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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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3月22日12：00－2019年4月1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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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3-63628117，地址：重庆市渝北区青枫北路6号渝兴广场B9、B10
栋，联系人：王先生。出让人：重庆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地址：重庆市渝北区龙山街道龙山大道33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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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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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商业、住宅类

序号 土地位置 用途 土地面积
（㎡） 总计容建筑面积

（㎡） 最大建筑密度 绿地率 出让价款起始价
（万元） 备注

19036

19037

19038

19039

备注：土地面积以实测为准。

北碚区蔡家组团B分区B27-
2/05、B30-1/04号宗地

巴南区李家沱-鱼洞组团
F1-2/03号宗地

巴南区界石组团N分区N19-
1/03号宗地

巴南区界石组团N分区N23/
03号宗地

二类居住用地、
其它商务用地

商业用地

二类居住用地

二类居住用地

57884

2521

35925

40372

≤99117.6
≤3472.2
≤53888
≤60558

按规划要求

按规划要求

≤35%
≤35%

按规划要求

按规划要求

≥35%
≥35%

31235

3005

24358

27373

机构名称：中国平安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重庆市垫江支公司
机构负责人：杨太辉 机构编码：000018500231
原机构住所：重庆市垫江县桂溪镇牡丹大道88号38幢2-6、2-7、2-8房屋，迎宾大道温州商贸城A区A1

栋四楼515、516、517、518号
现机构住所：重庆市垫江县桂溪镇牡丹大道88号38幢2-6、2-7、2-8房屋
成立时期：2011年1月17日 邮政编码：400000 联系电话：023-40250129
业务范围：承保人民币和外币的各种人身保险业务，包括各类人寿保险、健康保险（不包括“团体长期健康

保险”）、意外伤害保险等保险业务；办理各种法定人身保险业务；证券投资基金销售业务；对营
销员开展培训和管理，收取营销员代收的保险费、投保单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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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诉；经中国保监会批准的其他业务。

发证日期：2019年1月30日 发证机关：中国银行保监会重庆监管局

保险业务机构地址变更公告
机构名称：中国平安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重庆市荣昌支公司
机构负责人：曹梅 机构编码：000018500226
原机构住所：重庆市荣昌区昌州街道昌龙大道51号2-1部分房屋
现机构住所：重庆市荣昌区昌州街道昌龙大道51号2-1部分、2-1-1
成立时期：2010年12月22日 邮政编码：400000 联系电话：023-49820711
业务范围：承保人民币和外币的各种人身保险业务，包括各类人寿保险、健康保险（不包括“团体

长期健康保险”）、意外伤害保险等保险业务；办理各种法定人身保险业务；证券投资
基金销售业务；对营销员开展培训和管理，收取营销员代收的保险费、投保单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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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诉；经中国保监会
批准的其他业务。

发证日期：2019年1月30日 发证机关：中国银行保监会重庆监管局

保险业务机构地址变更公告
机构名称：中国平安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重庆市江北支公司鱼嘴营销服务部
机构负责人：谢钟辉 机构编码：000018500105001
原机构住所：重庆市江北区和韵路48号附35至附37号
现机构住所：重庆市江北区和煦路25号附16号3-4、3-10、3-11房屋
成立时期：2014年6月16日 邮政编码：400000 联系电话：023-67592042
业务范围：承保人民币和外币的各种人身保险业务，包括各类人寿保险、健康保险（不包括“团体

长期健康保险”）、意外伤害保险等保险业务；办理各种法定人身保险业务；证券投资
基金销售业务；对营销员开展培训和管理，收取营销员代收的保险费、投保单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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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诉；经中国保监会
批准的其他业务。

发证日期：2019年1月30日 发证机关：中国银行保监会重庆监管局

保险业务机构地址变更公告

据新华社南京 3 月 21 日电 （记
者 邱冰清 朱国亮 叶昊鸣）记者
21日从响水县政府新闻办公室和应急
管理部获悉，江苏省盐城市响水县陈家
港化工园区天嘉宜化工有限公司当日
下午发生爆炸，截至17时，救援人员已
从现场救出31人；截至21日晚19时，
爆炸事故造成6人死亡、30人重伤。

21日14时48分左右，位于响水县

生态化工园区的天嘉宜化工有限公司
发生爆炸。事故发生后，江苏省、盐城
市、响水县启动了应急预案，第一时间
开展事故救援等工作。截至19时，事
故已造成6人死亡、30人重伤，另有部
分群众不同程度轻伤。

目前，现场救援还在继续进行，医
卫部门正在全力救治伤员，环保部门正
在进行环境监测。

学校食品安全与营养健康事关师
生身体健康，事关亿万家庭幸福，事关
社会和谐稳定。将于4月1日起施行
的《学校食品安全与营养健康管理规
定》有哪些实质性举措，将如何让孩子
们“吃得安全”“吃得健康”？教育部、
国家市场监管总局等部门有关负责人
21日作出了解读。

建立集中用餐陪餐制度

为保障学生在校用餐的质量，管理
规定提出，中小学、幼儿园应当建立集
中用餐陪餐制度，每餐均应当有学校相
关负责人与学生共同用餐，做好陪餐记
录，及时发现和解决集中用餐过程中存
在的问题。管理规定同时提出，有条件
的中小学、幼儿园应当建立家长陪餐制
度。各校可根据本校实际情况，酌情建
立相应工作机制。

有关部门表示，陪餐制度将有助于
推动学校校领导更加重视学校食品质
量的日常监管，及时发现问题、反馈问
题和解决问题，更好地保障学生用餐安
全与营养健康。鼓励家长参与陪餐，有
利于家长和社会更好地了解学生用餐
情况，减轻不必要的疑虑，结合实际提
出各类改进建议，推动学校集中用餐相
关工作良性发展。

针对学校用餐人员相对集中、学生
体质较为敏感等特点，结合近年来学校
食品安全事件发生原因，管理规定对学
校提出了一些特殊要求。如学校食堂

不得采购、贮存、使用亚硝酸盐。中小
学、幼儿园食堂不得制售冷荤类食品、
生食类食品、裱花蛋糕，不得加工制作
四季豆、鲜黄花菜、野生蘑菇、发芽土豆
等高风险食品等。

严防严控食品安全风险

有关部门介绍，管理规定结合学校
特点，专设一章，规范食堂加工制作全
过程控制，对学校食堂设施设备配备、

布局流程、从业人员管理，以及食品采
购、进货查验、食品贮存、加工制作、餐
饮具清洗消毒、食品留样等各环节作出
详细规定，力求建立贯穿采购、贮存、加
工制作、供应全过程的学校食品安全风
险防控体系。

管理规定强化了学校食品安全社会
共治。除提出有条件的中小学、幼儿园
应当建立家长陪餐制度外，管理规定还
要求，学校建立集中用餐信息公开制度，

及时向师生家长公开食品进货来源、供
餐单位等信息。学校在食品采购、食堂
管理、供餐单位选择等涉及学校集中用
餐的重大事项上，应当以适当方式听取
家长委员会或者学生代表大会、教职工
代表大会意见。有条件的学校食堂应当
做到明厨亮灶，通过视频或者透明玻璃
窗、玻璃墙等方式，公开食品加工过程。

加强食品安全与营养健康教育

管理规定在总则中明确提出，学校
应当开展食品安全与营养健康的宣传
教育。

据介绍，为明确健康教育的各方责
任，管理规定要求，教育部门指导和督
促学校推进健康教育，提升营养健康水
平；卫生健康主管部门对学校提供营养
指导，倡导健康饮食理念，开展适应学
校需求的营养健康专业人员培训，指导
学校开展营养健康知识教育。

管理规定要求，学校将食品安全与
营养健康相关知识纳入健康教育教学内
容，通过多种形式开展经常性宣传教育
活动，并根据有关标准，因地制宜引导学
生科学用餐。中小学、幼儿园应当培养
学生健康的饮食习惯，加强对学生营养
不良与超重、肥胖的监测、评价和干预，
利用家长学校等方式对学生家长进行食
品安全与营养健康相关知识的宣传教
育。有条件的中小学、幼儿园应当每周
公布学生餐带量食谱和营养素供给量。

（新华社北京3月21日电）

校领导需陪餐 用餐信息应公开
——教育部国家市场监管总局等部门有关负责人解读

《学校食品安全与营养健康管理规定》
新华社北京 3 月 21 日电 （记者

于佳欣）商务部新闻发言人高峰在21
日召开的例行新闻发布会上说，中共中
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中美全
面经济对话中方牵头人刘鹤与美国贸
易代表莱特希泽、财政部长姆努钦近期

就中美经贸问题举行多轮电话磋商。
双方商定，莱特希泽、姆努钦将于3月
28日至29日应邀访华，在北京举行第
八轮中美经贸高级别磋商。刘鹤副总
理将于4月初应邀访美，在华盛顿举行
第九轮中美经贸高级别磋商。

中美经贸高级别磋商将于
近期分别在北京和华盛顿举行

两架波音737 MAX系列客机5
个月内分别失事，使美国波音公司截至
20日面临国会、军方、司法机关等多方
调查，牵连给予737 MAX客机认证的
联邦航空局和与这家飞机制造商渊源
颇深的代理国防部长接受调查。

参院听证

应共和党籍联邦参议员特德·克鲁
兹提议，参议院分管航空航天事务的小
组委员会拟3月27日召开听证会，传
唤3名交通部官员，调查波音对去年
10月29日和今年3月10日两起空难
可能负有的责任。

质询对象包括联邦航空局代理局
长丹尼尔·埃尔韦尔、交通部首席调查
官卡尔文·斯科韦尔和国家交通安全委
员会主席罗伯特·萨姆沃特。

美国媒体披露，联邦航空局近年为
节省开支，把部分波音客机认证项目

“授权”波音公司，而波音急于让新机型

面世、与欧洲空中客车公司同类产品竞
争，安全检验程序“匆忙”。

更多调查

联邦航空局因为“背书”737
MAX客机安全，成为交通部和司法部
调查对象。

联邦航空局说，它会寻求获取、审
核埃塞航空失事客机“黑匣子”，确认失
事原因，以便“斟酌下一步行动，让涉事
型号客机恢复运营”。

埃塞空难后，130多个国家和地区
停飞或禁飞737 MAX系列客机，包括
美国，超过350架飞机暂停运营；波音
暂停向客户交付这一系列客机。

波音同时面临一系列由坠机遇难
者家属发起的民事诉讼。

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20日报
道，美国空军参谋长戴维·戈德费恩下
令审核大型军用飞机及总统专机“空军
一号”的飞行操作培训程序，以“确保飞

行员能够理性应对紧急状况、尤其知道
如何操作自动化驾驶系统”。

美军“阿帕奇”直升机、C-17型运
输机等多种军用飞机和总统专机“空军
一号”由波音制造。

牵扯防长

波音的困境可能牵累企业前高级
主管、现任代理国防部长帕特里克·沙
纳汉的“仕途”。

美联社报道，非营利机构华盛顿公
民责任与道德组织一周前向国防部督
察长正式投诉，指认沙纳汉任内言论涉
嫌为波音说好话、贬低其他防务承包商
如洛克希德－马丁公司。督察长已经
正式启动调查。

投诉书多以美国媒体公开报道为
依据，指认沙纳汉在政府会议上赞扬波
音，质疑他“是否就国防部优先项目有
意无意地指手画脚”。

沙纳汉20日陪同美国总统唐纳

德·特朗普前往俄亥俄州。国防部发
言人汤姆·克罗森说，沙纳汉“欢迎”审
核，声明他坚持遵守他2017年6月准
备接受副防长任命时签署的职业规范
协议，承诺他不会经手任何涉及波音
的事务，而是交由其他国防部官员处
理，以避免“任何实质性或明显可见的
利益冲突”。

沙纳汉现年56岁，1986年起在波
音上班超过30年，出任多项高层管理
职务，参与或主持涵盖737至787系列
的多型号商用飞机研发项目、导弹防御
系统和军用直升机等国防部合同项目，
2016年成为分管供应链和运营的高级
副总裁，直至2017年离职，接受特朗普
任命，同年7月就任国防部副部长。今
年1月，原国防部长詹姆斯·马蒂斯辞
职，特朗普提拔沙纳汉任代理防长。

国防部对沙纳汉启动内部调查，使
外界猜测沙纳汉“转正”的可能性减
小。 沈敏（据新华社专特稿）

3月21日，
在新西兰克赖
斯特彻奇，恐
袭案发生后第
六天，警察仍
在 15 日 恐 袭
案发生现场附
近警戒。

新 华 社 记
者 郭磊 摄

据新华社北京 3 月 21 日电 （记
者 王优玲）据住房和城乡建设部21
日发布的消息，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国
家文物局近日通报批评了五个保护不
力的国家历史文化名城，并限期整改。

据两部门发布的《关于部分保护不
力国家历史文化名城的通报》，2017年
至2018年，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国家文
物局组织开展了国家历史文化名城和
中国历史文化名镇名村保护工作评估
检查。评估检查发现，山东省聊城市存
在在古城内大拆大建、大搞房地产开发
问题，山西省大同市、河南省洛阳市存
在在古城或历史文化街区内大拆大建、
拆真建假问题，陕西省韩城市存在破坏
古城山水环境格局问题，黑龙江省哈尔
滨市存在搬空历史文化街区居民后长

期闲置不管问题。
通报称，鉴于上述问题导致国家历

史文化名城历史文化遗存遭到严重破
坏，历史文化价值受到严重影响，现决
定对聊城市、大同市、洛阳市、韩城市、
哈尔滨市予以通报批评。山东省、山西
省、河南省、陕西省、黑龙江省住房和城
乡建设厅、文物局（文化和旅游厅）要督
促上述城市人民政府总结分析历史文
化名城保护存在问题及原因，抓紧制定
整改方案，及时落实整改措施，防止情
况继续恶化，并于2019年5月31日前
将整改情况报告分别报住房和城乡建
设部、国家文物局。对于整改不到位的
城市，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国家文物局
将提请国务院撤销其国家历史文化名
城称号。

两部门点名通报
五个保护不力的国家历史文化名城

江苏响水县发生爆炸事故
造成6人死亡30人重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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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新华社新西兰克赖斯特彻奇
3 月 21 日电 （记者 卢怀谦 陈正
安）新西兰总理阿德恩21日宣布，新西
兰禁止生产、销售和使用军用式半自动
步枪和突击步枪。

禁令从当地时间21日下午3时起
生效。禁令还涉及大容量弹匣以及可

增强武器攻击性的半自动武器改装件。
阿德恩表示，相信绝大多数新西兰

人会支持这项禁令。
本月15日，克赖斯特彻奇市两座

清真寺发生严重枪击事件，造成50人
死亡、50人受伤。枪支安全问题随后
在新西兰引起广泛关注。

新西兰政府颁布枪支禁令
33月月1313日日，，在雅加达苏加诺—哈达国际机场在雅加达苏加诺—哈达国际机场，，一架一架

波音波音737737--88客机机身上被贴上了封条客机机身上被贴上了封条。。 新华社新华社//路透路透

美国政、军多方介入波音调查
代理国防部长接受调查

共同用餐 新华社发 朱慧卿 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