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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市采矿权公开出让公告
渝矿采出字〔2018〕11号

根据国土资源部《矿业权交易规则》、《重庆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重庆市整合建立统一的公共资源交易平台实施方案的通知》，现对以下采矿权予以公告，公
告时间为2018年6月12日12:00-2018年7月11日12:00。公告日期内有2家以上（含2家）申报的采取拍卖方式确定受让方，拍卖时间另行通知；公告时间内只有1
家单位申报的将采取挂牌出让。本次公开出让的采矿权采用网上交易，出让详细资料和具体要求，竞买申请人可在公告期内登录重庆市公共资源交易网（网址：http:
//www.cqggzy.com）进入重庆市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和矿业权网上交易系统查阅、下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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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次公告将在重庆市国土房管局公众信息网：www.cqgtfw.gov.cn、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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

备注：
一、序号GC18016采矿权出让人：秀山土家族苗族自治县国土资源和房屋管理

局，地址：重庆市秀山县中和街道渝秀大道。
二、交易网址及CA办理：（一）本次公开出让采矿权交易网址为重庆市公共资源交

易网（网址：http://www.cqggzy.com）；（二）网上交易申请人应当办理CA数字证
书，凭CA数字证书登陆网上交易系统申请报名、交纳保证金、进行报价。CA数字证
书办理单位名称：东方中讯数字证书认证有限公司，地址：重庆市南岸区复兴街9号中
讯时代6-1，联系电话：4000235888。网上自助办理证书网址：http：//os.ezca.org：
8001/easyca/netpay/，或关注“东方中讯”微信服务号获取更多帮助。

三、竞买申请人在公告期内登录网上交易系统并提交竞买申请后，交易系统自动
生成随机保证金帐号。竞买申请人应在公告期内交纳竞买保证金至随机保证金帐号，
交款人需与竞买申请人一致，保证金账户只接受银行转账或电汇方式，不接受现金或
现金汇款，不接受代交款和个人名义交款。竞买保证金到账截止时间为：2018年7月
11日12:00。为避免因竞买保证金到账时间延误，影响您顺利获取网上交易竞买资
格，建议您在保证金到账截止时间的1至2天之前交纳竞买保证金。如成功竞得，已缴

纳的保证金可抵作采矿权出让收益，由竞得人委托重庆联合产权交易所集团股份有限
公司支付至财政非税收入专户；如未竞得，可在成交日之后1个工作日内办理退还手
续，不计利息。

四、采矿权竞买人资质要求：竞买人须为营利法人。
五、竞得人须在取得成交确认书后的15个工作日内，持成交确认书向采矿权出让人

申请签订《重庆市采矿权出让合同》，逾期未提交申请的，由竞得人自行承担相应责任。
六、风险提示：（一）采矿权投资存在有不可预计的风险，包括出让文件所表述的有

关矿产资源情况（矿层厚度、矿石质量、储量等）与实际开采有差距的风险，包括但不限
于安全、地质灾害防治、环境保护等要求、对特定采矿方法、选矿方法限制以及国家产
业政策或者矿产资源规划调整的影响、不可抗力的影响等风险。竞买人参加竞买并提
交申请，即视为竞买人对采矿权现状和出让文件已完全认可并自愿承担所有风险；

（二）有关该宗采矿权的用地、用水、用电、公路、环保、基础设施等工作，由竞得人
自行负责并依法完善相关手续；

（三）若竞得人竞得该宗采矿权后，在办理采矿登记所需要件时进行安全、环境评
价等认定为不适宜开采的，该宗采矿权按不成交处理。

序号

GC18016

采矿权名称

重庆市秀山县清溪镇平阳界村
一组饰面用灰岩矿

地理位置

秀山县清溪镇
平阳界村一组

矿种

饰面用灰
岩矿

矿区范围拐
点坐标

详见《网上交
易出让文件》

储量
（万立方米）

41.1

开采面积
（平方公里）

0.1909

开采标高

+1030米
至+920米

生产规模
（万立方米/年）

5

出让年
限（年）

8.2

出让收益底
价（万元）

1370.41

保证金金额
（万元）

304

本报讯 （首席记者 李珩）6月11
日是中国器官捐献日，重庆日报记者从
重医附属儿童医院举行的器官捐献日宣
传活动上获悉，我市器官捐献工作从
2012年8月获批开展以来，目前已登记
人体器官捐献志愿者5038人，成功捐献
302例，共挽救了801名患者的生命。

据了解，我国每年等待器官移植的
患者超过30万人，但其中只有1万人能

够幸运地等到供体。“重庆也不例外。”重
医附属儿童医院相关负责人介绍，以该
院为例，常态有100多名孩子在等待肝
移植。

年仅8个月的润润（化名）算是幸运
的，才在儿童医院接受肝移植手术的他
是接受的他母亲的部分肝脏。他和母亲
作为特殊嘉宾参加了此次宣传活动。

润润来自四川内江，因胆道闭锁，从

2个月大开始就反复黄疸，母亲将自己
的部分肝脏移植给了儿子。这也是该院
实施的首例亲体肝移植手术。

“但更多患者还处于苦苦等待的状
态。”市红十字会有关负责人说，今年我
市已共计成功捐献人体器官44例，捐献
的130个器官挽救了118名患者的生
命，也呼吁更多人能加入到这个队伍中
来。

重庆人体器官捐献志愿者达5038人
成功捐献302例，共挽救801名患者生命

据 新 华 社 西 安 6 月 11 日 电
（记者 李浩）“我不怕死，我一个人
牺牲了，还有更多的人活着，将来的
社会必定是光明的，不要为我伤心
掉泪。”这是烈士李子洲被捕后在狱
中写信鼓舞妹妹李登岳的话。

李子洲，1892年出生于陕西省
绥德县。1917年夏考入北京大学
预科，两年后入哲学系学习，参加了
李大钊创建的北京大学马克思学说
研究会。五四运动中，任北大学生
会干事，被推举为五四游行大会主
席团成员，积极参加了“火烧赵家
楼、痛打卖国贼”等革命活动。

1920年1月，为使全国了解陕
西社会情形及黑暗状况，李子洲与
旅京陕西学生创办了《秦钟》月刊。
次年10月更名为《共进》。1922年
10月又成立了陕西旅京青年进步
组织共进社，他既是共进社的领导
人，又是《共进》半月刊的撰稿人和
发行人。

1923年初，经李大钊、刘天章
介绍，李子洲加入中国共产党。同
年夏，从北大毕业回陕，先后在三原
渭北中学、榆林中学任教。1924年
秋，李子洲任绥德陕西省立第四师
范学校校长。在他的指导下，绥师
成立了学生会，组织了进步团体共
进分社、陕北青年社，创办了进步刊
物《陕北青年》，引导大批青年走上
革命道路。

1924年冬，李子洲等人在四
师成立了陕北第一个社会主义青
年团支部，并帮助榆林中学和延
安四中建立了党团组织，选派刘
志丹等一批党团员进黄埔军校学
习军事政治，派党团员到陕北军
阀部队做兵运工作，发展百余名
官兵加入了中共党团组织，为这
支部队后来发动清涧起义打下了
组织基础。他还组织成立了陕北
国民会议促成会，开展轰轰烈烈
的反军阀斗争。

1926年 12月，李子洲奉调到
西安参加筹建国民军联军驻陕总司

令部和改组国民党陕西省临时党部
的工作。1927年1月，当选为国民
党陕西省党部执行委员兼青年部部
长。

1927年2月，中共陕甘区执行
委员会在西安成立，李子洲任执委
委员，分管组织工作，在他和战友们
的共同努力下，陕甘40多个县市成
立了党团组织，农民运动轰轰烈
烈。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李子洲
和陕甘其他领导人一起，组织了西
安人民讨蒋游行示威，还通过国民
党陕西省党部执行委员会，向全国
发出通电，揭露蒋介石的反革命罪
行。

1927年6月，冯玉祥追随蒋介
石在陕西进行“清党”，并电令留守
陕西的石敬亭逮捕李子洲等共产党
人，他被迫转入地下坚持斗争。7
月，中央撤销陕甘区委，成立陕西省
委，李子洲当选为省委常委兼组织
部长。同年9月，兼任中共陕西省
委军委书记，参与了省委对清涧起
义、渭华起义的领导决策工作。

1928年 11月，李子洲代理中
共陕西省委书记。1929年2月，由
于叛徒出卖，省委机关遭到严重破
坏，李子洲被捕入狱。面对敌人酷
刑折磨，他坚贞不屈，与敌人进行针
锋相对的斗争。由于李子洲入狱前
已积劳成疾，加之敌人的残酷折磨，
同年6月18日在狱中病逝，时年36
岁。

陕北共产党发起人——李子洲

本报讯 （记者 匡丽娜）今
日，我市 30.5 万名学生将参加中
考，超六成考生可上普通高中。

2018年重庆市中考于6月12
日至 14 日进行。考试科目为 7
科，总分 750 分（含体育 50 分）。
重庆市 2018 年中考报名人数为
30.5 万人，根据重庆市教委此前
公布的2018年中考招生计划，全
市普通高中招生计划为 19.5 万

人。由此估算，重庆2018年中考
预计将有 63.9%的考生可以进入
普通高中。

据了解，2018年重庆市各区县
共设置中考考场443个（其中，联招
考场67个，非联招考场376个）。报
名考生分为报考普通高中考生、中
职与高职本科贯通“3+4”考生、公
费幼师、中职考生、只毕业不升学考
生五类。

我市30.5万学生今日中考
超六成考生可上普通高中

本报讯 （首席记者 陈钧）6 月
11日，2018年第25届世界猪病大会在
重庆悦来国际会议中心隆重召开。在为
期4天的会议里，来自全球的5000多名
专家学者将齐聚两江新区，共同探讨促
进全球生猪健康以及进行相关技术和知
识的交流。

据介绍，本届会议共设置了15个平
行论坛。与会专家将就猪场主要传染病
防控、种猪场生物安全与猪场设计、病毒
变异及防控策略等多个主题进行研讨。

据悉，大会共收到903篇论文摘要，
其中165篇被选择做口头发言，其他做
壁报展示。此外，大会组委会邀请了全
球最知名的37位猪兽医专家做大会主
题发言。

值得一提的是，这也是国际猪病大
会创办50年以来首次落户中国。作为

ICCA（国际大会及会议协会）会议库的
系列性会议，国际猪病大会创立于1969
年，是全世界从事猪病防治研究工作者
两年一次的盛会。

“国际猪病大会首次在中国举办，标
志着世界对中国猪业科技和产业发展，
以及组织国际性大型会议的能力和条件

的认可，也符合中国世界第一养猪大国
的地位。”大会组委会相关负责人介绍。

数据显示，中国是目前世界上最大
的生猪生产和猪肉消费国，生猪存栏量
超过世界总量的60%，猪肉产量占世界
总量的半数以上，人均消费量位居世界
前茅。

第25届世界猪病大会在渝召开

关 注 中 国 器 官 捐 献 日

1.到当地红十字会或器官捐献办公
室填写并递交《中国人体器官捐献志愿
登记表》。

2.登录中国人体器官捐献志愿者登
记官方网站：www.china-organdonation.
org.cn进行线上登记。

3.致电当地红十字会或省管理中心
索要（邮寄）《中国人体器官捐献志愿登
记表》。

4.关注“中国人体器官捐献管理中
心”微信公众号，扫描二维码进行报名
登记。

器官捐献登记方式

本报讯 （记者 张莎）“菲利普，你
的生命在5个中国人身上得到延续！”6
月11日，市红十字会向重庆日报记者披
露了于5月9日成功实施的重庆首例涉
外器官捐献背后的跨国爱心故事。

5月9日，在重庆西南大学任教的澳
大利亚籍英文老师菲利普（Phillip
Andrew Hancock）因病医治无效去
世。经过重庆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严
格的医学评估，确认菲利普完全符合器
官捐献的条件。

在澳大利亚驻华总领事馆和西南大
学翻译人员的协助下，菲利普的父母详
细了解了中国器官捐献的法律条款、捐
献政策以及捐献流程，并签署了人体器
官捐献志愿登记的法律手续。全家人共
同作出了捐献菲利普眼角膜、肝脏、肾
脏、心脏、肺等器官用于挽救他人生命的
书面决定。

当天，菲利普成功捐献肝脏1枚、肾

脏2枚、角膜1对，他因此成为我市首例
外籍人士器官捐献者。

菲利普捐献的2枚肾脏分别成功移
植给了一名30岁左右的女士和一名40
岁左右的男士；他的肝脏成功移植给了
一名40岁左右的男士。目前，菲利普捐
献肝脏的移植受者手术后已从重症监护
室转入普通病房，生命体征平稳，精神和
食欲都已恢复正常；菲利普捐献两枚肾
脏的移植受者手术顺利，未见明显的排
斥反应，两位患者都已经可以下床活动；
两名角膜移植受者已康复出院，视力已
恢复正常。

至此，这位拥有大爱的澳大利亚年
轻人共挽救了3名中国人的生命，让2名
中国人重见光明。

日前，市红十字会工作人员第一时
间将这个好消息通过微信转告给了菲
利普的父亲。听到儿子捐献的器官已
在5位患者身上得到了生命的延续，菲

利普的父亲感到非常欣慰。他告诉市
红十字会工作人员：“他是我们家最小
的儿子，也是让全家最骄傲的孩子，让
我们感到最自豪的是看着他以优异的
成绩从大学毕业，然后走上工作岗位服
务社会。”他说，菲利普一直是器官捐献
的倡导者，在澳大利亚时就是一名器官
捐献志愿者。

菲利普的父母表示，捐献儿子的器
官，不仅帮助儿子实现了愿望，同时也
让儿子的生命在5位中国人身上得到了
延续，儿子的爱留在了他所热爱的中
国，留在了重庆，他们为儿子感到骄傲
和自豪。

据悉，菲利普是第七例外国友人中
国成功实施器官捐献者，也是重庆市的
首位涉外器官捐献者。市红十字会负责
人介绍，外国友人在我国实施器官捐献，
这意味着我们国家的器官捐献体制已逐
步与国际接轨，并得到了广泛认可。

他的生命在5个中国人身上得到延续

重庆首例涉外器官捐献成功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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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 周雨）6月11
日，永川区儿童医院正式开业。该
医院是按三甲标准建设的公立医疗
机构，填补了渝西地区无儿童医院
的空白。

该医院位于永川文昌路上，与
神女湖小学紧邻，项目总投资2亿
元，占地面积 40 亩，建筑面积约
5.5万平方米。此次投入使用的为
一期项目，建筑面积约 2 万平方
米。

永川区儿童医院与永川区集嫒
医院实行“两块牌子一套班子”。其
前身是1983年成立的永川计生指
导站。2004年，永川以计生指导站
为基础成立永川集嫒医院，专注于
妇幼医疗保健服务。2014年，永川
区又以集嫒医院为基础，立项建设

永川区儿童医院。
该院院长黄玲表示，永川区儿

童医院的目标是建成渝西地区区域
性中心儿童医院，今后该院将以医
联体为载体，与重医附属儿童医院
实行双向转诊。永川区儿童医院将
以接诊常见病、多发病患者为主，并
为病情稳定重症患者提供治疗、康
复、护理服务。

据了解，我市已在渝北礼嘉、渝
东北万州、渝东南黔江分别建起了
重医附属儿童医院礼嘉分院、重庆
三峡中心医院儿童分院、黔江中心
医院正阳儿童医院三所区域性中心
儿童医院。永川区儿童医院的建成
投用，将填补渝西地区无儿童医院
的空白，有效缓解重医附属儿童医
院的接诊压力。

渝西地区有儿童医院了
永川区儿童医院昨日开业

近日，大足区龙水镇雅美佳污染
净化湿地生态园内，各类湿地植物生
机盎然，为夏日乡村增添了靓丽色

彩。据了解，该湿地生态园占地 1500
亩，直接服务于大足区玉滩湖濑溪河
流域水污染防治与生态环境改善工

程，并集湿地景观建设、乡村湿地旅
游、污染净化科普宣教、观光型湿地农
业于一体，在有效改善周边地区水环
境、净化水质的同时，也让附近村民增
加了收入。

记者 齐岚森 摄

大足 生态湿地净污添彩

重庆首例涉外器官捐献者菲利普生
前照片。 （市红十字会供图）

本报讯 （记者 周松 实习生
黄振胜）6月11日，记者从市公安局获
悉，在公安部统一组织指挥下，我市公安
机关成功破获重庆直辖以来最大的制造
冰毒案，打掉以汪某为首的冰毒制造团
伙，抓获犯罪嫌疑人6名，缴获冰毒成品
及半成品520余公斤。

去年7月，公安机关成功破获一起
涉嫌运输贩卖毒品案件，抓获犯罪嫌疑人
林某，当场缴获冰毒4公斤。侦办此案时，
民警发现相关证据指向了一名有贩毒前
科的成都籍男子汪某。经调查，汪某是一
名制毒技师，制毒团伙以汪某为首，长期
流窜四川、重庆各地寻找合适的制毒地
点，并伺机制造毒品销往全国各地。

经侦查，民警发现汪某等人正在运
输大量制毒设备前往渝北区深山中。侦
查民警通过跟踪守候，初步锁定制毒工

厂就在渝北区王家镇一偏僻山村。
为不打草惊蛇，民警乘毒贩外出时

化装成村民进入村中寻找制毒工厂。王
家镇山林密集，房屋散落在大山中，由于
进入山中的车辆较少，民警决定从车胎
痕迹入手，顺藤摸瓜找到制毒地点。

民警发现，半山腰一片竹林里，有一
独栋小楼，这栋楼窗户封闭，安装有防盗
门，院墙也进行了加高。走访中，群众向
民警反映，这家租户前不久还改造了水
电，行迹可疑。民警基本确定，这里就是
制毒团伙的制毒窝点。

民警循线追踪，又发现了该团伙位
于渝北区高速路口某小区的一处储存原
料窝点。

但就在案件侦破获得重大进展时，
该团伙突然将藏匿在两处的制毒设备与
原料同时用两辆车运走。面对这一突发
情况，民警立即兵分两路隐蔽跟踪嫌疑
车辆，并伺机抓捕嫌疑人。当嫌疑车辆
在必经路口进入伏击地点后，各抓捕小
组迅疾出击截停车辆，当场抓获犯罪嫌
疑人6名，缴获冰毒成品及半成品520
余公斤。至此，汪某团伙制造冰毒案成
功告破。

经过审讯，汪某等6名犯罪嫌疑人
对制造冰毒的犯罪事实供认不讳。六人
合伙出资购买大量冰毒原料，由汪某等
技师进行制造，并准备向全国贩卖，不料
被重庆警方及时查获。

深山制毒难逃法网

特大制造冰毒案重庆告破
关 注 6 · 2 6 国 际 禁 毒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