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重庆市南川区规划和自然资源局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公开出让公告
南川规资（土地）告字〔2022〕13号

经重庆市南川区人民政府批准，南川区规划和自然资源局决定公开出让LH-C-5-2地块、LH-C-5-1地块、LH-C-3-2地块、LH-C-3-3地块、LH-A-14-1地块、木凉镇A10-2/02、A10-3/02地块、黎香湖镇C1-3、C2-1、C2-3地块等7宗国有建
设用地使用权，区规划自然资源局委托南川区公共资源综合交易中心具体组织实施。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二、报名期限
2022年 11月 24日 12:00至 2022年 12月 14日

12:00止（节假日除外）。
三、申请人资格
（一）同一企业及其控股的各个公司不得参加同一

宗地的竞买。
（二）申请人须具有《中华人民共和国房地产开发

企业资质证书》；联合申请人均须具有《中华人民共和
国房地产开发企业资质证书》。

（三）申请人应具备的其他竞买要求详见《国有建
设用地使用权公开出让竞买须知》。

四、购地资金来源要求

竞买企业股东不得违规对其提供借款、转贷、担保
或其他相关融资便利等。购地资金不得直接或间接使
用金融机构各类融资资金，购地资金不得使用房地产
产业链上下游关联企业借款或预付款，购地资金不得
使用其他自然人、法人、非法人组织的借款，购地资金
不得使用竞买企业控制的非房地产企业融资等。竞买
企业应积极配合相关部门组织的购地资金来源审查。
竞买企业应提交购地资金来源审计报告，审计报告结
论中应明确说明上述事项和内容。

对于经审查购地资金来源不符合要求的，出让人
将依据《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公开出让竞买须知》相关
规定或出让合同约定，分别采取取消参与竞买资格、取

消竞得资格、解除土地出让合同、收回已出让土地等措
施，并结合实际限制其在一定期限内参加土地竞买，视
违约情节严重程度决定竞买保证金全部或部分不予返
还。

五、出让资料查阅、下载
申请人可于2022年11月24日12:00至2022年

12月14日12:00止在重庆市公共资源交易网（南川
区）(网址：https://www.cqggzy.com/nanchuan-
web/)，查阅或下载出让资料。

六、报名方式和程序
本次公开出让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采取现场报

名：申请人可于报名期限内足额交纳竞买保证金到指

定账户，持报名资料到重庆市南川区公共资源综合交
易中心提交竞买申请及《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竞买承
诺书》等。竞买申请一经提交，即视为对出让文件、宗
地现状情况等无异议并全部接受，并对有关承诺承担
法律责任。报名资料审查通过的，由重庆市南川区公
共资源综合交易中心确认其竞买资格，并通知其参加
挂牌活动。

七、交易方式
采用挂牌方式出让，挂牌时间为2022年12月15

日12：00至2022年12月25日12：00，挂牌截止时，当
有两个及以上竞买人表示愿意继续竞价的，转入现场
竞价环节，竞价时当有两个及以上竞买人达到最高限

价的，以“摇号”方式确定竞得人，具体方式详见《国有
建设用地使用公开出让竞买须知》。

八、支付竞买保证金的期限和方式：申请人必须在
报名期限内将竞买保证金缴纳到指定银行账户，具体
缴纳方式和其他要求详见《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公开
出让竞买须知》。

九、承办机构联系方式
承办机构：重庆市南川区公共资源综合交易中心。
联系地址：重庆市南川区商务中心右副楼二楼，联

系人：赵女士，联系电话：（023）71610555。
重庆市南川区规划和自然资源局

2022年11月23日

一、基本情况

序号

1

2

3

宗地编号

NC2022让
11-1-8

NC2022让
11-1-9

NC2022让
11-1-10

宗地位置

南川区西城街
道来游关社区

南川区西城街
道来游关社区

南川区西城街
道长远社区

地块规划编号

LH-C-5-2
地块

LH-C-5-1
地块

LH-C-3-2
地块

土地用途

R2 二类居
住用地

R2 二类居
住用地

R2 二类居
住用地

土地出让面积（㎡）
108972

56765

49418

总计容建筑面积（㎡）
≤272430

≤141912.5

≤123545

规划主要技术指标

容积率：≤2.5（不得小于1）；建筑密度：≤35﹪；
绿地率：≥30﹪；建筑地上限高：60米。

容积率：≤2.5（不得小于1）；建筑密度：≤35﹪；
绿地率：≥30﹪；建筑地上限高：60米。

容积率：≤2.5（不得小于1）；建筑密度：≤35﹪；
绿地率：≥30﹪；建筑地上限高：60米。

出让年限

商业40年
居住70年

商业40年
居住70年

商业40年
居住70年

出让价款起始价（万元）

40130

20266

17643

竞买保证金（万元）

20000

10000

9000

最高限价（万元）

44143

22293

19407

备注

具体建设规划指标以南川区规划和自然资源局
出具的《建设用地规划条件》（南川规资条件
〔2022〕0033号）为准。
具体建设规划指标以南川区规划和自然资源局
出具的《建设用地规划条件》（南川规资条件
〔2022〕0033号）为准。
具体建设规划指标以南川区规划和自然资源局
出具的《建设用地规划条件》（南川规资条件
〔2022〕0032号）为准。

4

5

6

7

NC2022让
11-1-11

NC2022让
11-1-12

NC2022让
11-1-13

NC2022让
11-1-14

南川区西城街
道长远社区

南川区西城街
道新桥社区

南川区木凉镇
玉岩铺村

南川区黎香湖
镇西湖村

LH-C-3-3
地块

LH-A-14-1
地块

木凉镇A10-
2/02、A10-3/

02地块

黎香湖镇C1-
3、C2-1、C2-

3地块

R2 二类居
住用地

R2 二类居
住用地

R2 二类居
住用地

R1 一类居
住用地

56030

75031

144182

95311

≤140075

≤187577.5

≤145623.82

≤153353.7

容积率：≤2.5（不得小于1）；建筑密度：≤35﹪；
绿地率：≥30﹪；建筑地上限高：60米。

容积率：≤2.5（不得小于1）；建筑密度：≤35﹪；
绿地率：≥35﹪；建筑地上限高：80米。

容积率：≤1.01（不得小于1）；建筑密度：≤40﹪；
绿地率：≥30﹪；建筑地上限高：18米。

1.C1-3地块 容积率：≤1.5（不得小于1）；建筑密度：≤45﹪；
绿地率：≥30﹪；建筑地上限高：54米。

2.C2-1地块 容积率：≤1.8（不得小于1）；建筑密度：≤45﹪；
绿地率：≥30﹪；建筑地上限高：54米。

3.C2-3地块 容积率：≤1.8（不得小于1）；建筑密度：≤45﹪；
绿地率：≥30﹪；建筑地上限高：54米。

商业40年
居住70年

商业40年
居住70年

商业40年
居住70年

商业40年
居住70年

20004

25887

25953

17157

10000

13000

13000

8600

22004

28475

28548

18872

具体建设规划指标以南川区规划和自然资源局
出具的《建设用地规划条件》（南川规资条件
〔2022〕0032号）为准。

具体建设规划指标以南川区规划和自然资源局
出具的《建设用地规划条件》（南川规资条件
〔2022〕0034号）为准。

具体建设规划指标以南川区规划和自然资源局
出具的《建设用地规划条件》（南川规资条件
〔2022〕0030号）为准。

具体建设规划指标以南川区规划和自然资源局
出具的《建设用地规划条件》（南川规资条件
〔2022〕0031号）为准。

备注：土地面积以实测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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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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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重庆两江金州支行
机构编码：B0013S350040027 许可证流水号：010947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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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市渝北区湖红路415号附6号3-90至3-100 邮编：400038 电话：023-88500987
批准日期：2014-06-24 发证日期：2022-11-09 发证机关：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两江监管分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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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月球找水、建科研
站、修互联网……未来要在
月球干三件事

记者：我国探月工程已圆满完
成“绕、落、回”三步走目标，未来在
探月方面还将有哪些“大动作”？

吴伟仁：在未来10至15年，我
们国家准备在月球上干三件事，第
一件事是我们现在准备实施的探月
工程四期，规划包括嫦娥六号、嫦娥
七号和嫦娥八号任务。嫦娥六号准
备在月球背面采样返回，如果成功
了，会是人类的又一次壮举。

2020年底，嫦娥五号采样返回，
从月球正面采回1731克月壤。我
们希望嫦娥六号从月球背面采集更
多样品，争取实现2000克的目标。

嫦娥七号准备在月球南极着陆，
主要任务是开展飞跃探测，然后是争
取能找到水。在月球南极有些很深
的阴影坑，我们认为很可能是有水
的，只不过它终年不见阳光。如果见
了阳光，水就挥发了。因为终年不
见阳光，那里的水就可能以冰的形
式存在。我们希望嫦娥七号着陆以
后，能够飞跃到这一到两个阴影坑
里面去现场勘查，看能不能找到水。

嫦娥八号准备在2028年前后
实施发射，嫦娥七号和嫦娥八号将
会组成月球南极科研站的基本型，
有月球轨道器、着陆器、月球车、飞
跃器以及若干科学探测仪器。一方
面是找水，还有一方面就是探测月
球南极到底是一种什么状态，以及
它的地形地貌，它的环境还有什么
物质成分，这是我们月球南极科研
站的基本型的重要任务。

在月球上要干的第二件事，是
与其他国家开展国际合作，在2035

年前建成国际月球科研站。我们想
动员大家和我们联合起来，进行联
合设计、联合勘察、数据共享、共同
管理。

我们要干的第三件事，是以月
球为主要基地，建立集数据中继、导
航、遥感于一体的月球互联网。这
些形成一体化后，可以对月球上的
一些资源和探测器实行有效管理。
如果再往后面延伸，火星也可以像
这样。

重型运载火箭助力我
国行星探测工程

记者：天问一号陆续传回的火
星影像备受社会关注，未来我国行
星探测工程有着怎样的规划？

吴伟仁：我国行星探测工程现
在是以火星探测为主，计划在未来
10年到15年，对火星上的土壤进行
采样返回。

此外，还准备开展木星系及天
王星等行星际探测。未来还将开展
太阳探测，以及太阳系边缘探测。
我们希望能够发射中国的探测器，
走到太阳系边缘地区，看看太阳系
边缘地区太阳风和宇宙风交汇的地
方是什么样。

要实现火星采样，要把人送上
月球、送上火星，都要靠运载火箭。
我们计划研制一种更大推力的运载
火箭。长征五号是目前我国最大推
力的运载火箭，现在研究的重型运
载火箭推力能够达到4000吨，是长
征五号推力的约4倍，这已列入我
国深空探测的日程表上。

运载火箭在整个深空探测任务
中的分量很重，作用也很大。可以
说我国火箭的运载能力有多大，航
天的舞台就有多大。

未来既要对小行星采
样,还要对小行星防御

记者：除探月与探火外，我国在
深空探测领域还有哪些重点工程？

吴伟仁：小行星探测也是重要
工程，我国计划在未来10至15年
开展小行星采样。这个过程很有
趣，因为小行星太小了，探测器不能
像在月球那样着陆，要慢慢挨上去，
再在它上面采样，带小行星样品回
到地球，这样我们就知道小行星是
由什么组成的。

此外，我国还准备开展小行星
防御任务。如果小行星撞击地球怎
么办？我国正在制定这方面的发展
规划，对小行星进行探测、预警。如
果预测它轨道出了问题，将会进行
在轨处置，最后再进行救援。我们
总结为“探测、预警、处置、救援”八
字方针，这是我们国家的整体规划。

具体是怎么处置呢？假如我们
现在准备实施一次对小行星的防御
任务，它从火星意外飞过来了，这个
过程我们预测了它会对地球造成严
重威胁，就先要发射探测器对它进
行探测，探测后确定它的轨道，然后
再根据探测情况发射一个撞击器，
从而改变它的轨道。

打造构建外空领域人
类命运共同体

记者：您对我国深空探测领域
国际合作有何展望？

吴伟仁：此次联合国/中国空间
探索与创新全球伙伴关系研讨会
上，我们要向世界介绍中国未来的
航天政策与规划，让全世界知道我
们正在做什么，方便大家一起合
作。同时我们也想倾听国际上其他
国家的声音，了解他们未来在空间
探索领域准备干什么，共同探讨研
究未来如何发展，一起加强合作。

此前，我们的嫦娥三号、嫦娥四
号、嫦娥五号都开展了国际合作，目
前的国际合作主要是集中在科学仪
器的搭载，或是联合开展一些科学
研究，探测出的科学数据大家共同
研究、共同发布、共同撰写文章，对
外阐述我们的科学发现。

后续我们希望能够开展更高层
面、更大领域、更大规模的国际合
作。因为深空探测、行星探测、月球
探测，这些都是全人类的事情。我
希望未来在国际月球科研站里面，
有更多国家一起参与进来，共同打
造地月空间或者行星际空间的人类
命运共同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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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合国/中国
空间探索与创新
全球伙伴关系研
讨会 24日闭幕。
研讨会期间，我国
深空探测的成果
与未来规划再次
成为热门话题。

未来探月工
程 还 有 哪 些 亮
点？火星探测会
进行采样吗？深
空探测还有哪些
重点任务？围绕
本次研讨会相关
议题，中国工程院
院士、中国探月工
程总设计师吴伟
仁接受了新华社
记者的采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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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我国首次
火星探测任务“着
巡合影”图。

新华社发（国家
航天局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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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 11 月 24 日电 （记
者 叶昊鸣）记者24日从国务院物流
保通保畅工作领导小组获悉，针对一些
地方依然存在货车通行层层加码、“一
刀切”过度通行管控问题，国务院物流
保通保畅工作领导小组要求采取多项
措施，高效统筹疫情防控和交通物流保
通保畅工作，抓好交通物流保通保畅工
作。

当日，国务院物流保通保畅工作领
导小组召开总指挥（全体）调度会议，总
结前七个月交通物流保通保畅工作，研
究部署下一步工作。

当前全国疫情呈现“点多、面广、频
发”特点，疫情防控形势仍然严峻复杂。
近期，部分地区进一步收紧交通物流疫
情防控措施，一些地方依然存在货车通
行层层加码、“一刀切”过度通行管控问
题，交通物流保通保畅面临反弹压力。

针对这一情况，会议提出，要科学
精准做好疫情防控工作，严格执行优化

调整后的疫情防控措施，落实落细交通
物流运营单位、枢纽场站、从业人员防
控举措，坚决防止疫情通过交通物流环
节传播扩散。要加大典型问题通报曝
光力度，切实做到“五个严禁”，畅通群
众投诉渠道，坚决防止过度通行管控问
题反弹。要坚持多措并举协同联动，全
力做好能源粮食等重点物资供需对接，
坚决保障运输安全畅通。要切实做好
邮政快递末端服务，严格规范邮政快递
基础设施关停关闭行为，保障突发情况
下邮政快递稳定运行，坚决打通城市物
流配送末端环节。要及时建设启用应
急物资中转站，加强统筹规划和运营管
理，坚决保障涉疫地区重点物资有序中
转运输。

会议强调，要全面排查整治交通运
输各类风险隐患，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
事故发生。要提前谋划2023年春运工
作，确保人民群众健康安全便捷舒心出
行。

国务院物流保通保畅工作领导小组：

多措并举抓好交通物流保通保畅工作

□新华社记者

当前，部分地区疫情处于高位并呈
上升趋势，受病毒变异和冬春季气候因
素影响，疫情传播范围和规模有可能进
一步扩大。有效提升科学防控之智、统
筹兼顾之谋、组织实施之能，必须坚持
第九版防控方案和二十条优化措施不
动摇、不走样，努力以最小代价实现最
大防控效果。

抗击新冠肺炎疫情是一场大考。
近期，从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会
议到二十条优化措施公布，再到有关部
委连续发文细化疫情防控措施，坚定不
移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坚定不移
落实“外防输入、内防反弹”总策略，坚
定不移贯彻“动态清零”总方针一以贯
之。这“三个坚定不移”是党中央科学
研判国内外疫情形势后提出的明确要
求，各地必须坚决贯彻落实。

新冠病毒持续变异，奥密克戎变异
株也演变出多个亚分支，其隐匿性强，传
播速度快。只有完整、准确、全面贯彻落
实党中央决策部署，保持战略定力，不断
增强斗争本领，坚持第九版防控方案和
二十条优化措施不动摇、不走样，立足于
防、立足于早、立足于快，才能有效阻断
病毒传播链条、遏制疫情扩散蔓延，才能
科学精准做好防控工作，最大程度保护
人民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高效统筹疫
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

不动摇、不走样，疫情防控才能事
半功倍。做好常态化监测预警，加强对
风险岗位从业人员、重点机构和重点人
群的监测，发现阳性感染者第一时间收

治，切实做到早发现、早报告、早隔离、
早治疗，才能更快阻断病毒传播链条。
犹豫不决就会错失疫情防控先机，增加
后期防控难度，疫情对经济社会发展的
影响也将成倍放大。

不动摇、不走样，才能掌握战“疫”
主动权。坚持第九版防控方案和二十
条优化措施不动摇、不走样，就要有分
秒必争的行动。对新发疫情区域“围
住、捞干、扑灭”，提升混管阳性风险处
置效率，高质量推进方舱医院和隔离场
所建设，对判定的密接人员及时管控，
快检、快转、快隔、快解，刻不容缓采取
坚决果断措施，才能避免战线扩大、时
间延长。

不动摇、不走样，才能高效管控住
疫情。发生疫情的地区要准确划分风
险区域，有序组织核酸检测，有效管控
风险人群，严格规范隔离工作，确保属
地、部门、单位、个人“四方责任”落实到
位。要强化分类指导和资源力量统筹，
做好疫情防控预案。

不动摇、不走样，才能做到科学精
准，防止一刀切、层层加码。二十条优
化措施实际上对各地疫情处置工作提
出了更高标准。要在落实防疫举措的
同时加强分析研判，严防“一封了之”和

“一放了之”两种过度倾向，把有限的防
控资源用在最重要的防控工作上，不断
筑牢疫情防线。

当前，尽快遏制疫情扩散蔓延，尽
快恢复正常生产生活秩序，决不能等待
观望、各行其是。保持战略定力，坚持
底线思维，强化责任担当，以科学精准
防控的确定性应对世纪疫情变化的不
确定性，我们就能落实疫情要防住、经
济要稳住、发展要安全的要求，打赢常
态化疫情防控攻坚战。

（据新华社北京11月24日电）

不动摇、不走样，掌握战“疫”主动权

新华时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