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快读

本报讯 （记者 赵迎昭）3月29
日，2018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评
选结果在北京揭晓，合川钓鱼城范家
堰南宋衙署遗址（以下简称范家堰遗
址）入选。

在为期两天的终评会上，20个入
围项目汇报人介绍了遗址的发现发掘
情况。经过评审和投票，河北张家口
太子城金代城址、范家堰遗址、辽宁庄
河海域甲午沉舰遗址（经远舰）水下考
古调查等10个项目入选2018年度全
国十大考古新发现。这也是继2012年
渝中区老鼓楼衙署遗址之后，重庆考
古项目再次入选全国十大考古新发
现。

“2017年8月至2018年4月，范家
堰遗址进行了第四次主动性考古发
掘。该遗址累计发掘面积近15000平
方米，是目前国内唯一经过大规模科
学考古发掘、保存较为完整的宋代衙
署……”听了重庆市文化遗产研究院
副院长袁东山的汇报，评委认为，范家
堰遗址为研究我国宋代城市与衙署建
筑、古代园林及宋蒙（元）战争史等提
供了珍贵的实物遗存。遗址出土的铁
雷是世界中古史火器与冷兵器并用时
代开创阶段的重要见证。

范家堰遗址入选全国十大考古新
发现的消息也让我市考古专家倍感振
奋。“入选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是对
重庆考古工作人员连续15年深耕钓鱼
城考古的肯定，也是对宋蒙（元）战争

山城防御体系价值的认可，让重庆这
一重要的历史文化遗存展现在全国考
古界和公众面前。”重庆市文化遗产研
究院院长白九江说。

重庆师范大学教授武仙竹表示，
该校团队将从微痕考古、动物考古等
方面，参与范家堰遗址的研究工作，推
动考古遗址的多学科综合研究，为钓

鱼城申报世界文化遗产提供学术支
撑。

考古专家刘豫川说，入选十大考
古新发现是对钓鱼城考古价值的高度
认可，考古发掘揭开了改变世界历史
的宋蒙“钓鱼城之战”的面纱，向世人
展示了遗址的真实性，对钓鱼城遗址
申报世界文化遗产具有助推作用。

2018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评选结果揭晓

合川钓鱼城范家堰南宋衙署遗址入选

2018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
（按年代早晚排列）

广东英德青塘遗址

湖北沙洋城河新石器时代遗址

陕西延安芦山峁新石器时代遗址

新疆尼勒克吉仁台沟口遗址

山西闻喜酒务头商代墓地

陕西澄城刘家洼东周遗址

江苏张家港黄泗浦遗址

河北张家口太子城金代城址

重庆合川钓鱼城范家堰南宋衙署遗址

辽宁庄河海域甲午沉舰遗址（经远
舰）水下考古调查

综合新华社北京 3 月 29 日电
国家发展改革委29日称，电网企业

增值税税率由16%调整为13%后，
省级电网企业含税输配电价水平降

低的空间全部用于降低一般工商业
电价，原则上自2019年4月1日起

执行。
另外，刚刚上调的汽油、柴油价

格很快将迎来“下调”。国家发展改
革委29日宣布，因成品油增值税税
率由16%降低至13%，国内汽油、柴
油最高零售价格每吨分别降低225
元和200元，自2019年3月31日24
时起执行。

因增值税税率由16%降低至13%

汽油柴油和一般工商业电价相应下调

新华社北京 3 月 29 日电 （记
者 安蓓）记者29日从国家发展改
革委了解到，国家发改委于近日发出
通知，要求各地价格主管部门对
2018年以来尚未出台降价措施的政
府定价管理的景区，全面开展门票定
价成本监审或成本调查、价格评估工
作，以“五一”、暑期、“十一”等游客集
中时间段为重要节点，成熟一批、出
台一批，降低景区偏高门票价格水
平。

通知要求，2019年，各地价格主
管部门原则上完成辖区内所有实行
政府定价管理的5A、4A级景区门票
成本监审调查、价格评估调整工作。
同时，要最大限度清理规范景区不合
理支出行为，推行收支信息公开，积
极探索发挥审计等部门作用，加强对
景区成本的约束。对2018年已经降
价，但降价不到位、高定价大折扣等
问题仍然突出的景区，要推动进一步
降价。

通知指出，各地价格主管部门要
从减轻旅游者景区游览全程费用的
角度出发，在降低门票价格同时，加
强对群众反映强烈、垄断性较强的交
通车、缆车、游船、停车等服务价格监
管。实行政府指导价或政府定价的，
要健全景区相关游览服务价格管理
制度，在深入开展成本监审或成本调
查基础上，降低偏高价格。

通知强调，各地价格主管部门会
同景区经营管理者切实降低偏高的

景区门票及景区内配套游览服务价
格，不得只降低淡季价格、不降低旺
季价格；不得以降低联票、通票价格
替代具体景区门票及游览服务项目
降价；不得以降低特定售票渠道、特
定群体、特定时段价格或实行价格优
惠替代普惠降价；不得以经营管理者
在政府指导价范围内自主下浮价格
替代政府降价；不得通过不合理设置

“园中园”门票，提高其他游览服务价
格，将门票、相关游览服务项目强制
捆绑销售等方式冲减降价实效，搞

“明降暗升”。各地应对现行景区门
票价格优惠政策执行情况进行系统
梳理，认真落实好对军人、未成年人、
老年人、学生、残疾人、宗教人士等特
定群体的门票减免优惠政策。

国家发改委在更大范围推进重点国有景区门票降价

不得只降低淡季价格、不降低旺季价格

本报讯 （记者 李珩 何维）近
日，国家卫生健康委印发了《关于开展
医疗卫生机构厕所整洁专项行动的通
知》（以下简称《通知》）。3月28日，重
庆日报记者从市卫健委了解到，整治医
院厕所被纳入我市“美丽医院”建设中，
今年上半年重庆将评出首批15家“美
丽医院”建设示范单位。

按照《通知》要求，医院厕所将加强
设施设备的配置和管理，突出规范化、
人性化、科技化以及绿色环保。要设置
醒目规范的标识，保持设施设备齐全完
好并定期维护保养，为老人、孕产妇、儿
童等特殊人群提供人性化服务。有条
件的机构配备厕纸、洗手液等。

在门诊、住院部等公共区域，还应

增设第三卫生间和无障碍设施、母婴设
施、儿童便器等，保障特殊群体使用权
益。医院厕所还应配备必要的擦手纸、
烘干机、卫生纸、洗手液、密封式垃圾桶
等，安装搁物台、挂钩、防滑扶手、呼救
铃等设施。

28日，记者在市急救医疗中心看
到，各楼层厕所均配备了手部消毒液，

患者在厕所门口洗手离开后，保洁人员
会立刻拖干地面水渍。市急救医疗中
心相关负责人介绍，医院刚升级了厕所
通风系统，下一步还将统一厕所标志，
增设第三卫生间和无障碍设施。

“今年上半年我们将评选出重庆
首批 15 家‘美丽医院’建设示范单
位。”市卫健委相关负责人介绍，同时
还会出台针对基层医疗卫生机构的
《重庆市基层医疗卫生机构“美丽医
院”建设评审标准》，在今年下半年评
选出20家基层医疗卫生机构“美丽医
院”建设示范单位，进一步提升患者就
医感受。

厕所整治被纳入“美丽医院”建设
上半年将评出首批15家“美丽医院”建设示范单位

大图：合川钓鱼城范家堰南宋衙署遗址考古发掘场景。
小图：考古发掘出的铁雷。 （重庆市文化遗产研究院供图）

重庆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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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X19117

X19118

X19119

土地位置

渝北区人和组团B分区
25-3号宗地

大渡口区大渡口组团A分
区A23-2/05、A25-2/
06、A25-1/06号宗地

巴南区李家沱组团B分区
B07-4/01、B07-3/02号

宗地

规划用途

原用途

商业用地、商务用地

二类居住用地、商业金
融业用地

二类居住用地、商业用
地、商务用地

现用途

商业用地、商务用地

二类居住用地、商业
金融业用地

二类居住用地、商业
用地、商务用地

土地面积（㎡）
原面积

27193

119287

25205

现面积

27193

119287

25317（包含地下空间
使用权112平方米）

规划部门确定的总建筑规模（㎡）
原规模

108772

426254.57

37808

现规模

155603.46

423863.25

51213.46

规划部门确定的地上或计容规模（㎡）
原规模

108772

348171.5

37808

现规模

108772

346947.86

37808

应补交地价款
金额

（万元）

230

0

16

原土地使用权人

重庆飞洋创拓房地
产开发有限公司

重庆港雅置业有限
公司

中铁房地产集团重
庆有限公司

调整依据

根据《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 计容
建筑面积未增加，涉及部分用途转
换 ；新 明 确 不 计 容 建 筑 面 积
46831.46 平 方 米（ 其 中 车 库
39869.05平方米，配套设施6020.07
平方米不计征地价款），补缴剩余地
价款。另土地使用权人申请将自持
计容建筑面积不低于65264平方米
的商务房屋修改为自持计容建筑面
积不低于65264平方米商业商务房
屋,评估补缴地价款。

该项目已竣工，根据房测报告，计容
建筑面积未增加，涉及部分用途转
换；不计容建筑面积未增加，涉及部
分用途转换，不计征地价款。

该宗地占用市政道路地下空间使用
权112平方米，土地使用权人申请
整合地下空间使用权，补缴地价款；
该项目已全部竣工验收，根据房测
报告，计容建筑面积未增加，涉及部
分用途比例转换，新明确不计容规
模13405.46平方米（车库12097.64
平方米、配套设施 1307.82 平方米
不计征地价款），补缴剩余地价款。

（上接1版）
在杨丽看来，无论哪个时期，派出

所民警的职责都始终与老百姓的生命
财产安全息息相关。

杨丽刚工作时，身为派出所老民警
的父亲杨邦鑫，就曾叮嘱：“穿上这身警
服，就与老百姓站在了一起。你，是为
老百姓服务的。”

性格爽朗、直率的杨丽，工作中非
常干练，短短几年时间，她将分管片区
的大街小巷，挨家挨户走了一遍又一
遍，脑子里记下1000多户、4000多人
的户籍信息。

“当时只要提起片区内有某个人，
我就能说出他多少岁、住哪里、干什么
工作、家里什么情况等等信息。”杨丽
说，当年警队里的行话叫“背四知”，那
时没电脑，也没互联网，身为户籍民警，
这些信息都要靠脚来走、嘴来问、眼来
看、脑来记。

“近年来，我们警务工作的信息化
管理应用飞跃发展。说实话，我感觉有
些跟不上了，但还是愿意努力去学习，
有些搞不懂的，就问问儿子。”杨丽说，
她从事警察工作40年来，黄色、白色、
绿色、蓝色的警服都穿过，即便还有3
年就退休了，依然舍不得脱下这身光荣
的警服。

外公是新中国第一代警察

杨子一家中，祖孙三代共出了10
位警察，除了他和父母，还有外公、外
婆、爷爷、奶奶、二舅、二舅妈和表姐。

全家都是警察，这让杨子一倍感自
豪，警察梦从小就扎根于心，从来不曾
动摇 。

“我小时候在家，眼睛里看到的亲
人全都身着警服。”杨子一告诉记者，
父亲离开得早，他是外公杨邦鑫一手
带大的，虽然失去了父亲，但没有失去
爱。

杨子一说，他受外公的影响和熏陶
最大，小时候外公经常给他讲父亲的事
迹，还有各种侦查破案的故事，他总是
听得津津有味。英雄情结在他心中慢
慢生根发芽。

外公杨邦鑫，今年88岁了，是渝中
区原石板坡派出所的副所长，也是新中
国的第一代老警察。

杨子一说，外公是位很有经验的
基层民警，与老百姓走得很近，为人有
亲和力，做事讲方式方法，分析力相当
强。

“当时他片区里那些调皮捣蛋的
青少年，对我父亲是又怕又爱。他们
做了‘坏事’，每次都会被逮到，经过处
罚后，我父亲又会语重心长地教育他
们。在法律允许的条件下，父亲尽量
保证他们的前途不受影响。”杨丽说，
曾经有一少年犯了错，她父亲耐心劝
导，给了他改过的机会，后来此人还在
其单位做出了比较好的成绩，对父亲
一直满怀感激。

外公还是一位热心肠，同事遇到有
什么困难需要帮忙，他都会义不容辞。
他常说，警察的职责是全天候24小时，
不分上班与下班。

“外公身上老民警的做事态度和性
格，深深影响着我。”杨子一说，外公外
婆如今已是白发苍苍的八旬老人，身体
都不太好。不过，二老与他和母亲都住
在同一个小区里，随时能得到照料。

新时代警察要不断学习与时俱进

2008年，杨子一从重庆警察学院
毕业后，顺利通过考试，加入了重庆渝
中区巡警四大队，从此穿上了他梦寐以
求的警服。

杨子一成为了交巡警，主要负责较
场口片区，每天的工作就是与老百姓打
交道。在这个岗位上，他曾为10多个走
失的幼童找到家人，甚至自掏腰包为孩
子买衣服，还常为迷了路的外地人带路。

2012年，杨子一加入渝中区公安
分局法制支队后，靠着自己的专业法律
知识素养，成为协助同事破案的“幕后
侦探”。

身为一名法制民警，杨子一的工
作，就是要确保每一起案件，都在公平
的法制过程中完结，保证每一位涉案人
员的合法权益，惩戒每一个犯罪分子，
让案件经得起时间的考验。

“身为新时代的警察，除了要有全
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心，还需要不断学
习、更新知识，与时俱进，才能打胜仗。”
杨子一说。

希望全家能一起吃上一顿团年饭

多年以来，这个警察大家庭有一个
愿望始终无法实现，那就是全家一起吃
顿团年饭。

对于普通家庭而言，每年春节一家
团聚，热热闹闹吃团圆饭，老少一家子
一个不少围坐在一起看春节联欢晚会，
是一年中最开心的日子。

“在我印象中，30多年来，我们家
这样的欢乐时光，一次都没有。”杨子一
回忆说，因为全家都是警察，过年的时
候，不是这个执勤、就是那个巡逻，几乎
都在当班，根本聚不到一块儿。

“人民的平安和幸福，需要我们警
察来守护。牺牲小家的团聚，守护万家
的祥和，这都是必须的。”杨丽在一旁补
充道。

谈到老杨家的第四代，杨子一有些
腼腆地告诉记者，他和妻子现在正在备
孕。

母亲杨丽则说：“尽管我们也知道
警察工作的辛苦和危险，但如果能有两
个孩子，我还是希望至少有一个能加入
警察的行列。”

都说在和平年代里，警察是最危险
的职业。尽管杨子一的父亲，已经永远
离开了，但杨子一全家祖孙三代在新中
国成立70年的峥嵘岁月里从警的故
事，还在继续……

祖孙三代十警察 牺牲小家守护万家

杨子一 （渝中区公安分局供图）

证监会成立投资者保护工作领导小组
➡记者29日从证监会了解到，证监会成立了投资者保护工作领导小组，统筹

协调各业务领域的投资者保护工作。证监会新闻发言人常德鹏29日表示，成立领
导小组旨在加强证监会党委对投资者保护工作的统筹协调、督导落实，强化资本市
场各业务、各产品、各环节投资者保护工作的整体性和协同性，形成工作合力，为建
设规范、透明、开放、有活力、有韧性的资本市场奠定坚实基础。据介绍，证监会主
席易会满担任领导小组组长。 （据新华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