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连日来，党的十九大精神在全市各地各
部门干部群众中引起了强烈反响。大家纷纷
表示，党的十九大描绘了全面建设社会主义
现代化国家的宏伟蓝图，进一步指明了党和
国家事业的前进方向，要把学习宣传贯彻党
的十九大精神作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首要
的政治任务，以实际行动贯彻落实党的十九
大精神。

市高法院▶▷
10月27日上午，市高法院召开党组中心组

（扩大）会议传达学习十九大精神。会议要求，
全市法院要把党的十九大精神扎扎实实落实到
各项工作中。要深学笃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思想，牢固树立总体国家安全观，坚
决维护国家政治安全特别是政权安全、制度安
全；切实抓好执法办案第一要务，提高办案质量
和效率；按照全面深化改革总目标要求，深化司
法体制综合配套改革；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
的发展思想，努力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司法案
件中感受到公平正义。 （黄乔）

市检察院▶▷
10月27日上午，市检察院召开学习宣传贯

彻党的十九大精神干部大会。会议强调，全市
检察机关要把学习宣传贯彻好党的十九大精神
作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首要的政治任务。检
察机关不仅要有法治担当，而且要有政治担当；
不仅要正确履行好法律监督职能，而且还要担
当起维护社会公平正义的职责使命；不仅要办
好案件，而且要善于站在全局来谋划和推进检
察工作。要从打造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格
局、维护国家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等更高层次
来着眼和着力，让人民群众有更多获得感、幸福
感、安全感。 （周松）

市公安局▶▷
10月26日，市公安局党委召开中心组（扩

大）会议，专题传达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
市公安局相关负责人表示，全市各级公安机关
要深刻领会和准确把握党的十九大精神，准确
把握精神实质、不断深化思想认识，推进法治公
安建设，促进社会公平正义。要加强执法能力
建设，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化解社会矛盾、
预防惩治犯罪、维护公共安全。要全面从严治
党治警，打造过硬公安队伍，不断开创重庆公安
全面从严治党治警新局面。 （周松）

市委教育工委▶▷
10月27日，市委教育工委、市教委召开干

部大会，传达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会议
强调，要把学习宣传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作为
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首要的政治任务，采取“进
教材、进课堂、进网络、进社团、进头脑”的方式，
在全市大中小学掀起学习贯彻的热潮；着力推
动教育事业优先发展，大力发展普惠性学前教
育，推进城乡义务教育一体化建设，加快高中阶

段教育优质发展，创新职业教育产教融合及校
企合作发展，加快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建设，办
人民满意的教育。 （匡丽娜）

市国资委▶▷
10月26日下午，市国资委召开干部大会，

传达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会议强调，要把党
的十九大精神及时传达到市国资系统每一位干
部职工，落实到具体工作中，党委中心组、党支
部要学原文、悟原理，开展专题学习讨论；要研
究深化国企高质量发展、高强度改革、高起点创
新、从严管党治党的思路；要加强经济运行调
度，确保全年目标任务完成；要抓好国企改革工
作，完成各项既定改革目标。

（杨永芹）

市委农工委▶▷
10月27日，市委农工委召开专题会议，传

达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要求把学习宣传
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作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
首要的政治任务，迅速行动，坚持读原著、学原
文、悟原理，认真、系统地学习党的十九大报告
和党章等重要文件，深刻领会精神实质和丰富
内涵。要以推进“两学一做”学习教育常态化制
度化为重要抓手，迅速掀起学习宣传贯彻党的
十九大精神热潮。要认清使命、强化担当、埋头
苦干，以实际行动抓好贯彻，推动党的十九大精
神在重庆“三农”工作中落地生根。（向婧）

市林业局▶▷
10月27日，市林业局召开党组中心组学习

会传达学习十九大精神。市林业局党组负责人
表示，全市林业系统将以十九大精神为指引，大
力推进生态保护和修复，努力扩大增量、优化存
量、提升质量，加快建设长江上游重要生态屏
障；进一步加强区域联动，建立跨区县、跨省市
的林地、森林、湿地、野生动植物联合保护制度，
形成全市、全域的“大保护”工作格局；加强三峡
库区库岸治理，进一步加强植树造林，通过新建
一批湿地自然保护区、湿地公园，及时将沿江两
岸重要生态地区和生态系统保护起来。

（王翔）

市科委▶▷
10月25日，市委科技工委召开工委会议，

专题学习党的十九大精神。会议认为，创新是
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十九大报告提出要加快
建设创新型国家，为科技创新工作指明了方
向。全市科技系统将深入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大
精神，大力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重点抓好高
新技术企业培育、知识价值信用贷款改革扩大
试点、科技成果初始权益分配制度改革扩大试
点、知名院校重大项目引进、知名创投机构引
进、区县创新发展、人工智能产业技术创新、科
技创新平台管理、科技精准扶贫等工作，构建开
放协同、高效灵敏的创新体系。

（张亦筑）

市民政局▶▷
市民政局召开全局系统干部职工学习宣传

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大会强调，学习贯彻党的
十九大精神，首先就要抓好报告中有关民生民
政工作的重大决策部署的学习。要认真研究新
时代民政工作的定位、特点和规律，完善社会救
助等各项救助保障制度，推进农村低保制度与
扶贫开发政策衔接，在托底线、补短板、强弱项
上下功夫，编密织牢困难群众基本生活保障安
全网。要加强基层政权建设，深化基层群众自
治，创新社区治理，深化社会组织管理制度改
革，有序发展社会工作、志愿服务，构建共建共
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 （陈波）

市城乡建委▶▷
连日来，市城乡建委系统采取多种形式，掀

起学习、宣传、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热潮。大家
表示，十九大提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建立健全
城乡融合发展体制机制和政策体系，为重庆开
展新型城镇化建设、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
进一步明晰了发展思路。全市城乡建设系统干
部职工将进一步提振精气神，扎实做好城乡建
设各项工作，重点抓好特色小镇培育、持续改善
农村人居环境、农村危房改造、全力推进脱贫攻
坚、提升村镇建设管理水平等工作。

（廖雪梅）

市人社局▶▷
10月26日下午，市人社局召开局党组中心

组学习（扩大）会，传达学习党的十九大精神。
会议强调，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
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
到党的十九大精神上来，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武装头脑、指导实践。要坚
持民生为本、人才优先，重点抓好“城乡公共就
业服务体系、社会保障体系、职业培训体系”三
大服务体系，进一步加大人才队伍建设力度，稳
步推进人事制度改革；围绕扩大就业、社会保
障、劳动维权、人事人才、能力建设5个重点，切
实维护劳动者合法权益。 （黄乔）

市委党校▶▷
市委党校有关负责人表示，党校将把学习

好、宣传好、贯彻好十九大精神作为当前和今后
一个时期首要的政治任务。一是积极组织党校
教师集中学习、研讨和集体备课，推动党的十九
大精神进课堂、进教材。二是紧紧围绕习近平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开展科研资政研
究。三是积极组织党校专家学者广泛开展宣传
宣讲，把党的十九大精神送到基层一线。四是
发挥全市党校系统的资源优势，为全市建设高
素质专业化干部队伍、为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大
精神贡献党校力量。 （罗静雯）

黔江区▶▷
黔江区召开全区领导干部大会强调，把学

习好、宣传好、贯彻好十九大精神作为当前和今
后一个时期首要的政治任务，迅速行动起来，确
保党的十九大精神传达到每一个党支部、每一
名党员干部和群众。要把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大
精神与黔江实际结合起来，聚焦关系黔江长远
发展的重大问题、群众关注的热点难点问题，深
入开展调查研究，以务实管用的发展举措推动
黔江发展，把学习贯彻十九大精神的成果体现
在推动工作、促进发展的实绩上，真正把十九大
精神贯彻落实到黔江大地上。

（何清平）

渝北区▶▷
10月26日，渝北区委召开常委会传达学习

党的十九大精神。会议强调，认真学习宣传贯
彻党的十九大精神，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首
要的政治任务。一要抓好传达学习，各级党组
织要精心制定学习计划，确保学深悟透。二要
做好宣传宣讲准备，使老百姓听得懂、能领会、
可落实。三要抓好教育培训，实现不同类别、不
同层次、不同岗位的党员干部学习培训全员覆
盖。四要抓好学用结合，紧密联系渝北实际，积
极谋划思考，理清工作思路，制定行动计划，确
保十九大精神扎扎实实落实在渝北大地上，推
进渝北各项事业不断发展。 （张莎）

江北区▶▷
江北区委负责人表示，江北区将紧紧围绕

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大精神，聚焦民生实事、城市
建设、社会治理等群众关心的问题，通过“百姓
论谈”“梦想沙龙”“文艺进社区”等喜闻乐见的
活动，进村社、学校、企业等开展宣传宣讲，让党
的十九大精神家喻户晓。要对标对表党的十九
大提出的各项任务要求，细化工作目标任务，明
确责任分工，强化督促考核，确保件件有行动、
项项见成效，推动江北区更高标准更高质量全
面建成小康社会，把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
的成果体现在推动工作、促进发展的实绩上。

（戴娟）

江津区▶▷
10月27日下午，江津区召开十四届三次全

委会，专题传达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和全
市领导干部大会精神，就全区学习宣传贯彻党
的十九大精神进行安排部署。会议要求全区各
级各部门用党的十九大精神统一思想、明确方
向，指导实践、凝聚力量，统揽全局、谋划工作，
对标对表，精心准备，确保第一时间贯彻落实好
中央和市委的安排部署，确保党的十九大精神
在江津大地落地生根，真正把学习贯彻党的十
九大精神的成果体现在推动工作、促进发展的
实绩上，继续推进江津各项事业发展。

（龙丹梅）

荣昌区▶▷
荣昌区召开区委常委扩大会强调，将坚持

以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找准目标，增

添动力，提高供给体系质量，大力发展实体经
济。建设中国生猪大数据中心，保持畜牧科技
领先优势，掌握行业多领域话语权，全力打造以
农牧为特色的国家高新区。积极推进荣昌货运
机场项目筹建，为建设国家西部物流枢纽打好
基础。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深化“干部进百家”
活动，抓好扶贫攻坚工作，壮大村居集体经济，
筑牢基层组织战斗堡垒，让城乡居民更快实现
平等共享高水平小康社会的丰硕成果。

（何清平）

奉节县▶▷
10月27日，奉节县委召开常委（扩大）会

议，传达学习党的十九大精神。十九大代表、奉
节县委负责人表示，奉节将下发《关于认真学习
宣传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的通知》，按照中央部
署和市委要求，抓好结合、系统安排，丰富载体、
拓展形式，学用结合、推动工作，做到内化于心、
外化于行，迅速在全县掀起学习宣传贯彻党的
十九大精神的热潮。 （颜安）

垫江县▶▷
近日，垫江县召开县委常委扩大会议和全

县干部大会，专题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要
求全县各乡镇及部门迅速掀起学习贯彻党的十
九大精神的热潮，认真领悟精神内涵，创新学习
方式，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十九大精神上来。
要结合垫江实际，加快推进“牡丹故里·康养垫
江”特色旅游品牌建设，将农业与乡村旅游相结
合，助推旅游产业发展；加快推进工业绿色发
展，紧扣“一个建成、六个显著”的奋斗目标，着
力做好垫江工业园区企业转型升级、提质增效；
加快招商引资和项目建设，推动签约项目落
地。 （蔡正奋）

基层干部群众▶▷
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就是要集中精

力做好当前各项工作。渝北区大湾镇党委书
记程前表示，将按照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总体
部署，遵循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
理有效、生活富裕的总要求，推动大湾发展。
九龙坡区铜罐驿镇党委书记彭禹表示，将深入
学习领会党的十九大精神，特别是在推进实施
乡村振兴战略中，依托市级历史文化名镇打
造，坚持走文旅整合发展之路，重点做好田园
综合体，让老百姓致富。重庆杂技艺术团业务
部部长赵磊说，党的十九大为文化工作者提出
了新要求，未来，杂技艺术团将持续以人民为
中心，扎实开展好进基层、进社区、进校园等公
共文化服务活动。江北区教师进修学院体育
教研员、社会体育指导员陈晶晶说，十九大报
告中提到“广泛开展全民健身活动，加快推进
体育强国建设”，十分令人振奋。作为一名社
会体育指导员，将毫不保留地将体育理论和技
术广泛传授给群众，成为推动全民健身的参与
者和奉献者。

（戴娟 夏婧 刘蓟奕）

全市各地各部门干部群众表示

以实际行动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大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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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市南川区公共资源综合交易中心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公开出让公告
南川交易（土地）告字[2017] 13号

根据《招标拍卖挂牌出让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规定》，现对以下拟供应宗地按公开出让商业40年、住宅用地70年予以公
告，公告时间为2017年10月27日9:00至2017年11月16日17:00。土地供应方将公开出让。公开出让时间为2017年11
月17日10：30（如有变动另行通知）。

详情请登录重庆市南川区公共资源综合交易网站：http://www.ncggjy.com
联系电话：（023）71413398 联系人：戴先生 重庆市南川区公共资源综合交易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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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划指标要求

容积率≤4.0（不得小于1），建筑密度≤35%，绿
地率≥30%，建筑限高100米。其他规划条件按

渝规南条件函【2017】0012号文件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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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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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元）

6785

根据《招标拍卖挂牌出让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规定》，现对以下拟供应宗地按出让年限商业40年、办公40年、住宅50年、工业50年予以公告，公告时
间为2017年10月28日12：00－2017年11月17日12：00。公告时间内有2家以上（含2家）申报的，将择日采取招标拍卖方式确定受让方；公告时间内有
1家申报的，将挂牌出让。招标拍卖日期另行通知。请有意受让者在公告截止前到重庆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重庆联合产权交易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土
地和资源交易分中心索取出让具体要求和相关资料并进行报名，联系电话：63650270、63656187（FAX），地址：重庆市北部新区龙睛路2号凯比特大厦A1
栋1楼，联系人：王先生。出让人：重庆市国土资源和房屋管理局，地址：重庆市渝中区人和街99号。

详情请登录重庆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重庆联合产权交易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网站：www.cqggzy.com。

商业、住宅类

序号 土地位置 用途 土地面积
（㎡） 总计容建筑面积

（㎡） 最大建筑密度 绿地率 出让价款起始价
（万元） 备注

17143

17144

备注：1、土地面积以实测为准；2、竞买人取得《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成交确认书》后2个工作日内申请办理订立《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逾期则
《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成交确认书》自行失效。

九龙坡区大杨石组团R
分区R18-9-1/04号宗

地

两江新区龙兴组团C分
区C12-3/01、C13-4/01

号宗地

二类居住用地、
商业用地、商务

用地

中小学用地

12793

123435

≤44775

按规划
要求

≤40%

按规划
要求

≥25%

按规划
要求

32968

9999

重庆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
重庆联合产权交易所集团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公开出让公告

2017-42

详情请登录重庆市规划局公众信息网站:http://www.cqupb.gov.cn/wsfw/wsfw_list.aspx?ClassName=17

重庆市规划局城乡规划公告
类别

城市设计方案公
告

类别

控制性详细规划
修改与完善方案

公告

序号

1

2

3

4

5

序号

1

2

3

4

项目名称

两江新区礼嘉组团A69-4-1、A69-4-2地块（北恒紫岳项目）城市设计

重庆火车北站北广场商业地块城市设计

重庆两江新区龙盛商业中心区核心地块城市设计

重庆市大渡口制氧站地块城市设计

北碚区蔡家南部滨江居住片区城市设计

项目名称
重庆市主城区西永组团A标准分区A4-6等地块(凤凰镇政府旁)控制性

详细规划修改方案公示

重庆市主城区北部新区B标准分区B10-5地块（金渝、金州大道之间）控
制性详细规划修改方案公示

重庆市主城区人和组团I标准分区I57-1-2/03等地块控制性详细规划修
改方案公示

重庆市主城区北碚组团M标准分区M02-1等地块（北碚小湾片区）控制
性详细规划修改方案公示

行政辖区

两江新区

两江新区

两江新区

大渡口区

北碚区

行政辖区

沙坪坝区

两江新区

两江新区

北碚区

编制单位

重庆绿城两江建筑设计有限公司

悉地国际设计顾问（深圳）有限公司

阿特金斯顾问(深圳)有限公司北京分公司

重庆和美建筑规划设计有限公司

重庆博建建筑规划设计有限公司

申请单位

沙坪坝区人民政府

两江新区管理委员会

两江新区管理委员会

北碚区人民政府

公示时间
2017年10月31日至
2017年11月29日

2017年10月31日至
2017年11月29日

2017年10月31日至
2017年11月29日

2017年10月31日至
2017年11月29日

2017年10月31日至
2017年11月29日

公示时间
2017年10月31日至
2017年11月29日

2017年10月31日至
2017年11月29日

2017年10月31日至
2017年11月29日

2017年10月31日至
2017年11月29日

公示地点
两江新区规划分局、项目现场、重庆市规划展览馆公

示厅、重庆市规划局公众信息网站

两江新区规划分局、项目现场、重庆市规划展览馆公
示厅、重庆市规划局公众信息网站

两江新区规划分局、项目现场、重庆市规划展览馆公
示厅、重庆市规划局公众信息网站

大渡口区规划分局、项目现场、重庆市规划展览馆公
示厅、重庆市规划局公众信息网站

北碚区规划分局、项目现场、重庆市规划展览馆公示
厅、重庆市规划局公众信息网站

公示地点
沙坪坝区规划分局、项目现场、重庆市规划展览馆公

示厅、重庆市规划局公众信息网站

两江新区规划分局、项目现场、重庆市规划展览馆公
示厅、重庆市规划局公众信息网站

两江新区规划分局、项目现场、重庆市规划展览馆公
示厅、重庆市规划局公众信息网站

北碚区规划分局、项目现场、重庆市规划展览馆公示
厅、重庆市规划局公众信息网站

咨询电话

18008347303

18008347303

18008347303

68836799

68861838

咨询电话

13368430274

13368430274

18008347303

6790778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