

在座谈会上，一个接一个的赴渝博士服务团代表，回忆
在渝挂职奋斗岁月的时，纷纷为重庆翻天覆地的变化感叹，
展望重庆未来的发展，还不忘为经济社会发展献智。

第1批博士服务团成员、重庆市地质矿产勘查开发局原
党委书记王力谈到，借2019重庆英才大会的契机，过去20年
中曾赴渝挂职的部分博士再次相聚，共叙情谊、共话新发展，

“再相聚，有的博士身份已经有了新变化，这都是重庆潜在发
展的人才资源和机遇。”

王力说，他们都有为重庆发展服务的愿望，这样的大会
给了他们平台。

去年7月，由重庆市委组织部和团市委共同指导的“中博
重庆智库”成立，以“立足重庆、聚焦重庆、服务重庆”为目标，
依托西南大学科研资源优势，广泛吸纳历届赴渝“博士服务
团”成员，还外聘部分兼职研究员，成为重庆经济社会发展提
出咨询建议的“思想库”和“智囊团”。王力也是“智囊团”的
一员，他说，相信在2019重庆英才大会圆满闭幕后，“中博重
庆智库”将汇聚越来越多的博士英才，来聚焦重庆经济社会
发展，为重庆发展提供智力支持。

截至目前，已有250名博士来渝挂职锻炼，为重庆各项
建设引进资金1557.63亿元、项目393个，形成调研报告、专
业论文436篇，提出合理化建议1808条，在服务重庆经济社
会发展、搭建东西部桥梁纽带、促进地方人才培养等方面发

挥了积极作用。

“每天晚上回到酒店都已经很晚了。”
在重庆这几天，早出晚归成了美国加州大学博士

Rita Fan的生活常态。
这次来重庆，Rita Fan带来了自己在电力电子技术

领域的最新研究成果。每天，她都会收到多家需求单位
的邀请，洽谈合作事宜，经常要忙到深夜。

重庆对人才的热情和尊重，让Rita Fan印象深刻。

第一次项目路演献给了重庆

11月8日，2019重庆英才大会人才项目路演洽谈
活动在重庆悦来国际中心举行。

Rita Fan带着自己的“数字化智能电力电子芯片
及高密模块技术开发和产业化”项目，被安排在了第七
个上台进行路演。

在讲台上，Rita Fan一开始显得有些紧张，但说到
自己项目的核心优势时，她开始渐入佳境。

后来大家才知道，这是Rita Fan第一次参加项目
路演。

“我说得不是太好，请大家多包涵。”Rita Fan在主
题演讲阶段超时了，她不好意思地向大家道歉，回应她
的是现场热烈的掌声。

事实上，Rita Fan带来的项目并不缺乏市场。在
来重庆之前，已经有不少单位找到她想和她合作。

“我们独特的电路拓朴和软开关技术，同步整流技
术及高电流密度变压器技术是很多产品的核心技术。”
Rita Fan说，这些技术的应用将使得产品的效率、功率
密度及可靠性等关键技术指标得到提升，具有极强的全
球市场前沿技术竞争力。

虽然项目很抢手，但Rita Fan还是带着项目来到
重庆参加2019重庆英才大会，并把自己的第一次项目
路演献给了重庆。

“我曾经和重庆有过一些合作，而且合作得非常愉
快。”Rita Fan说，重庆人的热情让她对重庆有着一种
特殊的亲切感。

路演刚结束就被“抢”走了

这次来重庆参加2019重庆英才大会，Rita Fan再
次感受到了重庆人的热情。

在项目路演的互动提问环节，Rita Fan的项目就
受到多家需求单位“争抢”。

“我们的产业发展很需要这些技术，欢迎你到我们
九龙坡来！”九龙坡区招商局相关负责人首先向Rita
Fan发出了洽谈项目落户的邀请。

之后，又有多家需求单位现场向Rita Fan发出了
邀请，一家需求单位的代表好不容易抢到了话筒，却因
为时间关系没能在现场发言。

让Rita Fan没有想到的是，她走下台准备去洗手
间时，刚一出会场的大门，就被刚才想要发言的那人给

“拦”住了。
原来，他是梁平区一家企业的代表。这家企业专业

生产功率半导体IDM产品，Rita Fan的项目可以在这
些产品上得到很好的应用。

就这样，Rita Fan刚结束路演，就被这家企业“抢”
到了梁平，参观企业，洽谈合作。

“这次来重庆，可以说是收获满满。”Rita Fan说，
她正在和重庆的多家需求单位洽谈合作，希望自己的项
目能尽快在重庆落地。

“我想用自己学到的知识，为我们重庆做出贡献。”
这是2019重庆英才大会上，一位毕业于韩国釜山

大学的博士说的话。
这位博士名叫姚文辉，是山东人，此前从未来过重

庆。她为何将重庆改口为“我们重庆”？
这还得从一个月前说起。

从釜山直飞重庆“找工作”

11月9日，2019重庆英才大会开幕。
作为重要活动单元，“千名博士重庆行”暨高层次人

才洽谈会启动仪式在重庆市第八中学渝北校区举行。
1200余名来自清华、北大等国内外知名高校博士来渝
感受“引才力”，姚文辉就是其中之一。

“我在韩国学的是材料科学与工程，国内有很多可
以应用的产业。”姚文辉说，回国工作是她一直都有的想
法，只是在考虑选择去哪个城市。

今年7月，即将博士毕业的她开始打听国内各个地
方的科研环境、人才政策。

“7月底，我在网上看到了重庆要举行英才大会的消
息，很感兴趣，开始关注这个城市。”对于重庆，姚文辉一
开始是很陌生的，“我一边从网上去了解这个城市，一边
让国内的朋友帮忙打探这里的科研环境。”

当得知重庆一直在着力发展航空航天、汽车产业
后，姚文辉决定亲自来重庆看一看。

10月中旬，她连山东老家都没回，直接就从韩国釜
山飞到了重庆。

“这里的人才政策很吸引我，更重要的是有很好的
科研平台，我可以把学到的知识运用在这里。”

重庆诚意让她有了归属感

在这次2019重庆英才大会上，姚文辉与重庆大学
博士后科研流动站达成了进站协议。

“我进入重庆大学博士后科研流动站后，能够在重
大国家镁合金工程技术中心跟随潘复生院士继续学
习。镁合金一般运用在航空、航天、汽车等重要领域，我
们重庆有很多的相关产业，我相信我可以将学到的知识
与镁合金相结合，促进我们重庆的产业发展。”

姚文辉说，除了良好的科研环境，“归属感”也是重
庆打动她的一大原因。

“学校对我非常亲切，各方面考虑得都很周全，给我
们提供各种科研平台，在生活中也给我很多帮助，包括
住宿、饮食等，遇到了问题还专门安排工作人员来帮我
想办法解决，诚意满满。”

姚文辉说，重庆风景美，人也很友善，虽然在这里待了
不到一个月，但已经有家的感觉了。

“重庆在引才方面确实做得很
好，这次的英才大会吸引了各地的
高层次人才来到我们重庆，他们都
非常有可能加入重庆人才队伍。”姚
文辉说。

（上接01版）

厂房租售
距巴国城19公里工业园，水公
铁交通枢纽旁标准厂房11.7米
层高，10t行车，50年出让地，
2800元/平起，可蒸汽接入。
电话18623049966，023-47633266

综合房讯

刊登
热线
郑重提示：本版只提供信息，不作法律依据，交易前严查相关文件

15023163856 赵国容遗失重庆恒大天璟认筹协议书
原件一份（编号00001034），声明作废。

艾华明同志：你于2019年8月16日起，旷工至
今未到公司上班，多次电话和短信通知你上
班，你仍然旷工。现再次通知你在2019年11
月15日前回公司上班，逾期不到视为自动离职
且公司将从11月起暂停为你缴纳社会保险。
重庆晋愉物业服务有限公司 2019年11月8日

申请注销登记公告
重庆市渝北区礼嘉街道绿化管护站依

据《事业单位登记管理暂行条列》拟向事业
单位登记管理机关申请注销登记，现已成立
清算组。请债权人自2019年11月10日起
90日内向本清算组申报债权。特此公告

联系电话，023-67681400
重庆市渝北区礼嘉街道绿化管护站

2019年11月11日

寻亲公告
杨维，公民身份号码：510213197311204022，
于2016年8月30日在万盛黑山谷拾得一名新
生女婴（出生年月2016年8月30日），现取名罗
紫菡，已经3岁多。望该女婴的亲生父母见报
后速与重庆市公安局巴南区分局或者本人联
系，逾期无人认领将合法收养，并将依法对弃婴
登记户口。联系电话18083002386.特此公告

寻人启事
姓名：游龙伟，重庆市江北区

江北城刘家台，年龄57岁，因母亲
曹庭贞去世，请你尽快回家处理
后事，或者尽快与廖邦全联系。

电话：13983420854

重庆市北碚区雪梅皮鞋经营部遗失组织机
构代码证正、副本，代码59921765-1声明作废。

重庆市北碚区雪梅皮鞋经营部遗失税务登记
证正、副本，税号500109599217651声明作废。

重庆市北碚区仁东花木园艺场遗失组织机
构代码证正、副本，代码59226574-9声明作废。

重庆市北碚区仁东花木园艺场遗失税务登记
证正、副本，税号500109592265749声明作废。

陈炜2019.11.7遗失身份证500108198603281210作废
重庆长缘科技有限公司遗失2019.03.19核发营业执照副

本: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00107MA60A6G51K声明作废
陶涛遗失重庆建玛特商业经营管理有限公司开具

的W-8号铺位保证金收据，金额10000元，声明作废

奉节县社会保险局遗失中国农业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奉节支行开户许可证，账号
31480101040010907，核准号Z667700
0085002；遗失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奉节支行开户许可证,账号500012
43600050203284，核准号Z667700002
8201、账 号 50001243600050009258，
核准号Z6677000024101，声明作废

张永惠遗失2017.08.21核发的北部新区高新园长湖汽车
修理厂营业执照副本92500000MA5URM0D76声明作废

遗失重庆正南家用电器经营部开具的增值税普票，代
码50001800104，票号45687531（1360元），声明作废

遗失重庆到家了网络科技有限公司珠江太阳城店开具给李
治新的托管定金收据编号NO.0350155金额50000元声明作废

遗失（荣昌区昌州街道王黎黎市场营销策划服务
部）公司公章壹枚编号5002263053050，声明作废

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花姐餐馆遗失税务登记证
正、副本：税号50038119880421002X01，声明作废品牌婚介

美的缘 教师主办11年
68067355也可四海 www.023yuan.com

南滨路旺铺转让13983897093蔡

月老婚介 诚聘红娘
15年口碑，成功率高，非去不可
www.023yuelao.com63608167

重庆百润信息技术有限公司，遗失合同
编号qw0006655、0008895，声明作废！

本人遗失公人字第05418号重庆市市级机关公房管理处
人民村房管所人民路250号一单元6-3房管证声明作废
车主方中强车辆渝A5T462遗失营

运证，证号500100039111，声明作废
遗失彭湃营业执照副本92500113MA5UD4E55F作废

遗失张光敏、王兴忠之女王昱婷2008.01.07在重庆市巴
南区人民医院出生《出生医学证明》编号H5004982220作废

遗失重庆新地方餐饮文化有限公司食品经营许可证
正本、副本,许可证编号：JY25001050137863，声明作废

遗失重庆新地方餐饮文化有限公司2016.01.26核发营业执
照正副本: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00105MA5U4JMN5Q作废

注销公告：重庆名屋装饰工程有限公司（统
一社会信用代码：62207597-1）经股东会
决议，本公司拟将注销，根据公司法规定在
登报之日起45日内，请债权债务人到本公
司办理债权债务清偿手续。特此公告。

关于电信诈骗案件冻结涉案资金返还公告
根据《电信网络新型违法犯罪案件冻

结资金返还若干规定》（银监发〔2016〕41
号）及《电信网络新型违法犯罪案件冻结资
金返还若干规定实施细则》（银监办发
〔2016〕170号）之相关规定，重庆市公安局
决定由重庆市公安局两江新区分局执行电
信诈骗案件涉案账户6217994520023955
049（账户名：武浩，开户行：中国邮政储蓄
银行）冻结资金的返还工作，将该账户冻结
资金按比例返还给受害人。

请该账户涉及的相关受害人、权利人
及其他利害关系人，自本公告发布之日起
30日内，持合法手续及证明到重庆市公安
局两江新区分局联系相关事宜，公安机关
将依法进行审核。上述人员未在规定期限
内主张权利的，公安机关将按有关规定进
行处理。

特此公告。
联系单位：重庆市公安局两江新区分局
联 系 人：王开富，潘杨
联系地址：重庆市渝北区金开大道1333号
联系电话：（023）67641545

公 告
“国美北滨路项目(原鹏润?国际公寓D

区)”建设项目位于江北区北滨一路399号。
建设单位是重庆中房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现建设单位申请对原重庆市规划局江北区分
局批准的国美北滨路项目(原鹏润?国际公寓
D区)小区配套体育设施布置调整，重庆市江
北区规划和自然资源局将于2019年11月14
日至2019年11月20日国美北滨路项目(原
鹏润?国际公寓D区)”建设项目现场对小区
配套体育设施布置调整进行公示，告知听证
权利。具体内容请到国美北滨路项目(原鹏
润?国际公寓D区)建设项目现场查看。
联系人:宋先生 联系电话 023-67706180

重庆市江北区规划和自然资源局
2019年11月11日

重庆悦民云海康复理疗有限责任公
司不慎遗失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上清寺支行开户许可证，核准
号：J6530095740401，账号：31000
21709200157873，声明作废。

遗失渝中区民族路124号1-1-1、2-1-1、3-1、4-1承租
人重庆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房屋租约证，面积353.5
平方米，证号：渝中国有字第kx2030号，声明作废。

公 告
原云阳县顺兴能源有限公司于

2016年关闭，按照《云阳县关闭煤矿转产
扶持实施方案的通知》(云阳应急局发
(2019)18号)规定，原关闭煤矿属于扶持
对象，为了体现公开、公平、公正请原股东
彭一顺、郎永兴、谭双和、蔡伯安于2019
年11月10日到云阳县新县城茶香四益
召开股东大会，商议申请转产扶持相关事
宜，如不按时参加将视为自动放弃享受转
产扶持。特此公告！2019年11月10日

遗失公告
兹有重庆起重机厂销售处（社会信用代
码：500903202859833），遗失1992年10
月12日核发的营业执照正本、副本，公
章，税务登记证正本、副本，现声明作废。

遗失公告
兹有重庆起重机厂经营部（社会信用代
码：500103202942119），遗失1995年3
月23日核发的营业执照正本、副本，公
章，税务登记证正本、副本，现声明作废。

遗失渝中区中山二路85号01-105、01-204承租人重
庆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房屋租约证，面积303.1
平方米，证号：渝中国有字第kx7001号，声明作废。

重庆市旅馆业协会遗失税控盘，税
控盘号661612452014，声明作废。

遗失渝中区民族路124号1-1、2-1承租人重庆医
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房屋租约证，面积142.5平
方米，证号：渝中国有字第kx2029号，声明作废。

遗失陆垚,姜璟之子陆姜宇在重庆医科大学附属第二医
院江南院区的《出生医学证明》编号T500184748，声明作废

遗失汤晶保险执业证00005250000000002019000440作废
遗失2014.4.15核发的(个体经营者:陈国强)个体工商

营业执照正副本（注册号：500103601396644）声明作废

遗失重庆琴鹤松图电子商务有限责任公
司南坪建设银行存款账户信息壹份，编
号为J653009000701,公司账号500501
07360000002032，特此声明作废
账户名称：重庆安达建筑工程劳务有限公司
溪洛渡第一项目部，开户核准号：L7346000
044801，开户行：中国建设银行昭通市溪洛
渡金溪支行，重庆安达建筑工程劳务有限公
司溪洛渡第一项目部公章及印鉴章遗失，特
登报作废。重庆安达建筑工程劳务有限公司

公告遗失

一次重庆行
22年来250名赴渝博士
为重庆引资1557.63亿元

一次路演
刚“演”完就被“抢”走
她感受到了重庆热情

一个月
山东姑娘说“重庆”
变成了“我们重庆”

文/重庆晨报·上游新闻记者 黎静 罗薛梅 陈翔 王倩 刘波 王淳 图/上游新闻记者 刘力 任君 李化

座谈会现场。

Rita Fan在路演活动现场介绍自己的项目。

姚文辉接受采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