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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首席记者 李珩）8月22日，重庆日报记者
从市卫计委获悉，截至今年6月底，全市家庭医生签约率达
22.74%，覆盖1082个街镇，让越来越多的居民实现了家门
口就医。

“张老师，我们来给你量血压了。”当天上午10点多，
80岁的张和春家中来了几名特殊的客人，带队的正是沙坪
坝区天星桥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医生颜小梅，他们上门是为
张和春进行慢病随访。

据了解，张和春患有高血压、糖尿病、脑梗，是家庭医
生签约服务中的重点人群之一。

“你血压控制得不好哟！”检查结果显示，老人的血压
高达102/166，原因则是他随意停药引起的。“高血压最忌
讳间断性用药。”颜小梅对老人一再叮嘱。

重庆日报记者了解到，我市老人享受的上门随访服务
正是家庭医生签约服务的内容之一。2016年，我市七部门
出台了《关于推进家庭医生签约服务的实施意见》，全面启
动家庭医生签约服务。

“今年，全市家庭医生签约率将稳定在常住人口的
30%，实现在家且有签约意愿的建卡贫困户和计划生育特
殊家庭签约全覆盖，残疾儿童和持证残疾人家庭医生签约
率达60%以上。”市卫计委有关负责人介绍，今年内，家庭
医生签约服务信息化将覆盖所有区县，签约居民在APP上
或就诊时，可查询个人电子健康档案，家庭医生还将在每
季度里向签约居民至少发送1条健康提醒信息。

此外，我市将集中整合、管理全市二级以上公立医院号
源资源，建立完善市级号源池系统，将不低于20%比例的预
约号源作为家庭医生专用号源向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开放。
家庭医生可以为需要转诊的签约居民提供预约挂号，进一
步推进分级诊疗在我市的实施。

按照计划，2018年底，将对全市所有三甲医院和已建
有家庭医生签约服务系统区县的二级以上公立医院完成
对接，初步实现向签约居民开放预约挂号服务。

本报讯 （记者 曾立 实习
生 蒲枫涵）8月22日上午9点45
分，随着一架编号B-6191的空客
A319飞机顺利抵达重庆江北国际
机场，重庆航空在一个月之内迎来
第2架飞机，机队规模增至21架。

该架飞机为今年“西洽会”后南
航集团划转至重航的第2架飞机，

设有座位130个，其中公务舱座位
4个，明珠经济舱座位18个，经济
舱座位108个。

根据暑运旺季市场需求，重庆
航空计划利用此架飞机，执飞大理
等热门高原旅游航线，同时推出重
庆直飞大理、香格里拉自由行旅游
产品，方便广大旅客出行。

重航一月之内迎第2架飞机

重庆航空机队规模增至21架技术人员正在对智能一体机进行调试。 记者 李珩 摄

本报讯 （记者 陈波）8月22
日，记者从市检察院获悉，重庆安全
技术职业学院原党委副书记、院长
杜晓阳（副厅级）涉嫌贪污罪、受贿
罪、私分国有资产罪一案，近日已由
重庆市人民检察院第二分院向重庆
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提起公诉。

检察机关在审查起诉阶段依法
告知了被告人杜晓阳享有的诉讼权
利，并讯问了被告人杜晓阳，听取了
其辩护人的意见。

重庆市人民检察院第二分院起
诉书指控：2003年至2017年，被告

人杜晓阳利用担任重庆市万州职业
高级中学校长、重庆市万州区职业
教育中心校长、重庆安全技术职业
学院院长等职务上的便利，单独或
伙同他人侵吞公共财产，数额特别
巨大；利用职务上的便利，在工程承
建、工程款结算等事项上为他人谋取
利益，索取、非法收受他人财物，数额
巨大；作为单位直接负责的主管人
员，违反国家规定，以单位名义将国
有资产集体私分给单位职工，数额较
大，依法应当以贪污罪、受贿罪、私分
国有资产罪追究其刑事责任。

重庆检察机关依法对杜晓阳涉嫌
贪污、受贿、私分国有资产案提起公诉

本报讯 （记者 陈波）8月22
日，记者从市检察院获悉，重庆悦来投
资集团有限公司原党委书记、董事长
王福清（正厅级）涉嫌受贿罪一案，近
日已由重庆市人民检察院第一分院向
重庆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提起公诉。

检察机关在审查起诉阶段依法
告知了被告人王福清享有的诉讼权
利，并讯问了被告人王福清，听取了
其辩护人的意见。

重庆市人民检察院第一分院起

诉书指控：2003年底至2017年，被
告人王福清利用担任中共重庆市渝
中区委副书记、渝中区人民政府区
长、渝中区化龙桥片区开发建设指
挥部指挥长、重庆地产集团副董事
长、重庆悦来投资发展有限公司董
事长等职务上的便利，在提高拆迁
补偿金、工程承揽、拨付工程款等事
项上为他人谋取利益，非法收受他
人财物，数额特别巨大，依法应当以
受贿罪追究其刑事责任。

重庆检察机关依法
对王福清涉嫌受贿案提起公诉

本报讯 （记者 蔡正奋）8 月 22
日，华裕中国西南区蛋种鸡产业基地精
准扶贫项目在丰都签约，丰都县将与河
北华裕永诚公司共同合作实施蛋种鸡产
业精准扶贫项目。

据了解，该项目总投资约2亿元，总
用地面积178亩，自签约后一年内将全
面建成投产。预计可实现年产值1.11亿
元，同时还可带动约6000户农民从事上
下游产业，预估每年每户平均增加收入
1.1万元。

“企业为做好精准扶贫工作，在开展
‘输血’式扶贫的同时，要更加注重培育
当地自我‘造血’功能。”华裕公司负责人
表示，针对贫困地区气候、地形特点，华
裕因地制宜，对口帮扶贫困家庭，发展设
施农业及养殖业，通过资金注入、技术支
持、销售渠道等多方面援助，积极探索产

业扶贫新途径，铺就贫困户稳定脱贫、长
效脱贫的致富路，打造“输血造血”相结
合的扶贫模式，让贫困地区真正实现稳
脱贫、真脱贫。

记者了解到，华裕公司今后每年将
在丰都投入教育、医疗基金80万元，用
于教育资助帮扶和重大疾病帮扶。

在教育帮扶方面，面向全县建卡贫
困户家庭中在读学生设立“华裕奖学
金”，开启“雏鹰计划”“优才计划”对口帮
扶贫困家庭中品学兼优的在校学生；在

医疗帮扶方面，华裕公司将设立专项大
病医疗基金，对患有癌症、高血压、心脏
病、糖尿病等的全县建卡贫困户开展大
病医疗费救助帮扶，给予其一定的资金
援助，尽力减少因病返贫的现象发生。

据悉，华裕与丰都县政府合作实施
的“华裕中国西南区蛋种鸡产业精准扶
贫项目”，只是华裕实施精准扶贫战略
的第一步。通过本次合作，将探索“精
准扶贫新模式”并在中国的西南部——
云、贵、川、渝、桂五省市贫困地区进行

复制，助力推动整个西南部的脱贫攻坚
工作。

签约仪式上，丰都还与杭州新天地
集团签订战略协议，拟投资100亿元，
整合名山景区资源打造文旅小镇，建
设城市活力区，推动大名山景区实现
文、商、旅深度融合的历史嬗变。此
外，颐高集团与丰都签订战略协议，拟
投资50亿元在双创服务平台、美丽乡
村、田园综合体、新经济产业等领域开
展全面合作。

华裕蛋种鸡产业基地
精准扶贫项目在丰都签约

本报讯 （记者 王翔）8月21日，
中国林业集团与巴南区政府签订正式投
资合作协议：将联合在巴南打造中国西
部木材贸易港项目。今后，运输成本的
降低及贸易环节的精简将会降低原材料
成本价，西部地区的老百姓购买家具、木
制建材等会更便宜。

为更好满足西部地区市场需求，中
林集团与巴南区签订协议，共同打造中
国西部木材贸易港，依托长江黄金水道，
将其打造为西部地区的木材贸易集散
地。该项目总占地约4100亩，总投资约
230亿元，建成后年木材交易量将超过
1000万立方米。

据了解，项目分进境木材口岸、木

材加工产业园和木材及木制品展示交
易中心三部分。项目一期以原木、锯材
贸易为主，并为入驻企业搭建物流、交
易及金融服务平台；二期将着力加工制
造，以板材、地板、木门、家具、装配式木
屋、木质工艺品等精深加工为主，同时
融入文化创意、工业旅游等其它产业元
素；三期以木材产业链最前端和后端高
附加值的产业环节及其衍生产业为主，

涵盖研发设计、展示交易、教育培训、会
议会展、总部办公等业态，并配套商务、
商业等完善的城市功能，实现产城融合
发展。

本项目建成运营后，我国西部各省
区市大量木材及木制品企业的进口木
材将在巴南集中进境，改变目前企业
进口木材的传统运输形式和运输途
径，由多次运输变为一次性运输，小批

量、分散运输变为集中分批次通过长
江水路运输。产业效率的进一步提
高，运输成本的降低及贸易环节的精
简，将会降低原材料成本价，最终价格
红利会传导至终端消费品，使今后西
部地区的老百姓购买家具、木制建材
等会更加便宜。同时，该项目部分业
态属于劳动密集型产业，可解决当地
大量人口就业。

中国西部木材贸易港落地巴南
今后老百姓购买家具、木制建材等将更便宜

本报讯 （记者 汤艳娟）8月
22日，渝中区“生态文明传播”青年
志愿服务队成立，数百名志愿者走
上街头开展生活垃圾分类示范活
动，号召市民加强生态环境保护、促
进资源回收利用。

据了解，渝中区“生态文明传
播”青年志愿服务队现有志愿者
1.5万人，下设石油路街道分队、西
部计划志愿者分队及“河小青”分队
等5个分队。接下来，各分队将结

合各自实际，进机关、进社区、进楼
宇等，围绕生态文明保护、民生解困
帮扶、青少年权益维护等主题开展
形式多样的志愿服务活动。

在生活垃圾分类志愿服务示
范现场，不少市民积极参与了

“垃圾分类大灌篮”“环保标志拼
图”“垃圾分类七巧板”等多个趣
味互动小游戏，在轻松愉快的氛
围中进一步学习了生态环保知
识。

渝中区成立“生态文明传播”青年志愿服务队

本报讯 （记者 李星婷 实
习生 谭诗雨）8月 22日，中国矿
业大学与合川区政府签订战略合作
协议。双方将针对华蓥山采煤沉陷
区进行综合治理，并共建华蓥山片
区产业转型升级示范区和循环经济
示范产业园等，以推行能源等产业
的转型升级。

据了解，双方将共同探索在

三汇镇及周边开展以环境治理
与生态修复及休闲旅游方面的
产业合作；推行“绿色开采，精
准开采”，共建华蓥山片区产业
转型升级示范区和循环经济示
范产业园；今后还将共同打造
集能源、建材产业转型升级、资
源循环利用于一体的产学研平
台。

中国矿业大学与合川区签订战略合作协议

机构名称：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重庆市綦江区支公司扶欢营销服务部
机构负责人：张玉琳
机构编码：000005500222007
机构住所：重庆市綦江区扶欢镇溱溪路50号
成立日期：2002年8月23日
邮政编码：401438 联系电话：15223355432
业务范围：对营销员开展培训及日常管理；收取营销员代收的保险费、投保单等单证；分发保险公司签发的保

险单、保险收据等相关单证；接受客户的咨询和投诉。
发证日期：2018年4月26日
发证机关：中国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重庆监管局

经营保险业务许可证公告
机构名称：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重庆市綦江区支公司石角营销服务部
机构负责人：王华梅
机构编码：000005500222006
机构住所：重庆市綦江区石角镇双树村1组正街7号附5号
成立日期：2002年8月23日
邮政编码：401426 联系电话：13696466613
业务范围：对营销员开展培训及日常管理；收取营销员代收的保险费、投保单等单证；分发保险公司签发的保

险单、保险收据等相关单证；接受客户的咨询和投诉。
发证日期：2018年4月26日
发证机关：中国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重庆监管局

经营保险业务许可证公告
机构名称：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重庆市潼南区支公司塘坝营销服务部
机构负责人：周玲
机构编码：000005500223005
机构住所：重庆市潼南区塘坝镇人民街73号
成立日期：2002年08月23日
邮政编码：402660 联系电话：023-85115119
业务范围：对营销员开展培训及日常管理；收取营销员代收的保险费、投保单等单证；分发保险公司签发的保

险单、保险收据等相关单证；接受客户的咨询和投诉。
发证日期：2018年04月26日
发证机关：中国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重庆监管局

经营保险业务许可证公告

家庭医生签约服务信息化
年内将覆盖所有区县

2018-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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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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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8月23日12：00－2018年9月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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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商业、住宅类

序号

18074

二、工业类

序号

土地位置

大渡口区大渡口组团F分区F11-
1-1、F11-1-3、F11-1-4号宗地

土地位置

用途

二类居住用地、商
业用地

用途

土地面积
（㎡）
70433.1

产业类别

总计容建筑面积
（㎡）

≤143322.09

土地面积
（㎡）

最大建筑密度

≤35%

可建面积(㎡）或
容积率

绿地率

≥30%

投资强度
（万元/公顷）

出让价款起始价
（万元）

86316

产出要求
（万元/公顷）

出让价款起始
价（万元）

备 注

备 注

G180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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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G18047一宗地以网上交易方式出让。

两江新区水土组团E分区E18-1/
01号宗地

一类工业用地（标
准厂房） / 35118.6 ≤2.0 / / 1412

环保要求详见重庆市环境保护局两江
新区分局《关于两江新区龙兴组团V4-
2-01号地块等8宗建设用地环保意见
的函》（渝环两江函〔2017〕93号）。

中国铁塔亮相首届智博会

在8月23日至25日举行的
中国国际智能产业博览会上（简
称“智博会”），中国铁塔将以“开
放合作，智慧共享”为主题，围绕
新时代的智慧通信场景，通过

“助力网络强国”、“共享带来共
赢”、“多元化解决方案助力互联
网+”、5G未来发展等21个展
点，全面展示了中国铁塔成立以
来的改革发展成果。

正式运营3年不到时间，中国
铁塔在通信行业内深入推进资源
共享，坚持“一家建设·多家使用”、

“能共享不新建”、“能共建不独
建”，快速推动了移动网络规模发
展。

目前，中国铁塔是全球最大
的通信铁塔基础设施服务提供
商。今年以来，中国铁塔全面开
放资源，在房地产、环保、气象、
地震、林业、海事、广电等10多
个行业领域开展共享合作，持续
提升价值创造能力。

本届智博会，中国铁塔充分
展示了强大的资源能力，以及依
托资源服务各行业领域的合作

发展成果，如多功能灯杆、智慧
小区、智慧林业、智慧环保、智慧
安防、智慧管道保护等智慧城市
建设系列拓展业务，以及“能源
创新—动力电池梯级利用”、分
布式存储等多款智能产品。

工信部信息通信经济专家
委员会秘书长陈金桥表示，中国
铁塔具有独一无二的资源优势，
正得到互联网、物联网公司及社
会各行业的广泛青睐。资源共
享模式边际成本低、边际效益
高，随着中国铁塔面向全社会共
享发展的深入，未来中国铁塔的
收入结构将持续优化，利润率水
平将稳步提升。 谢恒

加速布局社会大共享蓝海市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