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沙坪坝：人居环境整治+文创产业 打造乡村艺术体验高地
谈到周末的乡村旅游，你最先想到

的是哪个区县？沙坪坝区的“诗意田园”
因距离中心城区近而拥有得天得厚的优
势。近年来，沙坪坝区深入推动乡村振
兴，精心绘就城乡融合发展新画卷。

毗邻大学城，位于缙云山脉的丰文
街道三河村，是沙坪坝区全域保留的乡
村振兴示范村。乡村治理井然有序，人

居环境焕然一新，产业发展亮点纷呈，三
河村成为市民周末出游体验乡村新生活
的好去处。

在人居环境整治过程中，三河村深

度支持参与产业发展。夏季大受欢迎的
萤火谷农场，得到三河村支持，扩大了经
营范围，改善了生态环境，延伸350亩的
萤火虫观赏区；同时，配套周边污水设

施、垃圾收运设施、步道、山坪塘等，打造
沿线自然景观。在景区住宿方面，三河
村完善以民房为基础的共享经济，以房
车、露营等方式帮助其解决住宿问题。

远山有邀，远山有窑。“远山有窑”已
成为三河村的一张文创名片。三河村帮
助“远山有窑”完成周边绿化、设施、垃圾
分类等人居环境整治，打造手工体验基

地，并完成森林人家项目申报。
此外，三河村利用人居环境整治成

果，引进“缙泉烧”、“镜蓝染”等一大批艺
术家和非遗传承人，盘活农村集体和村
民的闲置房屋28栋，建设“三河村艺术
家村落”，打造独具重庆特色的艺术体验
高地。

王庆炼

重庆农村土地交易所有限责任公司地票公开交易公告
渝农地司告字〔2022〕5号

现对以下拟供应地票予以公告，公告时间为2022年9月20日12时—2022年9月27日12时。9月20日12时开始在重庆农村土地交易所有限责任公司领取竞买
须知等资料。公告期满，申请购买总面积大于可交易总面积，且有两个及两个以上购买人申请购买的，以拍卖方式交易；申请购买总面积小于或者等于可交易面积，或
者仅有一个购买人申请购买的，以挂牌方式交易，未成交的，继续公告。

详情请登录重庆农村土地交易所有限责任公司门户网站（https://www.ccle.cn/），在地票专栏中查询。
地址：重庆市江北区永平门街14号·金融城2号T3塔楼8楼，联系电话：63836045、63830059（FAX），联系人：王先生

重庆农村土地交易所有限责任公司 2022年9月20日

备注：保证金账户名：重庆农村土地交易所有限责任公司，开户银行：重庆银行人和街支行，账号：550101040006819。

公告批次

22005（总第158批次）

拟供应地票面积
平方米
775492

亩
1163.238

交易起始价格
元/平方米

298
万元/亩
19.8667

保证金标准
元/平方米

45
万元/亩

3

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重庆大足支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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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务范围：许可该机构经营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

会依照有关法律、行政法规和其他规定批准
并经上级管理单位授权的业务，经营范围以
上级管理单位授权文件所列为准

地址：重庆市大足区棠香街道二环南路913号，915
号，917号，919号，901号附8号

邮编：402360 电话：18245935936
批准日期：2022-09-02 发证日期：2022-09-05
发证机关：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永川监管分局

中国邮政储蓄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重庆合川区和顺花园营业所

机构编码：B0018A350080050
许可证流水号：01094266
业务范围：许可该机构经营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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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址：重庆市合川区
盐井街道和顺花园B区3-1-8、3-1-9号

邮编：401520 电话：023-42720174
批准日期：2005-02-02 发证日期：2022-07-26
发证机关：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合川监管分局

以上信息可在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网站上（www.cbirc.gov.cn）查询

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重庆监管局关于颁（换）发《中华人民共和国金融许可证》的公告
下列机构经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重庆监管局核准，颁（换）发《中华人民共和国金融许可证》，现予以公告。

□新华社记者 安蓓 潘洁

当前经济运行态势如何？如何做
好重要民生商品保供稳价？将采取哪
些措施支持新能源汽车产业规范健康
发展？如何促进外资扩增量、稳存量、
提质量？国家发展改革委19日举行新
闻发布会作出回应。

全力以赴落实扎实稳住经济
一揽子政策和19项接续措施

8月份经济数据显示，我国经济总
体延续恢复发展态势。“主要指标呈现
积极变化，但经济恢复基础仍不牢固，
正处于经济恢复紧要关口。”国家发展
改革委新闻发言人孟玮说，高效统筹疫
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全力以赴落实
扎实稳住经济的一揽子政策和19项接
续措施。

她说，在有效投资方面，充分发挥
推进有效投资重要项目协调机制作用，
加快推动第一批3000亿元政策性开发
性金融工具尽早形成实物工作量，着力
用好新增3000亿元以上政策性开发性
金融工具，督促地方抓住施工窗口期，
推动项目尽快开工建设。在促进消费
方面，加快研究推动出台政策举措，积
极打造消费新场景，促进消费加快复
苏。在助企纾困方面，围绕缓缴部分行
政事业性收费和保证金、支持民营企业
健康发展等重点，加快推动出台一批政
策举措，着力降低市场主体负担。

“争分夺秒抓好各项政策贯彻落
实，推动有关举措早出快出、应出尽出，
尽快落地见效。”孟玮说。

预计9月份猪肉储备单月投
放量达历史最高水平

随着国庆节日临近，蔬菜、猪肉等

重要民生商品需求趋旺，叠加国内疫情
多点散发、部分地方出现强降雨天气等
不利因素，重要民生商品保供稳价工作
面临一定压力。

孟玮说，在紧盯蔬菜、猪肉等重要
民生商品市场供需形势的基础上，进一
步压实“菜篮子”市长负责制，切实做好
保供稳价工作。

一是指导各地紧抓蔬菜生产、加强
产销衔接、畅通运输配送，保障终端市
场“微循环”顺畅、市场供应充足。采取
平价销售、补贴流通销售环节、减免批
发市场进场费等措施，促进价格平稳运
行。

二是及时投放中央猪肉储备，指导
各地加大力度同步投放地方政府猪肉
储备，投放价格低于市场价格。同时，
指导各地适时投放成品粮油、蔬菜、鸡
蛋等储备，增加市场供应。

三是鼓励重点骨干企业坚持诚信
经营、带头保供稳价，协调有关部门严
厉打击串通涨价、哄抬价格等违法违规
行为。

“近期成品粮油价格基本稳定，蔬
菜、鸡蛋价格回落，猪肉价格总体平稳
运行。”孟玮说，将持续跟踪重要民生商
品市场形势，进一步压实地方主体责
任，保障市场供应充足、价格总体稳定。

近期国内生猪价格处于历史较高
水平。孟玮介绍，为增加中秋、国庆等
节日市场供应，国家发展改革委会同有
关部门已投放两批中央猪肉储备，近日
还将投放第三批储备，并指导各地加大
力度同步投放地方猪肉储备。预计9
月份合计投放猪肉储备20万吨左右，
单月投放数量达历史最高水平。下一
步，将继续紧盯生猪市场动态，必要时
还会进一步加大投放力度，促进市场和
价格平稳运行。

新能源汽车发展进入全面市
场化拓展期

今年1至8月，我国新能源汽车产
销分别完成397万辆和386万辆，同比
增长1.2倍和1.1倍，新能源汽车销量
占全部汽车销量比重达22.9%。

“我国新能源汽车产销量快速增
长，关键技术水平大幅提升，充电基础
设施等配套服务体系不断健全。”孟玮
说，我国新能源汽车产业已形成良好基
础，新能源汽车发展进入全面市场化拓
展期。

孟玮说，将会同有关部门进一步研

究完善新能源汽车政策体系；坚持“全
国一盘棋”优化新能源汽车产业布局；
鼓励企业充分依托我国产业基础，加快
突破新能源汽车关键系统部件和基础
共性技术；继续以开放姿态深化国际合
作，鼓励中外双方企业深化合作方式，
拓展合作领域，持续促进新能源汽车产
业高质量发展。

多措并举促进外资扩增量、
稳存量、提质量

今年以来，在全球疫情反复、乌克
兰危机爆发、跨国投资疲软的背景下，
我国利用外资克服多重困难，实现较快
增长。高技术产业利用外资同比增速
高于总体水平，中西部地区利用外资增
速高于东部地区，外资来源地更趋多元
平衡。

孟玮表示，将抓紧出台具体举措，
以制造业为重点，着力促进外资扩增
量、稳存量、提质量。

一是解决外商投资企业当前面临
的突出问题。在做好疫情防控前提下，
便利外商投资企业商务人员往来；加强
与外贸外资企业及其上下游企业主动
对接，保障运输通畅。

二是加大制造业引资力度。抓紧
推动出台2022年版鼓励外商投资产业
目录，引导外资投向先进制造、高新技
术、现代服务等领域及中西部和东北地
区；支持制造业外商投资企业进出口，
引导制造业外商投资企业国内梯度转
移。

三是加强外商投资促进和服务。
组织实施国际产业投资合作系列活动，
为跨国公司投资和各地方招商引资搭
建平台；健全重大和重点外资项目工作
专班机制，加快推进项目签约落地。

（新华社北京9月19日电）

经济形势怎么看？如何做好保供稳价？
——国家发展改革委回应经济运行热点

新华社北京 9 月 19 日电 （记者
高敬）生态环境部等17个部门和单位
近日联合印发《深入打好长江保护修复
攻坚战行动方案》，要求到2025年年
底，长江流域总体水质保持优良，干流
水质保持Ⅱ类，饮用水安全保障水平持
续提升，重要河湖生态用水得到有效保
障，水生态质量明显提升。

生态环境部水生态环境司有关负
责人19日介绍，2018年，《长江保护修
复攻坚战行动计划》印发实施。经过3
年攻坚，长江生态环境发生了转折性变
化，阶段性目标任务圆满完成。尽管长
江环境质量改善明显，但部分地区环境
基础设施欠账较多。同时，一些地方湿
地萎缩，水生态系统失衡，重点湖泊蓝

藻水华居高不下，水生态保护与修复亟
须突破。总体看，长江保护修复面临的
形势依然复杂，任务依然艰巨。

行动方案提出四大攻坚任务。在
持续深化水环境综合治理方面，要深入
推进城镇污水垃圾处理、强化船舶与港
口污染防治、加强磷污染综合治理、推
进锰污染综合治理、深入推进尾矿库污
染治理等。在深入推进水生态系统修
复方面，要建立健全长江流域水生态考

核机制、扎实推进水生生物多样性恢复
等。在着力提升水资源保障程度方
面，要严格落实用水总量和强度双控制
度、巩固小水电清理整改成果等。在加
快形成绿色发展管控格局方面，要推动
全流域精细化分区管控、完善污染源管
理体系等。

水生态质量的评价较为复杂。行动
方案提出，建立健全长江流域水生态考
核机制，要科学构建长江流域水生态监

测评价考核指标体系，推动出台长江流域
水生态考核办法，开展水生态考核试点。

这位负责人说，2021年生态环境
部会同有关部门，聚焦长江流域水生态
系统失衡、水生生物多样性减少等突出
问题，兼顾各地特点，构建了以“水生态
系统健康”指标为核心的水生态监测评
价考核指标体系，为构建水生态考核机
制奠定基础。2022年，长江流域水生
态考核试点工作已全面启动。

多部门联合印发方案保护修复长江母亲河
提出四大攻坚任务，将开展水生态考核试点

新华社北京 9 月 19 日电 （记者
于文静）农业农村部19日召开豆粕减
量替代行动工作推进视频会，全面推进
豆粕减量替代行动，促进养殖业节粮降
耗，保障国家粮食安全。

农业农村部有关司局负责人表示，
供需紧平衡是我国粮食安全的长期态
势，豆粕减量替代对于养殖者节本、饲
料生产者节料、全行业增效和国家粮食
安全具有重要意义。

据了解，近年来，农业农村部大力
实施豆粕减量替代行动，在需求端压减
豆粕用量，在供给端增加替代资源供
应，取得了良好效果。2021年全国养

殖业消耗的饲料中豆粕占比降到
15.3%，比2017年下降2.5个百分点，
节约豆粕1100万吨。

这位负责人表示，要进一步加强部
门联动、部省联动、政企联动、科企联
动，充分发挥行业协会的作用，在全行
业深入实施豆粕减量替代行动，加力推
广低蛋白日粮技术，加快推进替代资源
开发利用，着力增加优质饲草供给，加
强政策和技术保障。

据了解，会议发布了豆粕减量替代
的3类技术模式和8家企业典型案例。
全国畜牧总站等单位联合发布聚焦“提
效减量”推进豆粕减量替代倡议书。

农业农村部部署
全面推进豆粕减量替代行动

新华社北京9月19日电 日前，经
中共中央批准，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对原
中国铁路总公司党组书记、总经理盛光
祖严重违纪违法问题进行了立案审查
调查。

经查，盛光祖理想信念丧失，政治
意识淡漠，对抗组织审查，热衷迷信活
动；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违规接受
宴请、旅游等活动安排，收受可能影响
公正执行公务的礼品；在干部选拔任用
工作中为他人谋取利益；对亲属失管失
教，纵容、默许亲属倚仗其职务影响谋
取私利；将公权力当作攫取私利的工
具，“靠海关吃海关”“靠铁路吃铁路”，
用人腐败和用权腐败交织，利用职务便

利为他人在企业经营、项目承揽等方面
谋利，并非法收受巨额财物。

盛光祖严重违反党的政治纪律、组
织纪律、廉洁纪律和生活纪律，构成严重
职务违法并涉嫌受贿、利用影响力受贿
犯罪，且在党的十八大后不收敛、不收
手，性质严重，影响恶劣，应予严肃处
理。依据《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
《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法》《中华人民共
和国公职人员政务处分法》等有关规定，
经中央纪委常委会会议研究并报中共中
央批准，决定给予盛光祖开除党籍处分；
按规定取消其享受的待遇；收缴其违纪
违法所得；将其涉嫌犯罪问题移送检察
机关依法审查起诉，所涉财物一并移送。

“靠海关吃海关”“靠铁路吃铁路”

盛光祖严重违纪违法被开除党籍

新华社北京9月19日电 日前，经
中共中央批准，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对青
海省委原常委，省人大常委会原党组书
记、副主任李杰翔严重违纪违法问题进
行了立案审查调查。

经查，李杰翔丧失理想信念，背弃
初心使命，处心积虑搞政治投机，为谋
求职务晋升结交政治掮客，利用国有矿
产资源搞政治交易，对抗组织审查搞政
治伪装，求神拜佛搞迷信活动；无视中
央八项规定精神，信奉庸俗的“酒桌文
化”，肆意吃喝享乐，违规收受礼金；不
按规定报告个人有关事项，在干部选拔
任用中为他人谋取利益；利用职权或者
职务影响为亲属经营活动提供帮助；违
规干预插手司法活动、市场经济活动；
道德败坏；毫无纪法底线，既想当官又
想发财，利用亲友经商做掩护，大搞权

钱交易，利用职务便利为他人在工程承
揽、项目开发等方面谋利，并非法收受
巨额财物。

李杰翔严重违反党的政治纪律、
组织纪律、廉洁纪律、工作纪律和生活
纪律，构成严重职务违法并涉嫌受贿
犯罪，且在党的十八大后不收敛、不收
手，性质严重，影响恶劣，应予严肃处
理。依据《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
《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法》《中华人民
共和国公职人员政务处分法》等有关
规定，经中央纪委常委会会议研究并
报中共中央批准，决定给予李杰翔开
除党籍处分；由国家监委给予其开除
公职处分；终止其党的十九大代表资
格；收缴其违纪违法所得；将其涉嫌犯
罪问题移送检察机关依法审查起诉，
所涉财物一并移送。

青海省委原常委，省人大常委会原党组书记、副主任

李杰翔严重违纪违法被双开
新华社伦敦 9 月 19 日电 （记者

杜鹃 许凤）英国19日为已故女王伊丽
莎白二世举行国葬，英国王室成员、政府
官员、神职人员、外国王室成员和政要等
出席。

这场在伦敦威斯敏斯特教堂举行的
葬礼持续大约一小时。葬礼即将结束
时，英国全国默哀两分钟。

当地时间19日下午，女王灵柩将运
抵伦敦以西的温莎城堡。当天晚些时
候，女王将与其已故丈夫菲利普亲王葬
在一起。

伊丽莎白二世8日在苏格兰巴尔莫
勒尔堡去世，终年96岁。她于1952年
继承王位，是英国历史上在位时间最长
的君主。

英 国 为 已 故 女 王
伊丽莎白二世举行国葬

新华社发

9月19日，在英国伦敦，载有英国女
王伊丽莎白二世灵柩的灵车从白金汉
宫附近经过。 新华社发

据新华社北京 9 月 19 日电 （记
者 王立彬）十年来，我国坚持并落实
最严格的耕地保护制度，严格划定并守
住了18亿亩耕地保护红线。

自然资源部副部长庄少勤19日
在中共中央宣传部举行的“中国这十
年”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上说，我们始
终坚持底线思维，坚持最严格的耕地
保护制度，严格划定并守住了18亿亩
的耕地保护红线，夯实了国家粮食安
全基础。

据自然资源部党组成员、总工程师
刘国洪介绍，为严守18亿亩耕地红线，
我国采取一系列硬措施，包括严密耕地
保护法律制度体系，完善法律法规，修
订实施土地管理法及土地管理法实施
条例，颁布实施黑土地保护法等。国土
空间规划纲要编制将耕地保有量和永
久基本农田保护任务足额带位置分解
下达，优先划定、应划尽划、应保尽保。

与此同时，全国严控耕地转为非农

建设用地，加强改进占补平衡。全面实
行非农建设占用耕地先补后占，强调占
一补一、占优补优、占水田补水田；严格
补充耕地核实认定，建立补充耕地地块
公开制度，确保补充耕地真实可靠；严
控耕地转为其他农用地，实行“进出平
衡”制度，耕地转为林地、草地、园地等
其他农用地的，必须在年度内补足数量
相等、质量相当的可长期稳定利用耕
地。

强化国家自然资源督察对省级政
府履行耕地保护责任的监督检查。对
发现的问题，持续督促整改；运用卫星
遥感技术开展土地卫片执法，及时发
现、严肃查处违法违规问题，公开通报
典型案例，发挥震慑作用。通过采取
一系列措施，实现了国务院确定的
2020 年耕地保有量 18.65 亿亩的目
标，守住了耕地红线，耕地减少势头得
到初步遏制，2021年全国耕地总量实
现净增加。

我国守住18亿亩耕地保护红线
耕地减少势头得到初步遏制，2021年总量实现净增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