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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 曾立）8 月 22
日，由重庆、四川、云南、贵州四省市主
办的第三届长江上游地区省际协商合
作联席会在云南昆明召开。会议审议
并通过了长江上游四省市2019年基础
设施互联互通、生态环境联防联控、公
共服务共建共享、旅游宣传推广协作四
个重点工作方案。

四省市高速公路省界收费站
年底全部取消

其中，《长江上游四省市2019年基
础设施互联互通重点工作方案》明确，
目标是努力构建长江上游面向南亚、东
南亚国家和印度洋周边地区协同开放
平台。

为此，四省市将在构建高效便捷铁
路大通道、完善省际公路网络、推动航
运协作发展、高水平打造现代航空、推
进国际运输走廊建设、深化能源领域合
作、构建高速共享信息网络方面下功夫。

在铁路方面，四省市将打通至长三
角和京津冀地区的高速铁路大通道，共
同争取将成渝中线、遂渝城际（兰渝高
铁）、渝汉高铁、渝湘高铁黔江至吉首段
铁路纳入国家《新时代中长期铁路网规
划（2035年）》，打通至粤港澳大湾区、
北部湾经济区的高速铁路大通道。

公路方面，除了加快推进江津至习
水至古蔺、成都至资阳至潼南至合川、

南充至潼南至荣昌至泸州等高速公路
建设，2019年底，四省市的高速公路省
界收费站也将全部取消。

航运方面，将大力发展长江集装箱
江海联运，推动川渝合作共建达州至万
州铁水联运港，开辟内陆江海直达新通
道。

航空方面，将进一步加强西南地区
干支线机场相互连接，推进旅游重点区
域支线机场之间环飞串飞。

国际运输走廊建设方面，将依托中
缅、中老泰、中越、中缅印通道建设，经
昆明通往周边国家重要节点城市，形成
长江上游地区面向南亚东南亚国家的
国际运输走廊，与“一带一路”建设通道
相互衔接。

能源方面，推进川渝电网一体化发
展，规划建设川渝特高压交流环网，增
加川电送渝规模。实现“十三五”溪洛
渡电站枯期留存云南部分电量转送重
庆。

信息网络方面，建立四省（市）信息
基础设施合作共建机制，依托中新（重
庆）国际互联网数据专用通道建设，积极
构建西部地区与东南亚以及陆海新通道
沿线国家、地区的信息高速公路及网络，
提升国际化互联互通水平和能力。

将开展跨区域生态环境保护执法

在生态环境方面，《长江上游四省

市2019年生态环境联防联控重点工作
方案》包含了跨省市水污染防治、加强
流域生态系统保护、实施水资源保护与
利用工程、强化长江沿岸化工企业整
治、加强跨省市固体废物管理、施行大
气污染联防联控联治、深化环境风险联
合防控、建立生态补偿机制、加强跨区
域“三线一单”交流衔接及环评会商、强
化科技支撑等十个方面的内容。

其中，四省市不仅将统一组织开展
跨区域生态环境保护执法，建设跨省市
水体水质监测网络，开展省级及以上工
业园区污水处理设施整治，还将推动形
成生态保护监管新格局，以促进长江
干、流及主要支流水质、区域空气质量
不断改善，长江生态环境保护修复取得
明显成效。

住房公积金有望实现异地互认互贷

《长江上游四省市2019年公共服
务共建共享重点工作方案》将稳步推进
四省市在市场资源、就业和社会保障、
医药卫生、教育、社会治理等公共服务
领域的一体化。

其中包括，进一步推动市场一体
化、促进区域内科技资源共享、推进人
力资源市场开放合作、提高公共就业和
社会保障服务一体化水平、加强医药卫
生公共服务协作、加强教育交流合作、
继续推进住房公积金异地互认互贷和

转移接续合作、健全退役军人工作区域
协调机制、加强社会治理公共服务合
作、进一步加强区域应急协作等十个方
面。

“这些合作都将务实、高效地推
进。”市发展改革委相关负责人称，如住
房公积金异地互认互贷，四省市明确专
人负责协调处理具体事宜，建立完善

“住房公积金互认互贷服务热线”，在充
分尊重各地具体政策措施的基础上，确
保申请异地贷款的职工与本地贷款职
工同等享有贷款权益。

联合开发跨省市精品旅游线路

在旅游方面，《长江上游四省市
2019年旅游宣传推广协作重点工作
方案》明确，四省市将以互为目的地
的形式开展旅游宣传营销活动，联合
开发跨省市精品旅游线路，共同打造

“大香格里拉生态旅游区”“川滇黔渝
黄金旅游线路”“茶马古道生态文化
旅游”“318世界生态景观大道自驾自
助游”“金沙江流域生态旅游走廊”

“红军长征文化旅游线路”等旅游线
路和产品。

此外，四省市还将推进实施新型旅
游线路开发行动，共创区域旅游品牌，
联合开发旅游市场，提升旅游整体形
象，推动四省市旅游业持续、快速、健康
发展。

基础设施互联互通 生态环境联防联控 公共服务共建共享 旅游宣传推广协作

川渝滇黔四省市将围绕四大重点加强合作 本报讯 （记者 戴娟）近日，重庆
日报记者从市政协重点提案《关于推进
渝东南少数民族特色村镇保护与发展的
建议》督办会上获悉，我市将指导重点少
数民族特色村镇试点实施“十个一”项
目，打造一批有人文、有记忆、有故事、有
内涵的民族特色村镇，弘扬民族文化。

近年来，重庆在渝东南民族地区实
施少数民族特色村镇项目71个，基本
形成了“改造一片民居，美化一线风景，
富裕一方人民，传承一种文化”的态
势。不过，市政协民宗委在调研中发
现，我市在推进渝东南少数民族特色村
镇保护与发展过程中，仍存在规划建设
缺乏统筹、基础设施配套滞后、民族文
化传承不够等问题。为此，他们通过提
案从立法为先、加强统筹、改善环境、强
化指导、突出特色等角度，提出了推进
渝东南少数民族特色村镇保护与发展
的建议意见。

督办会上，作为提案主办单位的市

民族宗教委表示，下一步将按照国家民
委和市委、市政府关于少数民族特色村
镇保护与发展的要求，突出问题导向，
加强调查研究；加强规范管理，推进融
合发展；加强传承挖掘，弘扬民族文化；
加强品牌打造，加大宣传推广，进一步
抓好少数民族特色村镇建设，助推脱贫
攻坚和乡村振兴。

其中，指导重点特色村镇试点实施
“十个一”项目，即：在一批重点村镇出
一本书、制作一张光碟、推出一台剧目、
建设一个文化陈列馆（传习馆）、开发一
批民族工艺品（纪念品）、展示一批民族
文化元素、开发一批特色餐饮、传承一
批非遗项目、开展一批节庆活动、培育
一批导游解说员。

同时，我市今年还将进一步加大对
特色村镇的宣传推广，在互联网上对重
点少数民族特色村镇进行集中宣传推
介，全方位展示其自然风光、民族风情
和建筑风格。

实施“十个一”项目

我市将打造一批民族特色村镇

本报讯 （记者 黄乔）8 月 20
日，2019年重庆市退役军人就业创业活
动周启动仪式暨退役军人专场招聘会在
重庆人力资源服务产业园举行。当天，
220家企业进场招聘，提供岗位7048
个，共4500余人参加专场招聘活动。

重庆日报记者在现场看到，包括重
庆工程学院、重庆工商大学、重庆工贸
职业技术学院、重庆能源职业学院、重
庆市公共卫生学校、重庆市卫生技工学
校、重庆医科大学附属大学城医院等重
点企业参加招聘会。

据统计，招聘会共组织企业220
家，其中综合类企业有117家，此外有
房地产、制造业、医疗类和教育类等企
业提供岗位7048个。招聘会设立了专

门的服务区，为退役军人解疑答惑，提
供相关政策、法律咨询和求职登记等服
务。现场，有1247人与用工企业达成
初步就业意向。

据了解，该活动由市人力社保局、
市退役军人事务局、重庆警备区政治工
作局主办，市就业服务管理局、市退役
军人服务中心承办，市人才市场执行。
活动周时间为8月20日至31日，持续
12天，将先后开展退役军人专场招聘
会、退役军人就业创业论坛、重庆军转
律师服务“五军”主题沙龙、退役军人就
业创业大讲堂、创业孵化园区考察、网
络招聘会等活动，为广大退役军人和其
他优抚对象提供优质、高效、便捷的就
业创业服务。

2019年重庆市退役军人
就业创业活动周启动

8月22日，重庆图书馆，市民在
开馆前就排起了百米长队。连日高
温，重庆图书馆迎来了阅读高峰。高
温下，图书馆既能读书学习，又能消
夏避暑，成为市民的好去处。

通讯员 孙凯芳

图书馆外排长队
避暑学习两不误

本报讯 （记者 杨铌紫）8月22
日，重庆日报记者从市委宣传部获悉，
经广泛推荐、评选，关心照顾白血病病
人、病患儿童的退役消防战士杨伯兵等
20位身边好人登上第85期“重庆好人
榜”。

自我市开展“我推荐我评议身边
好人”活动以来，受到广大群众和社会
各界的广泛关注。截至目前，已开展
85 期评选，共推出 2146 名“重庆好

人”，有200余人荣登“中国好人榜”，
展示了“重庆好人”风采。好人们存好
心、做好事、当好人，坚持“润物细无
声”的日行一善，聚沙成塔，筑起了道
德精神的高楼，为引领社会风尚，传递
正能量做出了积极贡献。这些好人就
在你我身边，他们的事迹或许并不轰
轰烈烈，但坚持不懈的努力和真诚无
私的大爱，充分诠释了对真善美的执
着追求。

第85期“重庆好人榜”出炉

第 85 期“重庆
好人榜”

扫一扫
就看到

本报讯 （记者 仇峥）8 月 22
日，“2019中国民营企业500强峰会”
在青海省西宁市举行。此次大会发布
了“2019中国民营企业500强”榜单，
其中15家重庆民营企业入围。

据悉，“中国民营企业500强”榜单
是全国工商联在对规上民营企业调研
的基础上，按年营业收入总额降序排列
产生。“2019中国民营企业500强”企
业入围门槛为185.86亿元，较去年的
156.84亿元大幅提高。

此次进入榜单的重庆民营企业分
别是：金科投资控股（集团）有限责任
公司（35位）、龙湖集团控股有限公司
（41位）、隆鑫控股有限公司（124位）、

小康控股有限公司（171位）、力帆控
股有限公司（194位）、中昂投资集团
有限公司（218位）、协信控股（集团）
有限公司（251位）、华宇集团有限公
司（254位）、中科控股有限公司（270
位）、华南物资集团有限公司（295
位）、新欧鹏企业（集团）有限公司
（297位）、博赛矿业（集团）有限公司
（333位）、金龙精密铜管集团股份有
限公司（392位）、宗申产业集团有限
公司（443位）、东银控股集团有限公
司（462位）。

与“2018中国民营企业500强”比
较，今年重庆新增一家入围企业，总数
达到15家。

15家重庆民企入围
“2019中国民营企业500强”

8月20日一早，巴南区龙洲街道联
发·龙洲湾1号项目后山上，几位工人正
抓紧对裸露岩壁进行喷播植草作业。
不远处，此前栽植的区域已隐隐泛绿。

“根据相关部门要求，我们正通过
喷播植草、人工种植等方法对生态管控
区域内0.9公顷的面积进行复绿，现已
完成65%，预计月底能全面完成。”项
目开发商相关负责人介绍。

0.9公顷区域生态被破坏

巴南区生态环境局相关负责人介
绍，7月14日，该区接到中央第四生态环
境保护督察组移交的群众投诉件。投诉
称，巴南区龙洲街道联发地产公司在建设
开发龙洲湾一号项目时，对项目后方的
铜锣山进行挖掘开发，可能会造成铜锣
山过度开发，破坏铜锣山生态环境。

接到交办件后，巴南区委、区政府
高度重视，立即责成区规划自然资源
局、区生态环境局、区林业局等部门第
一时间赶赴现场调查核实。

相关工作人员表示，根据现场调
查，联发·龙洲湾1号项目权属用地不
在划定的重庆市主城区“四山”管控区
范围内，也不在生态保护红线范围内。
用地规划和项目规划许可符合市政府

批准的地块控制性详细规划，也符合
《重庆市“四山”地区开发建设管制规
定》（渝府令第204 号）和《重庆市主城
区美丽山水城市规划》的相关管制要
求，项目用地内的开发建设依法依规开
展，并不会对铜锣山造成过度开发。

但在现场踏勘调查过程中，通过结
合卫星遥感影像资料核实，工作人员发
现联发·龙洲湾1号项目二期工程用地
外东侧面积约0.9公顷区域位于生态
管控区内，其中林地占0.6公顷，其余0.3
公顷为集体土地。“该区域原为岩石地
貌，岩缝中生长有小型乔木和灌木，但我
们在现场却发现原有植被不见了。”

立案查处违法行为

植被何以消失？工作人员第一时

间找到开发商，了解情况。
联发地产公司相关负责人表示，由

于项目二期用地内地形高差达40多
米，有部分陡坡，在实施挡土墙过程中，
为防止动用大型机械设备震动造成施
工作业面上方山体表面浮石滑落，对施
工人员安全造成威胁，于是便对挡土墙
上方山体进行喷锚加固。

此外，为方便施工，施工方还在挡
土墙上方开辟了一条供旋挖机等设备
施工的作业面，因此导致生态管控区
0.9公顷区域内的植被被清除。

生态管控区的红线“碰”不得。根
据现场核实结果，巴南区各部门按照职
责职能，对超出用地红线外的施工行为
进行了依法查处。据介绍，巴南区规划
和自然资源局已对建设单位违法占用

0.3公顷集体土地的行为依法进行立案
查处，7月18日下发处罚告知书，没收
地上构筑物，并处罚款44300元；巴南
区林业局已对施工单位未经当地林业
主管部门批准，非法毁坏占用林地
6300 平 方 米 的 行 为 作 出 处 罚 款
189100元。

月底前完成复绿工作

查处不是目的，尽快恢复区域生态
才是关键。巴南区生态环境局相关负
责人介绍，现场核查过后，巴南区相关
部门迅速安排工作人员现场督导开发
商与建设单位制定科学有效的整改方
案，对被占用的0.9公顷区域复绿，并
要求其在保证山体稳定安全的前提下，
对0.9公顷用地与下方项目用地交界
处的边坡挡墙进行垂直绿化处理。

重庆日报记者现场看到，复绿作业
如今正在有序进行。通过引进喷播植
草新技术，工人们先在岩壁上挂上钢丝
网，再将泥土、草籽、肥料、粘合剂等兑
水混合，用喷射机喷射至岩壁，解决了
岩壁复绿难题。为提高成活率，防止雨
水冲刷造成泥土流失，在喷播后，工人
们还在其上方覆盖了一层用稻草压制
而成的水土保持毯。

严查毁坏森林等违规违法行为

巴南区生态环境局相关负责人介
绍，除了联发·龙洲湾1号项目外，该区
近期还举一反三，全面排查了铜锣山脉
生态控制红线下在建的碧桂园、远洋高
尔夫、中交锦悦等6个开发建设项目以
及已建成的项目，目前未发现破坏生态
现象。

接下来，该区将加强执法检查，对
毁坏森林、破坏生态等违规违法行为一
经发现，将立即整改，严厉处罚。

严查违法行为 复绿铜锣山
巴南积极整改修复生态环境

本报记者 栗园园 实习生 胡梦
本报讯 （首席记者 彭瑜）8月

21 日，全市“学习新思想 点赞 70
年 建功新时代”微宣讲第五片区赛
在忠县举行，来自万州、开州、梁平、
忠县、石柱等区县的 10名选手参加
比赛。

比赛中，选手们紧紧围绕学习贯彻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这个主题，突出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
立70周年这条主线，以学习贯彻习近

平总书记视察重庆重要讲话精神为重
点，结合自身工作实际，运用PPT、背景
音乐以及现场还原经典场景的形式，从
身边的小故事说起，用简明生动的语
言、真实鲜活的事例、朴实感人的故事，
传递了满满的正能量，赢得了观众的阵
阵掌声。

最终，忠县广播电视台的赵潘、万
州区广播电视台的熊维玮获得参加全
市决赛资格。

全市“微宣讲”第五片区赛在忠县举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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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钢铁集团朵力房地产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2018年年度股东大会的通知
各位股东：

重庆钢铁集团朵力房地产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公司”）2018年年度股东大会会议将于2019年9月
12日上午09：00在朵力公司三会议室召开，现将有关
事项通知如下：

一、会议时间：2019年 9月 12日（星期四）上午
09:00

二、会议地点：朵力公司三会议室
三、会议召集人：重庆钢铁集团朵力房地产股份有

限公司董事会
四、召开方式：现场会议
五、会议议题
1.审议《公司2018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2.审议《公司2018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3.审议《公司2018年年度报告》。
4.审议《公司2018年度财务工作报告》。
5.审议《公司2018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6.审议《公司2018年度利润分配方案》。
7.审议关于公司2019年全面预算的议案。
8.审议关于公司2019年投资计划的议案。
9.审议关于公司监事变动的议案。
六、出席大会人员
1.截至2019年9月2日转让结束后，在重庆股份

转让中心有限责任公司登记在册的本公司全体股东或
委托代理人。

2.本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和公司聘请的
律师。

七、登记事项
1.登记时间：2019年9月4日－5日上午9：10-

11：10，下午1:30-3:30
2.登记地点：重庆钢铁集团朵力房地产股份有限

公司董事会办公室
3.登记方式：
出席会议的股东应持以下文件办理登记：①自然

人股东持本人身份证、股东账户卡；②由代理人代表个
人股东出席本次会议的，应出示委托人身份证（复印
件）、委托人亲笔签署的授权委托书、股东账户卡和代
理人身份证；③由法定代表人代表法人股东出席本次
会议的，应出示本人身份证、加盖法人单位印章的单位
营业执照复印件、股东账户卡；④法人股东委托非法定
代表人出席本次会议的，应出示本人身份证、加盖法人
单位印章并由法定代表人签署的授权委托书、单位营
业执照复印件、股东账户卡。

自然人股东采用上门方式登记；法人股东可以信
函、传真及上门方式登记，公司不接受电话方式登记。

《授权委托书》《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书》请见附
件。

八、会议联系人：龚磊、黄红玉
地址：重庆市大渡口区钢花路8号钢城大厦19F

（邮编：400080）
联系电话：（023）68842351、68846215

传真：（023）68842351
九、其他事项：
（1）会议材料备于董事会办公室；
（2）临时提案请于会议召开十天前提交；
（3）本次会议预计需时两个小时，与会股东交通、

食宿费用自理。
特此公告

重庆钢铁集团朵力房地产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9年8月21日

授权委托书

兹全权委托_______（先生/女士）代表本单位/本
人出席重庆钢铁集团朵力房地产股份有限公司2018
年年度股东大会，并代为行使表决权。

委托人（签名）： 委托人身份证号码：
（法人股东加盖公章） （法人股东提供营业执照登记号）

委托人持股数： 委托人股权证号（股东账户号）：

法定代表人（签名）： （法人股东填写此栏）
受托人签名： 身份证号码：
委托日期：

法定代表人资格证明书

_____同志，在我单位任_____职务，系我单位法
定代表人。

特此证明。
单位名称（盖章）：

年 月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