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银税互动 以税授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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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小微快贷”系列——“快e贷”、“质

押贷”、“融e贷”等针对小微企业信贷产品

在重庆上线后，建行 8 月 20 日再推“云税

贷”，银税互动，“善税者”立即可贷，“云税

贷”上线立即得到小微企业主的青睐，截至8

月底11天131户企业申请成功并获得贷

款，贷款余额达到3025万元。

以税换贷
全程线上完成

“真的有这种好事？纳税好久可以得到银
行的信用贷款？还可以随借随还？”从事汽车、
家电配件生产的刘老板，不敢相信这是真的，
接连反问了建行客户经理几个问题。

没错，纳税好凭借信誉，就可以获得贷款，
建行“云税贷”是建行基于小微企业纳税信用
等级、纳税记录、信用状况及结算情况等全面
信息的采集和分析，全流程网上在线申请、在
线审批、在线签约、在线支用和多渠道还款的
快捷自助信贷品种。小微企业及企业主通过
建设银行网上银行进行相关身份认证后，即可
在线申请办理“云税贷”业务，后台系统将自动
审批生成贷款额度，后续支用时，只需输入支
用金额，贷款即可自动存入企业账号，全流程
仅需几分钟。

全程几分钟
额度可超百万

“我立即就要贷！”刘老板了解云税贷的
特点后表示。因为下半年是生产的旺季，各种
订单纷至而来，近段时间正在为资金发愁，准
备找亲戚朋友筹借。“这下终于不用麻烦亲戚
朋友了！”刘老板兴奋地说，四处奔波借周转资
金是他最头痛的事。刘老板近年末来企业发
展良好，去年纳税30万元，信用良好。“云税
贷”的额度是在企业上年度纳税的基础上放大

5至7倍，在客户经理的帮助下，刘老板使用建
行的手机银行进行申请，得到178万元的“云
税贷”，解决了下半年资金的燃眉之急。

据了解，“云税贷”贷款额度循环使用，随
借随还，极大地降低了企业实际资金成本，上
线后申请的客户体验度感觉良好，纷纷给予高
度评价。

“善税者”享快贷，“云税贷”倡导“以税授
信，以税促信”，为全市小微企业提供更加优
质、便捷、高效的金融服务，让更多小微企业享
受建行发展普惠金融的新成果。 文/何英

温馨提示>>
建行重庆市分行拟于9月15日召开“云

税贷”产品发布会，进一步扩大产品影响力，
让市场了解这款产品、使用这款产品，支持实
体经济、支持小微企业。详情可咨询建行各
营业网点。

重庆晚报讯 （记者 王渝凤 通讯
员 潘义文）腹有诗书气自华。在快节奏
的今天，看书已经成为一种奢侈的享受。
为了鼓励居民们多读书、多看书，浸润在
书香的世界里，昨日下午，九龙坡区政协
华岩、中梁山地区组的政协委员通过募集
资金，向民安华福社区24小时幸福书屋
赠书300册。另外，现场11名贫困家庭
的孩子通过梦想定制的方法，获得了自己
想看的书。

据了解，作为全市唯一的“全民阅读活
动示范乡镇”，华岩镇建成综合文化服务中
心和11个村居综合文化服务站（文化室），
平均藏书2000余册，石龙、民安华福等6
个社区创建市级标准化文化室。联合区图

书馆投入70余万元，建成集“办证、查询、
预约、借书、还书、续借”等功能为一体的全
市首个24小时不打烊自助图书馆。整合
社区学校、市民学校、微型少年宫、科普大
学等阵地和资源，创办“民安学苑”社区教
育品牌，开展各类培训60余期，培训居民
1万余人。

华岩镇连续10年举办“书香华岩”读
书月活动，开展漂书、赠书、读书会、主题征
文演讲、爱国主题教育、青少年课外活动等
500余场次，惠及群众10余万人次。村
（社区）常年开展特色阅读活动，如民安华
福社区的亲子阅读沙龙、公园读书会，田坝
村社区的好书伴我行交换阅读活动等，极
大丰富了群众业余生活，提升了居民人文
素养。

10年来，华岩镇坚持榜样带动，引领
尚学风气。镇财政出资，表彰读书家庭77
个、读书之星92名，奖励学生1287人，表
彰奖励资金达500万元。

香重庆书行走

欧洲王室贡酒、火锅小面变身充电宝、历史文化小镇“搬”到
现场……很多你万万没想的，这里都有！今天上午，第六届重庆
文化产业博览会在重庆国际博览中心北展馆（悦来会展中心）正
式启幕。文博会将持续到17日，市民可免费参观。

重庆文博会已成为市内外文化交流交易的重要平台，文博会
上参展单位、企业通过自己独特的设计，展现各自的特色和与众
不同。重庆晚报记者带你一起感受下文博会各区县的文化特色，
领略来自多个国家的风情和民俗。

重庆晚报记者 吴娟 赵方敏 受访者供图

文博会今日开幕
让你 的这里都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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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N1 展馆，蓝色的大“蜗牛”格外引
人注目，这是重庆晚报的展区，占地100平
方米，以蜗牛为元素，蓝色为主色调。

重庆晚报全力打造的慢新闻APP，以
匠人之心创作新闻。慢新闻就是有味道的
新闻，它具有正能量的味道、文化的味道、
生活的味道、人情的味道、文字的味道。

据了解，慢新闻APP上线以来，截至8
月30日，下载量已达76万。全网数据统计
显示，慢新闻《杨丽萍双廊客栈今起停
业》、《一个人的动物园》等数十篇文章，单
篇点击率超千万。慢新闻在《5 月媒体企
鹅号发展研究报告》，居市场化媒体企鹅
号排行榜第七位，是TOP20榜单中唯一上
榜的重庆媒体！

文博会期间，还将在现场发放一本
“口袋书”，这是重庆晚报第一期慢新闻作
品集限量珍藏版。收集了慢新闻自 2016
年12月20日上线以来到2017年8月期间
的优秀作品共计 34
篇，其中不乏《一个
人的动物园》《四年，
北川无腿青年》《十
问阿里无人超市》等
优秀新闻报道。这
本作品集可以说是
慢新闻这 8 个月来
的心血，诠释了晚报
人以匠人之心打造
好作品的新闻情怀。

沙坪坝：火锅小面变身充电宝

老火锅、小面、酸辣粉……这些美食都
让人垂涎欲滴，如今在文创产品设计师的
手中，却变成了一个个随身携带的充电宝，
今天更首次在市民面前揭开神秘面纱。

火锅小面充电宝只是沙坪坝区带来
的一大波特色文创产品中的一类，此外，
以烟雨磁器口为设计元素，带有三巴烟
雨意境的加湿器也将来到现场，盖碗茶
也变成了随身可带的便携式加湿器。

同时，用歌乐山的外形轮廓设计而
成的氛围灯，以及绿宝石加湿器也在今
天亮相文博会现场。这些文创产品是由
今年5月成立的沙坪坝区文化旅游产品
研发中心设计，涵盖了沙坪坝区以及重
庆地域特色的文化符号，目前，已经研发
出9大类20多种新型旅游商品。

南岸：点亮装置发光下浩塔

中国传统文化提倡天人合一，南岸

区的展位正是体现出了这一特点。
展馆整体颜色选取了代表自然、清

新、平和的绿色，花纹上截取了祥瑞凤凰
的部分图案以及古代写意山水的部分，
总体象征着绿色南岸，山水南岸，配以南
滨路的风景及文化性建筑，完美展现南
岸区的风采。

该馆的另一大特点，是点亮装置——
发光下浩塔。通过报恩塔带出老街改造，
吸引大家对南岸老街文化的注意。

渝中：用沙画展示特色建筑

想看如何用沙画表现朝天门和解放碑
吗？位于N1馆的渝中区展馆，不仅可以看
到渝中区近年来在文化产业方面所取得的
成果，还可看到沙画师用沙画的形式展现
解放碑、国泰剧场等渝中区的特色建筑。

巴南：历史文化小镇到现场

丰盛古镇建于明末清初，是重庆市
十大历史文化名镇之一，历史悠久，文化

旅游资源丰富。巴南区通过围绕丰盛古
镇和木洞古街风貌，以特色标志性地方
建筑为元素实施布展，通过图片、实物、
建筑风貌以及重点区域场景还原等方
式，展示古街风貌。

文博会期间，市民可听木洞山歌，“凉
风绕绕天要晴”、“这山没得那山高”等经典
曲目，以“快闪”表演或者现场驻唱两种方
式呈现，另外，还可以喝仁寿茶馆盖碗茶。

奉节：文化为主线展诗城风采

在N1馆T29号是奉节馆。据悉，此
次奉节县组织了10家企业参展文博会，
其中包括奉节县星马古典家具有限责任
公司、重庆市汀来绿色食品开发有限公
司、非遗传承壹盬子鸡、金石文化馆、石
盛兰蜀绣等企业参展。

“此次主要以奉节诗城文化为主线，
开发、展示富有诗蕴的特色文化产业。
意在唱响‘三峡之巅，诗·橙奉节’品牌，
彰显诗城风采。”奉节展馆相关负责人介

绍。现场将有奉节特色的歌舞表演，书
法名家现场书写夔州诗词，展示非物质
文化遗产美食，以及景区推介，并推出送
景区门票等活动。

綦江：“綦美人”用唯美打动市民

在N1馆綦江展厅，高端旗袍服装品
牌“渝南版画风”、“綦美人”旗袍将现场
展示并定制。

“这些华美的刺绣，都是用人工一针
一线雕琢而成，刺绣的布，如曼舞的女
子；线的附着，犹如跳跃的音符。”綦美人
的品牌创始人张小君诗意的表达着文博
会上展示的刺绣产品。此次参展文博
会，她和团队带来了旗袍、刺绣鞋、刺绣
包、刺绣披肩、刺绣抱枕等。

据介绍，文博会现场还有綦江农民
版画现场印制，綦江特色川剧文化表演，
青年创业者现场沙画绘画及綦江特色旅
游文化资源展示，景区推介以及版画其
他衍生产品展出。

品尝：欧洲王室贡酒添雅兴

在第六届重庆文博会上，欧洲王
室的贡酒为文博会增添雅兴。

重庆晚报记者了解到，这款名为
托卡伊·贵腐阿苏的葡萄酒曾被法国
国王路易十四称为“酒中之王，王者
之酒”，是源自匈牙利的一种甜白葡
萄酒，由于葡萄皮上一种被称为“贵
族霉”的作用酿制而成。这种“贵族
霉”对气候要求非常高，世界上只有
三个产区可酿制，匈牙利托卡伊居三
大产区之首。

此次文博会，这款欧洲王室贡酒
会在匈牙利驻渝总领事馆展区展
示。“这种酒闻起来有蜂蜜、杏脯、桃
子、奶油和烤面包的香气，入口后带
来细腻、美妙的舌尖体验。”展区相关
负责人介绍，因托卡伊地区火山遗址
众多，土壤的矿物质含量异常丰富，
匈牙利的托卡伊·贵腐酒口感更加多

样。市民们可以免费品尝、购买匈牙
利葡萄酒，还有专业人士讲述葡萄酒
的历史和制作过程。

体验：澳大利亚原住民文化

文博会上，市民还可体验来自澳
大利亚原汁原味的澳洲原住民文化。

澳大利亚驻蓉总领事馆特意邀请
了知名原住民艺术表演团队“后裔”现
场表演。据悉，该团队诞生于悉尼首个
独立传统原住民舞蹈团Ngaru，成立于
1993年。其舞蹈风格普遍存在昆士兰
州的约克角半角。为解释许多来自悉
尼不同部落的原住民艺术家融汇在一
起，该组织在2000年改名“后裔”。

“‘后裔’吹着原住民特有的乐器
迪吉里杜管，用独特的声音和充满活
力的舞蹈，阐述人与自然的关系。”相
关负责人介绍，在开幕式上，六位“后
裔”原住民艺术表演团成员登台，演
唱代代相传的歌曲，用手工制作的乐

器打着节拍，展示直接来自祖先的艺
术魅力。

仪式：埃塞俄比亚咖啡礼

咖啡起源于埃塞俄比亚，在当地，
喝咖啡是一种重要的仪式。Buna（咖
啡）仪式平均花费1.5小时，咖啡豆经
过烘焙、研磨、煮开，再到客人手里。

此次文博会，埃塞俄比亚驻重庆
总领事馆总领事的家人将来到现场，
为大家举办咖啡礼。“因场地限制，全
套咖啡礼不能呈现，但会尽量让大家
感受到埃塞俄比亚咖啡礼文化。”工
作人员表示。

除此之外，市民能见到在埃塞俄
比亚有3000年种植历史的Teff粉，
能知道其传统食物Injera（英吉拉）的
制作方法。据悉，Injera（英吉拉）是
埃塞俄比亚人民的主食，采用Teff粉
制作，Teff是世界上最微小的富含铁
的谷物，产量极低。

重庆晚报讯 2017年全国大众创业万
众创新活动周15日在上海揭幕，根据国家
统一安排，我市将设分会场同步举办活动。

市发改委有关负责人介绍，为广泛汇
集众智，集聚大众人气，我市在活动中特
意推出双创活动周热点地图，方便广大市

民和创客朋友积极参与，该热点地图可通
过市政府官网-生活地图、市规划局网站-
每周一图、市地理信息公共服务平台等下
载查阅。

（双创活动周热点地图详见慢新闻
APP）

全国双创活动周15日启动

华岩24小时书屋获赠图书300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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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福利彩票3D游戏
重庆市开奖公告
第2017249期

重庆市福利彩票发行中心 2017年9月13日

基本号码
21 05 29 19 13 12 08

特别号码
04

中奖号码：

中国福利彩票七乐彩开奖公告
第2017107期

4256486298.74元奖金滚入下期奖池。

中国体育彩票超级大乐透
第17107期开奖公告

本期开奖号码：04 10 19 25 27+06 12
奖 级

一等奖

二等奖

三等奖

基本

追加

基本

追加

基本

追加

中奖注数

2注
1注
89注
41注
687注
276注

每注奖金

10000000元
6000000元
91858元
55114元
4759元
2855元

应派奖金合计

20000000元
6000000元
8175362元
2259674元
3269433元
787980元

中国体育彩票排列3
第17249期开奖公告
本期开奖号码：3 6 1

中国体育彩票排列5
第17249期开奖公告
本期开奖号码：3 6 1 8 5

重庆市体育彩票管理中心
2017年9月13日

这个展台有“味道”

▲展馆现场 ▲原住民艺术表演

更多精彩新
闻，请扫描二维码
下载慢新闻APP。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