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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决定任命
舒立春为重庆市教育委员会主任。
二、任命
杨易为重庆市监察委员会委员；
成春为重庆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

审判委员会委员；
陈洪、罗伟为重庆市第三中级人民

法院副院长、审判委员会委员；
周鸿为重庆市第四中级人民法院

副院长；
唐文为重庆市第五中级人民法院

副院长、审判委员会委员；
柳德新、田忠曼为重庆市第五中级

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委员；
汤君丽为重庆市高级人民法院审

判员；
陈唤忠为重庆市第五中级人民法

院审判员。
三、决定免去
赵为粮的重庆市教育委员会主任

职务。
四、免去

田忠曼的重庆市高级人民法院审
判委员会委员、审判员职务；

符虎的重庆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
审判员职务；

吴美来的重庆市第二中级人民法
院审判员职务；

樊非的重庆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
副院长、审判委员会委员、审判员职务；

唐文的重庆市第四中级人民法院
副院长、审判委员会委员、审判员职务；

谭卫、陈洪的重庆市第五中级人民
法院审判委员会委员、审判员职务；

李钺锋的重庆市人民检察院副检
察长、检察委员会委员职务；

盛宏文的重庆市人民检察院检察
员职务；

晏磊的重庆市人民检察院第三分
院检察委员会委员、检察员职务；

宋永琦的重庆市人民检察院第四
分院检察委员会委员、检察员职务；

杨毅伟的重庆市人民检察院第五
分院检察员职务。

重庆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公告
〔五届〕第16号

（2018年9月29日重庆市第五届人民代表
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五次会议通过）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地方各级人
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政府组织
法》第二十七条、《重庆市各级人民代表
大会常务委员会人事任免工作条例》第
二十五条的规定，重庆市第五届人民代

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五次会议决定：接
受舒立春同志辞去重庆市第五届人民
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职务。报请
重庆市第五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
议备案。

重庆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公告
〔五届〕第17号

重庆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关于接受舒立春同志辞职的决定

（2018年9月29日重庆市第五届人民
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五次会议通过）

城口县人民代表大会选出的重庆
市第五届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当真都吉
调离重庆市，工作关系已不在本行政区
域内。潼南区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
会决定接受刘君权、刘琪林辞去重庆市
第五届人民代表大会代表职务，武隆区
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决定接受刘
剑辞去重庆市第五届人民代表大会代

表职务。根据代表法的有关规定，当真
都吉、刘君权、刘琪林、刘剑的重庆市第
五届人民代表大会代表资格终止。

截至目前，重庆市第五届人民代表
大会实有代表848人。

特此公告。
重庆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2018年9月29日

重庆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公告
〔五届〕第18号

第一条 为了保障重庆市人民代表
大会常务委员会（以下简称市人大常委会）
依法行使讨论决定重大事项的职权，促进
决策科学化、民主化、法治化，根据宪法和
有关法律，结合本市实际，制定本规定。

第二条 本规定所称重大事项，是
指本市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
建设各方面，关系改革发展稳定大局和
人民群众切身利益、社会普遍关注的，应
当经市人大常委会讨论决定的事项。

第三条 市人大常委会讨论决定重
大事项，应当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坚
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充分发扬民
主，严格遵守法定程序，依法行使职权。

市人大常委会讨论决定重大事项的
情况，应当向市人民代表大会报告。

第四条 下列事项应当经市人大常
委会讨论决定：

（一）为了保证宪法、法律、行政法
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
决议、决定，市人民代表大会决议、决定
的遵守和执行所采取的重大措施；

（二）市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调
整方案；

（三）市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调
整方案、本级预算调整方案和本级政府
决算；

（四）重大改革举措；
（五）重大民生工程；
（六）重大建设项目；
（七）重点城镇建设；
（八）加强全市民主法治建设的重大

措施；
（九）本市人大换届选举工作中的有

关重大事项；
（十）撤销市人民政府的不适当的决

定和命令；
（十一）撤销区县（自治县）人民代表大

会及其常务委员会不适当的决议、决定；
（十二）市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因不同

意检察委员会多数人的意见而报请市人
大常委会决定的重大问题；

（十三）确定本市永久性节庆日；
（十四）授予或者撤销“荣誉市民”等

荣誉称号；
（十五）批准缔结或者撤销友好城市

关系；
（十六）组织特定问题调查委员会；
（十七）法律、法规规定或者市人大

常委会认为需要讨论决定的其他事项。
第五条 下列事项应当向市人大常

委会报告，市人大常委会可以提出审议意
见，必要时可以作出相应的决议、决定：

（一）贯彻实施宪法、法律、行政法规、
地方性法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
委员会决议、决定，市人民代表大会及其
常务委员会决议、决定的重要情况；

（二）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的执
行情况，财政预算的执行情况；

（三）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实施
的中期评估情况；

（四）预算执行和其他财政收支的审
计情况及审计查出问题的整改情况；

（五）国有资产管理情况；
（六）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的实施情

况，城乡总体规划的编制、修改、实施情
况，以及城乡建设的重要情况；

（七）环境保护规划的实施情况，环
境状况和环境保护目标完成情况，以及
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情况；

（八）行政管理改革发展的重要情况；
（九）法治政府建设的重要情况；
（十）重大突发事件应急处置情况；
（十一）教育、科学、文化、卫生、社会

保障等社会事业发展情况；
（十二）农业和农村工作、扶贫工作

等方面的重要情况；
（十三）推动少数民族地区经济与社

会发展等方面的重要情况；
（十四）区县级行政区划变更和市人

民政府的局、委员会等工作部门的设立、
增加、减少或者合并的方案；

（十五）市人民政府及其相关部门，
市监察委员会，市高级人民法院，市人民
检察院，市人民代表大会有关专门委员
会、市人大常委会有关工作机构办理市
人民代表大会代表（以下简称人大代表）
议案和建议、批评、意见的情况；

（十六）市人大常委会交办的公民控
告、申诉和社会反映强烈的重大案件的
调查情况和处理意见；

（十七）市人大常委会特定问题调查
委员会的调查情况；

（十八）法律、法规规定或者市人大
常委会认为需要报告的其他事项。

第六条 下列国家机关（机构）和人
员可以依法提出市人大常委会讨论决定
重大事项的议案：

（一）市人大常委会主任会议；
（二）市人民政府、市监察委员会、市

高级人民法院、市人民检察院；
（三）市人民代表大会专门委员会；

（四）市人大常委会组成人员五人以
上联名；

（五）市人民代表大会闭会期间，人
大代表十人以上联名。

前款第四项、第五项提出的议案，由
主任会议决定是否提请市人大常委会会
议审议，或者先交市人民代表大会有关
专门委员会审议，提出报告，再决定提请
市人大常委会会议审议。

第七条 市人大常委会讨论决定重
大事项的议题，一般应当在每年年初提
出。年度重大事项议题计划于每年第一
季度由主任会议通过，印发市人大常委会
组成人员、有关国家机关和人员，并向社会
公布。

主任会议在通过年度重大事项议题
计划前，可以采取公开征集议题等形式，
广泛听取人大代表、社会各界和广大市
民的意见。

年度重大事项议题计划需要作个别
调整的，由主任会议决定。

未列入年度重大事项议题计划的重
大事项，确需提请市人大常委会讨论决
定的，由市人大常委会主任会议决定列
入市人大常委会会议议程草案。

第八条 提请市人大常委会讨论决
定的重大事项的议案、报告，应当包括以
下内容：

（一）重大事项的基本情况；
（二）讨论决定重大事项的必要性、

可行性的说明；
（三）与重大事项有关的法律、法规、

政策依据及决策参考资料；
（四）需要解决的主要问题；
（五）解决方案及社会稳定风险评估

报告。
法律、法规对议案、报告的内容有规

定的，适用其规定。
第九条 市人大常委会讨论决定重

大事项前，主任会议可以组织市人大常
委会组成人员、人大代表视察或者调查
研究，也可以要求市人民代表大会有关
专门委员会或者市人大常委会工作机构
开展调查研究。

调查研究结束后应当提出报告，印

发市人大常委会组成人员和提议案人。
对专业性、技术性较强的重大事项，

应当组织专家、智库、专业机构进行深入
论证和评估，或者要求有关国家机关进
行补充论证。

第十条 市人大常委会讨论决定重
大事项，应当同审议代表议案、办理代表
建议、组织开展代表活动结合，邀请相关
人大代表参加座谈会、听证会、论证会，
充分听取人大代表的意见和建议。

第十一条 市人大常委会讨论决定
重大事项，应当广泛听取社会公众意见。

对存在重大意见分歧或者涉及利益
关系重大调整的重大事项，应当召开听
证会听取各方面意见。

对社会关注度高的重大事项、重大
决策，应当公开相关信息、进行解释说
明，根据需要可以通过网络、报刊等媒体
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

第十二条 市人大常委会主任会议
提出重大事项议案的，由主任会议委托
有关人员在市人大常委会会议上作出说
明，回答市人大常委会组成人员的询问。

市人民政府、市监察委员会、市高级
人民法院、市人民检察院、市人民代表大
会专门委员会提出议案的，由其负责人
在市人大常委会会议上作出说明，回答
市人大常委会组成人员的询问。

市人大常委会组成人员或者人大代
表联名提出重大事项议案的，由议案联
名人推举其中一人在市人大常委会会议
上作出说明，回答市人大常委会组成人
员的询问。

第十三条 市人大常委会关于重大
事项的决议、决定，应当及时向社会公布。

第十四条 市人大常委会对重大事
项作出的决议、决定，本市各级国家机
关、社会团体、企业事业单位和公民应当
遵守和执行。

市人民政府、市监察委员会、市高级
人民法院、市人民检察院应当在规定期
限内将执行情况报告市人大常委会。

第十五条 市人大常委会通过执法
检查、听取审议工作报告、专题询问、代
表视察、专题调研等形式，对有关重大事
项决议、决定的执行情况进行监督。对
不执行决议、决定或者执行决议、决定不
力的，通过询问、质询、特定问题调查等
方式加强监督。

第十六条 对违反本规定的相关机
关及责任人员，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各
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监督法》、
《重庆市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各级人民
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监督法〉办法》等法
律、法规的规定处理。

第十七条 本规定自2018年10月
1日起施行。

重庆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讨论决定重大事项的规定
（1999年5月28日重庆市第一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六次会议通过 2009年3月

26日重庆市第三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九次会议第一次修订 2018年9月29日重庆市
第五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五次会议第二次修订）

第一条 为了彰显宪法权威，激励
和教育国家工作人员忠于宪法、遵守宪
法、维护宪法，加强宪法实施，根据《全国
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实行宪法
宣誓制度的决定》，结合本市实际，制定
本办法。

第二条 本市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及
县级以上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选举、通过、决定任命、任命的国家工作
人员，本市各级人民政府、监察委员会、
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和县级以上人民
政府各部门任命的国家工作人员，在就
职时应当公开进行宪法宣誓。

第三条 宣誓誓词如下：
我宣誓：忠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

维护宪法权威，履行法定职责，忠于祖
国、忠于人民，恪尽职守、廉洁奉公，接受
人民监督，为建设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
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努力奋斗！

第四条 市人民代表大会选举的人
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主任、副主任、秘
书长、委员，市长、副市长，监察委员会主
任，高级人民法院院长，通过的人民代表
大会专门委员会主任委员、副主任委员、
委员等，在依照法定程序产生后，进行宪
法宣誓。宣誓仪式由市人民代表大会会
议主席团组织。

区县（自治县）人民代表大会选举的
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主任、副主任、
委员，区长、副区长，县长、副县长，监察
委员会主任，人民法院院长，通过的人民
代表大会专门委员会主任委员、副主任
委员、委员等，在依照法定程序产生后，
进行宪法宣誓。宣誓仪式由区县（自治
县）人民代表大会会议主席团组织。

市、区县（自治县）人民代表大会选
举的人民检察院检察长，报经上一级人
民检察院检察长提请该级人民代表大会
常务委员会批准后，进行宪法宣誓。宣
誓仪式由本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主任会议组织。

乡、民族乡、镇人民代表大会选举的
人民代表大会主席、副主席，乡长、副乡
长，镇长、副镇长，通过的人民代表大会
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主任委员、副主任
委员、委员等，在依照法定程序产生后，
进行宪法宣誓。宣誓仪式由乡、民族乡、
镇人民代表大会会议主席团组织。

第五条 在市人民代表大会闭会期
间，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任命的
人民代表大会专门委员会副主任委员、
委员，决定任命的副市长，在依照法定程
序产生后，进行宪法宣誓。宣誓仪式由
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主任会议组
织。

在区县（自治县）人民代表大会闭会
期间，区县（自治县）人民代表大会常务
委员会任命的人民代表大会专门委员会
副主任委员、委员，决定任命的副区长、
副县长，在依照法定程序产生后，进行宪
法宣誓。宣誓仪式由区县（自治县）人民
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主任会议组织。

第六条 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

会任命的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副秘
书长、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办事机
构和工作机构的主任、副主任、委员，通
过的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主任委员、副
主任委员、委员，决定任命的人民政府秘
书长、局长、主任，在依照法定程序产生
后，进行宪法宣誓。宣誓仪式由市人民
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主任会议组织。

区县（自治县）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
员会任命的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办
事机构和工作机构的主任、副主任、委
员，任命的区县（自治县）人民代表大会
专门委员会办公室主任、副主任，通过的
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主任委员、副主任
委员、委员，决定任命的人民政府局长、
主任等，在依照法定程序产生后，进行宪
法宣誓。宣誓仪式由区县（自治县）人民

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主任会议组织。
第七条 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

会任命的监察委员会副主任、委员，高级
人民法院和中级人民法院副院长、审判
委员会委员、庭长、副庭长、审判员，重庆
铁路运输法院院长、副院长、审判委员会
委员、庭长、副庭长、审判员，人民检察院
和人民检察分院副检察长、检察委员会
委员、检察员，重庆铁路运输检察院检察
长、副检察长、检察委员会委员、检察员，
决定任命的中级人民法院院长、人民检
察分院检察长等，在依照法定程序产生
后，进行宪法宣誓。当场接受市人民代
表大会常务委员会颁发任命书的人员，
宣誓仪式由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主任会议组织；其他人员，宣誓仪式由市
监察委员会、市高级人民法院、市人民检

察院分别组织。
区县（自治县）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

员会任命的监察委员会副主任、委员，人
民法院副院长、审判委员会委员、庭长、
副庭长、审判员，人民检察院副检察长、
检察委员会委员、检察员等，在依照法定
程序产生后，进行宪法宣誓。当场接受
区县（自治县）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颁发任命书的人员，宣誓仪式由区县（自
治县）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主任会
议组织；其他人员，宣誓仪式由区县（自
治县）监察委员会、人民法院、人民检察
院分别组织。

第八条 本市各级人民政府、监察
委员会、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和县级以
上人民政府各部门任命的国家工作人
员，在就职时应当进行宪法宣誓。宣誓
仪式由任命机关组织。

第九条 本市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会
议主席团组织的宣誓仪式，一般应当在
人民代表大会全体会议上当选结果公布
之后、大会闭幕之前举行。宣誓仪式由
人民代表大会当次全体会议主持人主
持。

市、区县（自治县）人民代表大会常
务委员会主任会议组织的宣誓仪式，应
当在常务委员会全体会议上当场颁发任
命书之后、会议闭幕之前举行。宣誓仪

式由常务委员会当次会议主持人主持。
本市各级人民政府、监察委员会、人

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和县级以上人民政
府各部门组织的宣誓仪式，应当在任命
通知公布之日起十五个工作日内举行。
宣誓仪式由任命机关负责人主持。

第十条 宣誓仪式根据情况，可以
采取单独宣誓或者集体宣誓的形式。集
体宣誓人数较多时，可以分批宣誓。

单独宣誓时，宣誓人应当左手抚按
《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右手举拳，拳心
朝前，诵读誓词。诵读誓词完毕，宣誓人
自报姓名。

集体宣誓时，主持人在当次宣誓人
中指定一人领誓。领誓人左手抚按《中
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右手举拳，拳心朝
前，领诵誓词；其他宣誓人整齐排列，右
手举拳，拳心朝前，跟诵誓词。诵读誓词
完毕，领誓人、宣誓人自报姓名。

第十一条 宣誓场所应当庄重、严
肃，悬挂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或者国
徽。宪法宣誓时应当先奏唱中华人民共
和国国歌。

组织宣誓仪式，应当设宣誓台，台面
上放置《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适当位
置设置宣誓誓词。领誓人和宣誓人应当
着装整洁、端庄，面向国旗或者国徽站
立，用普通话宣誓。

第十二条 负责组织宣誓仪式的机
关，可以根据本办法，结合实际情况，对
宣誓的具体事项作出规定。

宣誓的具体事项规定，应当依照有
关法律、法规的规定报送备案。

第十三条 本办法自2018年10月
1日起施行。

重庆市宪法宣誓实施办法
（2015年11月26日重庆市第四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一次会议通过 2018年

9月29日重庆市第五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五次会议修订）

《重庆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讨论决定重大事项的规定》已于2018年9月
29日经重庆市第五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五次会议通过，现予公布，自2018
年10月1日起施行。

重庆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2018年9月29日

重庆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公告
〔五届〕第19号

《重庆市宪法宣誓实施办法》已于2018年9月29日经重庆市第五届人民代
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五次会议通过，现予公布，自2018年10月1日起施行。

重庆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2018年9月29日

重庆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公告
〔五届〕第20号

重庆市万州区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拍卖出让公告
万州地交〔2018〕15号

根据国家有关法律法规，经重庆市万州区人民政府批准，重庆市万州区国土

资源和房屋管理局决定拍卖出让1宗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重庆市万州区公共

资源交易中心具体承办。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地块基本情况、规划设计主要指标及要求：

备注：1.该宗土地需补充地票48575平方米，由重庆市万州区周家坝街道办事处在土地成
交后，竞得人签订《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之前完成补充使用地票手续。2.该宗
土地竞得人应负责对该用地范围所涉及双柏树滑坡进行治理，并承担所需费用。

地块
编号

wz2018
-9-16

土地位置

周家坝街
道双堰塘
片区

土地
用途

二类居
住 (R2)

土地面积
(m2)

129443

主要规划指标

计容建筑面积：不得大于
258886平方米

容积率：不得大于2
建筑密度：不得大于40%
绿地率：不得小于30%

出让
年限

70年

起始价
(万元)

26406.372

竞买保证
金(万元)

13200

二、竞买人资格要求：

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具备房地产

开发企业一级资质的法人均可申请参

加竞买，但欠缴本区土地出让金的单位

除外。本次出让可独立竞买，也可以联

合竞买。联合竞买申请人每一名成员

均须具备上述条件。

三、竞买申请程序

（一）交纳竞买保证金

竞买保证金须于2018年10月22

日 14 时前汇入以下账户（以到账为

准）：

开户单位：重庆市万州区公共资源

交易中心

开户行：重庆三峡银行天城支行

账号：0217016430000038

（二）递交书面竞买申请

已交纳竞买保证金的竞买申请

人，须于 2018 年 10 月 22 日 14 时至

15时，向我中心提交书面竞买申请。

申请资料的具体要求详见拍卖出让文

件。

以竞买保证金足额到达我中心指

定账户且我中心收到齐备的竞买申请

文件查验审核通过为准，过时不再受

理。

本次出让不接受邮寄、电子邮件、

电话或口头申请。

四、拍卖时间和地点：2018年10

月22日15时在重庆市万州区公共资

源交易中心。

五、若截止到2018年 10月22日

15时，竞买人不足2人的，则该宗地

直接转入挂牌。挂牌时间自2018年

10月 23日 10时至2018年 11月 1日

15时（法定工作时间）。挂牌地点在

重庆市万州区公共资源交易中心。

交纳竞买保证金的截止时间顺延至

2018年 11月 1日 14时，提交申请时

间为 2018 年 11 月 11 日 14 时至 15

时。

六、本次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

按照价高者得的原则确定竞得人。

七、本次出让的详细资料和具体要

求，见拍卖出让文件，可登录重庆市万

州区公共资源交易信息网(网址：http:

//www.wzqztb.cn)查阅或下载。

八、联系方式

地址：重庆市万州区周家坝天城大

道709号闽天会展中心三楼

联系人：鲁老师

联系电话：（023）58332117

58203136(财务科)

重庆市万州区公共资源交易中心
2018年9月2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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