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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过4天的激烈角逐，第十三届全运
会攀岩决赛8月10日在渝落幕，广东队在
8 个单项比赛中夺得 3 枚金牌成最大赢
家。重庆队本次共派出了毕丁予、屈川等
7名选手参加了标准速度、随机速度等4个
单项的角逐，可惜在高手云集的比赛中均
未能成功出线。图为选手在比赛中。

记者 卢越 刘蓟奕 实习生 王昭
熙 摄影报道

第十三届全运会攀岩决赛在渝落幕第十三届全运会攀岩决赛在渝落幕

本报讯 （记者 杨铌紫）8月 10
日，记者从市政府新闻办获悉，第九届全
国残疾人艺术汇演（西部片区）将于本月
17日在渝开幕，这是我市首次举办全国
性的残疾人艺术活动。本次汇演历时8
天，西部片区共有16个代表团的106件
作品参演。

全国残疾人艺术汇演每四年举办一
次，本届汇演是由中国残联、教育部、民

政部、文化部和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
共同主办，将分别在山东省济南市（东部
片区）和重庆市（西部片区）举行。

西部片区艺术汇演将于8月17日
至24日在重庆市川剧艺术中心举行。
其中8月17日晚至22日为节目彩排和
比赛时间，8月 23日晚将举办颁奖晚
会，节目彩排和比赛期间，市民可到市川
剧艺术中心免费观看。

据介绍，此次西部片区共有来自重
庆、江西、湖北、湖南、广西、海南、四川、
贵州等16个参赛代表团的1300余人参
加。目前，组委会共收到舞蹈、声乐、器
乐、戏曲4个门类共106件展演作品，同
时还邀请到9位重量级专家对此次文艺
汇演进行汇总、整理、指导、点评。

市残联党组成员、副理事长张青莉表
示，本次艺术汇演对我市残疾人艺术团是
一次难得的艺术文化交流机会，能够让重
庆的残疾人艺术工作者和其他代表团的
残疾人文艺者相互学习，切磋进步，激励
大家创作出更多高质量的文艺作品。

我市首次举办全国性残疾人艺术活动
第九届全国残疾人艺术汇演（西部片区）17日在渝上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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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寨沟7.0级地震特别报道

■记者从四川省政府新闻办获悉，截至10日12时，四川九寨沟7.0级地震已致20人
死亡，431人受伤，其中重伤18人。重伤人员中17人已转移至成都、绵阳救治，1名重症伤
员暂在松潘县医院救治。 （新华社发）

新华社北京8月10日电 （刘
红霞 杨学嘉）减轻参保缴费负担、
降低医疗费用水平、提高社保待遇
水平……记者10日从财政部获悉，
三部门日前出台社会保险扶贫工作
意见，推出一系列实招细招帮助贫
困人员精准脱贫。

这份由人社部、财政部、国务院
扶贫办联合出台的意见明确要求，
对建档立卡未标注脱贫的贫困人
口、低保对象、特困人员等困难群
体，参加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的，
地方政府为其代缴部分或全部最低
标准养老保险费，并在提高最低缴
费档次时，对其保留现行最低缴费
档次。

医疗方面，意见指出，各地要巩
固完善城乡居民大病保险，对贫困
人口通过降低起付线、提高报销比
例和封顶线等倾斜性政策，实行精
准支付。对工伤尘肺病患者，按规
定将疗效可靠的尘肺病治疗药物列
入工伤保险药品目录，将符合医疗

诊疗规范的尘肺病治疗技术和手段
纳入工伤保险基金支付范围。

意见要求体现对贫困人员的适
度优先，并指出有条件的地区可打
破户籍限制，统一农民合同制工人
和城镇职工失业保险政策。

政策能否落实到位，宣传很重
要。意见强调，各地要推进贫困人
员应保尽保和法定人员全覆盖，重
点摸清贫困人员和贫困劳动力参加
社会保险情况，采取通俗易懂的方
式开展政策宣传。强化多缴多得、
长缴长得的激励约束机制，引导城
乡居民主动参保缴费。

意见还要求各地科学整合贫困
地区现有公共服务资源和社会保险
经办管理资源，采取政府购买服务、
增加公益性岗位、聘用合同工等方
式充实基层经办力量。

对思想认识不到位、扶贫政策
不落实、廉政风险防范不力的地区
和单位，三部门将予以通报批评并
责成及时纠正。

三部门出台社保扶贫意见

推出一系列实招力促精准脱贫

据新华社北京 8 月 10 日电 （记
者 刘诗平）国家测绘地理信息局成功
获取首批九寨沟地震灾区震后高分辨率
航空和卫星影像，并在第一时间赶制出
影像图用于应急救灾指挥决策和灾情分

析评估，其中无人机影像分辨率最高达
到0.16米。

记者10日从国家测绘地理信息局
获悉，九寨沟地震发生后，四川测绘地理
信息局连夜组织19名专业测绘技术人

员携带5架无人机和通讯设备、测量设
备等奔赴灾区。9日19时，测绘无人机
分队2架无人机成功获取灾区漳扎镇附
近高分辨率无人机影像，包括九寨沟沟
口至五彩池、彭丰村、永竹村、达基寺等

在内的70平方公里0.2米高分辨率影像
和九寨沟县城30平方公里0.16米高分
辨率影像。

灾区震后高分辨率航空和卫星影像
经过处理后，通过与灾区震前影像的对
比，可以准确地对灾区房屋破坏、道路损
毁等受灾情况进行研判分析工作。目前，
这批影像图已紧急送至国家和四川有关
救灾部门，用于指挥决策和抢险救灾。

首批灾区震后高分辨率影像图用于应急救灾

新华社成都8月10日电 四川九寨
沟7级地震发生后，各方聚力前行，地震
灾区道路交通、转移安置、灾险排查等工
作加快推进。

九寨沟灾区道路次序井然，车辆畅
通有序。据四川省公安厅统计，截至10
日13时，阿坝州公安交警部门已累计向
松潘、广元、平武、甘肃文县方向转移疏
散滞留车辆13116辆，转移游客、务工人
员约7.1万人。据阿坝州民政部门初步
统计，截至10日16时，转移安置震区当
地群众9000多人。

来自四川省政府新闻办的消息，九
寨沟全县范围内排查复核原有隐患点
227处，有变形加剧隐患点9处，发现新
增隐患点33处，巡排查工作正在加快推
进。

国家测绘地理信息局成功获取首批
九寨沟地震灾区震后高分辨率航空和卫
星影像，这批影像图已紧急送至国家和
四川有关救灾部门，用于指挥决策和抢
险救灾。

四川省文物局10日通报，文保员和
工作人员无伤亡报告，正抓紧核查震区
文物受损情况。据初步排查，九寨沟县

暂统计出12处古建筑及近现代重要建
筑不同程度受损。松潘县的国家级重点
文物保护单位松潘古城墙和红军长征纪
念碑碑园多处墙面出现裂缝。马尔康市
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卓克基官寨墙体
及屋面多处出现震裂现象。若尔盖县省
级文物保护单位苟均桥多处出现裂缝，
其他文物点受损情况正在排查中。

此外，位于成都平原的四川博物院、
金沙遗址博物馆、三星堆博物馆等文博
机构安好。

各方聚力前行各方聚力前行
转移人员约7.1万人
灾险排查加快推进

▲8月10日，武警
交通一总队三支队施
工机械在对一处滑坡
险情道路进行疏通。

◀8 月 10 日，参
与救援的医护人员在
九寨沟直升机场接运
伤员。

本栏图片均由新
华社发

本报讯 （首席记者 张珺 实习生
周香伶）记者8月10日从市公安局交巡警
总队获悉，我市于近日再新增9个机动车驾
驶员智能考场，至此全市已有机动车驾驶员
考场77个，实现全市范围内的全覆盖，考生
可以根据自己的意愿，选择市内任意考场。

为了让临近考试培训有效期的考生顺

利参考，车管所还优化了优先预约功能。记
者了解到，“优先预约”功能适用于考生的

“学习驾驶证明有效期为三年”，有效期却不
足6个月时，可以通过“优先预约”来解决，
需要注意的是，每个科目仅能使用一次优先
预约，当申请优先预约成功后，再取消预约
的，该科目的优先预约同样视为已使用。

我市新增9个机动车驾驶员智能考场

渝（市）环评公告〔2017〕26号

重庆市环保局受理建设项目环评信息公告
重庆市环境保护局于2017年8月11日受理以下建设项目环评文件，现公告有关环评信息，接受社会监督。编制环境影响报告

表的项目反馈意见受理时间为2017年8月11日至2017年8月17日。环评文件全本查询方式http：//www.cepb.gov.cn，反馈意
见受理方式为电子邮箱：cqhpxxgg@cepb.gov.cn，传真：89188830。

序号

1

2

3

4

建设单位

中华人民共和
国重庆海事局

重庆铁路口岸
物流开发有限
责任公司

重庆海吉亚医
院管理有限公

司

重庆医科大学
附属永川医院

（重庆市第二人
民医院）

项目名称

蒋祠沱雷达站建设项
目

重庆铁路口岸通关检
验区3号地块海关
H986机检设备工程

重庆海吉亚肿瘤医院
一期工程核医学科建

设项目

核医学科改扩建项目

建设地点

重庆市南岸区长江海
事局重庆监管救助综
合基地办公楼楼顶

重庆沙坪坝区土主镇
重庆西永组团J04-

01/04地块

重庆市沙坪坝区大学
城U7-12-2/02地块

重庆市永川区萱花路
439号

环评机构

重庆宏伟环保
工程有限公司

重庆宏伟环保
工程有限公司

重庆宏伟环保
工程有限公司

重庆宏伟环保
工程有限公司

环评类别

环境影响报
告表

环境影响报
告表

环境影响报
告表

环境影响报
告表

主要建设内容

在重庆监管救助综合基地办公楼楼顶安设导航雷达天线1
部，发射频率为9140-9375MHz，发射机峰值功率为4kW，
天线增益为35dB。

在重庆铁路口岸通关检验区3号地块配置1台移动式加速器
安检系统（Ⅱ类射线装置）开展集装箱和车辆的安检工作。

在住院楼一层西侧新建核医学科，配备1台PET/CT（Ⅲ类射
线装置）和2枚校准用Ge-68放射源（Ⅴ类放射源），使用放
射性药物开展疾病的诊断工作（乙级非密封放射性物质工作
场所）。

对医院放疗中心大楼三层、四层的核医学科进行改扩建，调
整布局，新增甲癌病房等工作场所，并扩大放射性核素用量，
扩建后的核医学科仍为乙级非密封放射性物质工作场所。

备注：1、土地面积以实测为准；2、竞买人取得《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成交确认书》后2个工作日内申请办理订立《国有建设用地
使用权出让合同》，逾期则《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成交确认书》自行失效。3、2017年7月29日公告的重庆市涪陵区杉树湾片区
大半山建筑石料用灰岩矿采矿权（公告序号：GC17025），因故终止公告。

重庆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
重庆联合产权交易所集团 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公开出让公告

2017-30

根据《招标拍卖挂牌出让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规定》，现对以下拟供应宗地按出让年限商业40年、办公40年、住宅50年、
工业50年予以公告，公告时间为2017年8月11日12：00-2017年8月31日12：00。公告时间内有2家以上（含2家）申报
的，将择日采取招标拍卖方式确定受让方；公告时间内有1家申报的，将挂牌出让。招标拍卖日期另行通知。请有意受让者
在公告截止前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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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地和资源交易分中心索取出让具体要
求和相关资料并进行报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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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让人：重庆市国土资源和房屋管理局，地址：重庆市渝中区人和街99号。

详情请登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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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商业住宅类

序号

17113

17114

17115

17116

17117

17118

土地位置

九龙坡区大杨石组团
G分区G14-5-1/04

号宗地

两江新区两路组团I
分区I49-5/03
I50-1/03I51/03

号宗地

两江新区两路组团J
分区J05/05号宗地

两江新区两路组团J
分区J06-1/06号宗

地

两江新区两路组团J
分区J12-1/05
J01-17/05J13-
4/05J13-13/05号

宗地

两江新区大竹林组团
O分区O01-4/05
O01-1/05O01-

2/05号宗地

用途

二类居住
用地

二类居住
用地

二类居住
用地

二类居住
用地

二类居住
用地医
疗卫生用

地

二类居住
用地一
类居住用
地商业
用地

土地面积
（㎡）

14819

200517.8

170369.8

107414.8

181147.5

142177.4

总计容建筑
面积（㎡）

≤51866.5

≤543829.6

≤425924.5

≤268537

≤299772.7
(不含医疗卫
生用地计容
建筑面积)

≤160827.3

最大建筑密度

≤30%

按规划要求

≤35%

≤35%

按规划要求

按规划要求

绿地率

≥30%

按规划要
求

≥30%

≥30%

按规划要
求

按规划要
求

出让价款起始价
（万元）

33714

136064

106311

67242

79457

136704

备注

该宗地出让面
积 约 300.78
亩其中居住
用 地 分 摊 约
240.62 亩  商
业用地分摊约
60.16亩

火车时刻查询 61681114 民航班机查询 67152337 港口客运查询 63100659 航班火车船期查询 chongqing.online.cq.cn 邮政查询 11185 全国邮政编码、电话区号查询 www.cqpost.con.cn/yb 重庆农业信息网 www.cqagri.gov.cn

新华社北京8月10日电 外交
部发言人耿爽10日说，美军“麦凯
恩”号导弹驱逐舰当日未经中国政
府允许，擅自进入中国南沙群岛有
关岛礁邻近海域。中方对此强烈不
满，并将向美方提出严正交涉。

有记者问：据美国官员透露，美
军“麦凯恩”号导弹驱逐舰在南沙群
岛美济礁邻近海域进行了“航行自
由行动”。请中方证实，并请问中方
对此有何评论？

耿爽说，8月10日，美军“麦凯
恩”号导弹驱逐舰未经中国政府允
许，擅自进入中国南沙群岛有关岛
礁邻近海域，进行所谓“航行自由行
动”。中国军队随即派出军舰依法
对美舰实施查证识别，并予以警告
驱离。

他说，中国对南沙群岛及其附
近海域拥有无可争辩的主权。美舰
有关行为违反中国法律和国际法，
严重损害中国主权和安全，严重危
及双方一线人员生命安全。“中方对
此强烈不满，并将向美方提出严正

交涉。”
耿爽说，一段时间以来，在中国

和东盟国家的共同努力下，南海形
势降温趋缓，并不断呈现积极发展
态势，特别是日前在菲律宾举行的
中国－东盟外长会一致通过“南海
行为准则”框架。在此背景下，一些
域外势力逆流而动，持续打着“航行
自由”的旗号寻衅滋事，妄图搅乱当
前来之不易的良好形势。这清楚表
明，到底是谁不愿看到南海保持稳
定，谁才是推动南海“军事化”的最
大因素。

他表示，中国维护本国领土主
权和海洋权益的决心坚定不移，维
护南海和平稳定的意志坚定不移。
美方这种挑衅也迫使中方不得不采
取措施进一步提升国土防卫能力。

“中方敦促美方切实尊重中国
的主权和安全利益，切实尊重地区
国家维护南海和平稳定的共同努
力，并为之发挥建设性作用，不要再
做损害两国互信及地区稳定的事。”
耿爽说。

外交部回应美军舰擅自进入
中国南沙群岛有关岛礁邻近海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