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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6月4日至6日，市委常
委所在单位召开“不忘初心、牢记使
命”主题教育工作会议，进一步学习贯
彻习近平总书记在“不忘初心、牢记使
命”主题教育工作会议上的重要讲话
精神，传达贯彻全市“不忘初心、牢记
使命”主题教育工作会议精神，安排部
署所在单位“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
题教育工作。

6 月 4 日，市委常委、常务副市
长吴存荣参加市政府办公厅部分处
室“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
动员会时指出，要认真学习、深刻领
会、全面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不忘
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工作会议
上的重要讲话精神，以高度的政治
责任感开展好主题教育，认真贯彻

“守初心、担使命，找差距、抓落实”
的总要求，用先进理论武装自己，抓
好调查研究，认真检视反思，聚焦根
本任务抓好落实。深入学习贯彻总
书记视察重庆重要讲话精神，重点
抓好区域经济协调发展、城乡统筹
发展、“陆海贸易新通道”建设等重
点工作。围绕中央决策部署，深入
调研、找准问题、解决问题，在整改
落实中积极作为、勇于担当，确保全
市各项事业始终沿着总书记指引的
方向不断前进。

6月5日，市委常委、政法委书记
刘强主持召开市委政法委、市委国安
办、市法学会“不忘初心、牢记使命”
主题教育工作会议。刘强要求，切实
统一思想、凝聚力量，高标准、高质量
开展好主题教育，以实际行动践行初
心和使命，以优异成绩迎接新中国成
立70周年。刘强强调，要紧紧围绕
主题教育总要求和具体目标，把学习
教育、调查研究、检视问题、整改落实
贯穿全过程，把学和做结合起来、查
和改贯通起来，切实强化党的理论学
习和理论武装，摸清实际情况、解决
实际问题、发现找准症结、剖析挖深
根源，边查边改、真查真改，纵深推进
主题教育，着力锻造一支绝对忠诚、
绝对纯洁、绝对可靠的政法铁军。坚
决打好防范化解重大风险攻坚战，保

障发展、保障改革、保障开放、保障民
生，全力维护政治安全、社会安定、人
民安宁。

6月4日，市纪委监委机关召开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工
作会议。市委常委、市纪委书记，市
监委主任穆红玉在会上指出，要提
高政治站位，把开展主题教育同贯
彻落实总书记视察重庆重要讲话精
神结合起来，同落实中央纪委三次
全会部署结合起来，准确把握总要
求和目标任务，以高度的政治责任
感抓紧抓实抓好。穆红玉强调，各
级纪检监察机关要先学一步作表
率，结合工作实际精准落实重点措
施，高质量抓好学习教育、调查研
究、检视问题、整改落实，把“改”字
贯穿始终，对调研发现的问题、群众
反映强烈的问题、脱贫攻坚专项巡
视反馈的问题等整改到位。要压实
领导责任，强化督促指导，抓好宣传
引导，深化拓展“以案四说”警示教
育，务求工作实效。与此同时，加强
监督检查，对消极对待、敷衍应付、
走形变样等问题严肃问责。

6月4日、5日，市委常委、秘书长
王赋分别主持召开市委办公厅、市委
直属机关工委“不忘初心、牢记使命”
主题教育工作会议并作动员讲话。王
赋强调，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
记重要讲话精神，按照陈敏尔书记动
员讲话要求，切实增强开展主题教育
的自觉性和主动性，在全市走在前、作
表率。要严格对标对表，把学习教育、
调查研究、检视问题、整改落实贯穿始
终，精准落实主题教育各项工作。要
围绕推动办公厅“三服务”工作更上一
层楼，推进机关党建工作“三基”建设、
绿色机关建设，高标准高质量开展好
主题教育，确保把总书记殷殷嘱托和
党中央决策部署全面落实在重庆大地
上，以实干实绩迎接新中国成立70周
年。

6月4日，市委统战部举行“不忘
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工作会议。
市委常委、统战部部长李静指出，开展
这次主题教育正当其时、正应其势。

要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
话精神和市委工作要求，深刻领会主
题教育的重大意义，切实把主题教育
作为重大政治任务抓紧抓实抓好。要
全面把握“守初心、担使命，找差距、抓
落实”总要求，始终锚定具体目标，把
学习教育、调查研究、检视问题、整改
落实贯穿全过程，把主题教育各项工
作安排和基本要求在统一战线全面准
确落实到位。要坚持“两手抓、两促
进”，注重实际效果，推动重庆统战工
作争创一流、走在前列，更好服务全市
改革发展大局，为把总书记殷殷嘱托
全面落实在重庆大地上提供广泛力量
支持。

6月5日，市委组织部召开“不忘
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工作会
议。市委常委、组织部部长胡文容在
作动员讲话时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
习近平总书记在“不忘初心、牢记使
命”主题教育工作会议上的重要讲话
精神，按照中央部署、市委安排和陈
敏尔书记要求，认真贯彻“守初心、担
使命，找差距、抓落实”的总要求，精
准落实重点措施，紧紧围绕具体目标
开展主题教育。要坚决落实总书记
对组织部门提出的“讲政治、重公道、
业务精、作风好”的重要指示，深学笃
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思想，知行合一践行“两个维护”，认
真履行全面从严治党政治责任，不断
改进工作作风、从严治部带队，打造
忠诚干净担当的高素质组工干部队
伍，确保主题教育取得扎扎实实的成
效。

6月6日，两江新区举行“不忘初
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工作会议，市
委常委，两江新区党工委书记、管委
会主任段成刚作动员讲话。他强调，
两江新区要全面贯彻落实习近平总
书记重要讲话精神，严格按照中央和
市委部署要求，高标准高质量开展好
主题教育。要统一思想认识，深刻领
会主题教育的重大意义；严格对标对
表，准确把握主题教育的目标要求；
落实重点措施，推动主题教育取得扎
实成效；加强组织领导，切实把主题

教育抓紧抓好。要把开展主题教育
与推动两江新区在重庆推进新时代
西部大开发形成新格局中打头阵、作
先锋，成为全市扩大开放排头兵结合
起来，以优异成绩迎接新中国成立
70周年。

6月5日，市委宣传部召开“不忘
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工作会
议。会议指出，要按照中央和市委部
署要求，深刻领会开展主题教育的重
大意义，认真贯彻总要求，准确把握
目标任务，精准落实重点举措，高标
准高质量开展好主题教育。会议强
调，要严格对标对表、落实重点举措，
把学和做结合起来，把查和改贯穿起
来，把主题教育和重点工作统筹起
来，一体推进、一体落实。要强化理
论武装，加大宣传引导力度，有针对
性地开展新闻宣传、典型宣传、社会
宣传和网络宣传，为我市主题教育营
造良好的舆论氛围。要注重实际效
果，以好的作风开展主题教育，力戒
形式主义、官僚主义，坚持求真务实，
真正做到走在前，作表率，确保主题
教育取得实效。

6月4日，万州区委常委会召开扩
大会议，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不
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工作会议
上的重要讲话精神，传达全市“不忘初
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工作会议精
神。会议强调，要进一步增强“四个意
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
护”，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总书记
重要讲话精神上来，按照市委工作要
求，以高度的政治责任感开展好主题
教育。要深刻领会把握主题教育工作
的现实需要，通过来一次理论大学习、
工作大落实，努力在重庆发挥“三个作
用”中贡献力量、展现担当。要深刻领
会把握主题教育的总要求、根本任务
和具体目标，精准落实重点措施，把学
习教育、调查研究、检视问题和整改落
实贯穿主题教育全过程，统筹做好当
前经济社会发展各项工作。

（记者 陈国栋 戴娟 张莎
黄乔 周松 周尤 李幸 陈钧 杨
骏 通讯员 梁剑）

高标准高质量开展好主题教育
市委常委所在单位召开“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工作会议

本报讯 重庆市住房城乡建委原
副主任、享受副省（部）长级医疗待遇
离休干部赵春明同志，因病于2019年
6月5日逝世，享年94岁。

赵春明同志1925年12月生，山
东莱州人。1944年7月参加革命工
作，1945 年 3 月加入中国共产党。
1944年7月至1946年5月任山东省
掖县西海区民兵工厂工人、班长；
1946年5月至1951年9月任胶东兵
工四厂、山东兵工一厂工会主任；
1951年9月至1958年8月任重庆四
五六厂工会主任、副书记；1958年8
月至 1959年 11月任重庆市总工会
劳保部长、副主席；1959年 11月至
1962 年 2 月任重庆钢铁公司副经
理；1962年 2月至 1965年 4月任松
藻矿务局局长、书记；1965年4月至

1966年6月任松藻矿区打通指挥部
书记；1966年6月至1969年10月打
通指挥部（“文革”中被批斗、受迫
害）；1969 年 10 月至 1971 年 10 月
任松藻矿区革委会副主任；1971年
10 月至 1973 年 7 月任重庆市建委
副主任；1973年 7月至 1975年 8月
任重庆钢铁公司副书记；1975 年 8
月至 1976年 11月任十八冶金建设
公司书记；1976年11月至1983年5
月任重庆市建委副主任；1983 年 5
月至 1985年 12月任重庆市建委顾
问；1985年 12月离职休养；2015年
10月经中组部批准享受副省（部）长
级医疗待遇。

赵春明同志遗体送别活动于
2019年6月7日5时30分在渝中区
天安堂举行。

赵春明同志逝世

本报讯 （记者 陈国栋）6月6日，
市委“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领
导小组办公室召开全体人员会议，市委
常委、组织部部长，市委主题教育领导小
组副组长、办公室主任胡文容参加会议
并讲话。胡文容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
中央和市委关于开展主题教育的部署要
求，认真贯彻落实市委主题教育领导小
组第三次会议精神和陈敏尔书记要求，
以高度负责的态度履行好市委赋予主题
教育领导小组办公室的各项职责任务，
确保主题教育取得扎扎实实的成效。

胡文容强调，要围绕主题教育的

总体部署，准确把握目标要求，注重统
筹谋划，细化工作措施，推动主题教育
各项工作有序有效开展。要坚持把学
习教育、调查研究、检视问题、整改落
实贯穿始终，督促指导主题教育单位
一体推进、一体落实，把每一项基本要
求做扎实、做到位。要认真践行“不忘
初心、牢记使命”要求，切实加强自身
建设，以好的作风开展主题教育，满腔
热情做好各项服务保障工作，尽职尽
责完成市委主题教育领导小组交办的
各项任务，为主题教育取得实效作出
应有贡献。

胡文容在市委“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领导小组办公室会议上强调

尽职尽责做好主题教育各项工作

●6月6日，市政协副主席谭家玲出席重庆市“我们的节日·端午”主题活动。
（记者 张莎）

●6月6日，中央单位定点扶贫重庆工作座谈会在北京召开。会议总结了2018
年中央单位定点扶贫重庆工作，并研究推进2019年工作。中央外办副主任、机关党
委书记刘建超，致公党中央副主席吕彩霞，重庆市副市长李明清出席会议。

（记者 颜安）

政务简报

本报讯 （记者 周雨 通讯
员 薛晓霞）6月6日，重庆“晒文化·
晒风景”大型文旅推介活动之荣昌篇
精彩上线。荣昌以“融巴蜀灵气·兴天
下荣昌”为主题，展示了荣昌陶、荣昌
夏布、荣昌折扇三大非遗的独特魅力
以及自然风光的优美，“游古镇、品非
遗、享美食、健身心”深入人心，获众多
市民赞誉。

中国科学院院士，武汉大学副校
长、医学研究院院长舒红兵是荣昌人，
虽然人在外地，却时刻眷念着家乡、关

注家乡的变化。得知荣昌正在开展
“双晒”活动，他第一时间进入投票页
面，为家乡荣昌投上了支持票。他说，

“双晒”活动不仅晒出了荣昌的非遗文
化、优美的自然风景，更晒出了荣昌人
开放包容的心境、敢于创新勇往直前
的精神。

舒红兵表示会抽出更多时间回家
乡看看，进一步领略荣昌作为“周末休
闲旅游不二之选”的独特魅力；同时，
还会广泛推介荣昌，为家乡发展贡献
一份力量。

“知道荣昌是6日晚9点半后投
票，我一早就关注了微信公众号‘重庆
发布’。我把‘区县故事荟’专题报道，
以及‘书记晒文旅’‘炫彩60秒’视频
反复看了好几遍，其优美灵动的画面
太让人震撼了!”提起荣昌“双晒”活
动，荣昌土生土长的作曲家熊尔康十
分兴奋。

熊尔康说，“区县故事荟”专题报
道引人入胜，让人得以透过文字领略
荣昌的人文特色；“书记晒文旅”“炫彩
60秒”则动感十足，选材新颖、画面精
致，让人过目不忘。

熊尔康称，身为荣昌人，一路走
来，他切身感受到了荣昌的发展变
化：拥有“全市最美河流”第一名荣峰
河、“重庆十大最美小镇”万灵古镇、

“最受欢迎旅游目的地”安陶小镇，荣
获“最具幸福感城市”金奖，荣峰河生
态景观工程荣膺中国人居范例奖，被
国务院表彰为“重大政策措施真抓实
干成效显著地方”……

身为荣昌人，熊尔康深感骄傲。
他表示，荣昌的人文魅力是自己50余
载创作灵感的来源，将继续为家乡创
作更多的歌曲，让更多的人了解荣
昌、聚焦荣昌、热爱荣昌。

“我们为能在荣昌投资兴业而自

豪，我要为荣昌点赞！”重庆华森制药
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游洪涛谈到“区
县故事荟”“书记晒文旅”“炫彩60秒”
时，十分感慨。他说，荣昌是一座文
化底蕴深厚、风景优美的城市，华森
在荣发展的20余年，见证了荣昌巨大
的变化。未来的日子，他将和众多选
择在荣昌干事创业的企业界人士一
起，为荣昌更加美好的明天贡献一份
力量。

“此次‘双晒’活动，不仅充分展
示了荣昌的文化旅游资源，更掀起荣
昌儿女热爱家乡、为家乡点赞的热
潮，将极大推动荣昌文旅融合发展。”
区文联相关负责人表示，“双晒”活
动，让人们领略到了“薄如纸、亮如
镜、声如罄”荣昌陶的独特魅力；感受
到有“中国草”之称的夏布，在勤劳智
慧的荣昌人手中，变成了走向国际市
场的“世界纱”；更看到了荣昌折扇经
过历代艺人精工创制，知名度越来越
高……

该负责人表示，荣昌区文联将以
此次“双晒”活动为契机，着力推动文
体旅融合发展，让“游古镇、品非遗、
享美食、健身心”深入人心，提升区域
软实力和核心竞争力。

“融巴蜀灵气·兴天下荣昌”，尽显非遗魅力风光美丽

荣昌“双晒”文旅推介活动广受赞誉

本报北京电 （记者 颜安）6月6
日，中央单位定点扶贫重庆工作座谈会
在北京召开。重庆日报记者从会上获
悉，去年，9家中央单位直接在我市投入
帮扶资金6279万元，引进帮扶资金5.4
亿余元，实施各类项目103个，有力地助
推了重庆市的脱贫攻坚工作。

中央单位定点扶贫工作，是我国特
色扶贫开发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
2015年，中央调整了定点扶贫重庆的国
家单位，水利部、中国农业银行、中国进
出口银行等9家单位肩负起了对口帮扶
我市的任务。

据了解，水利部为城口、巫溪、丰都、
武隆、万州等5个定点区县量身定制的
水利行业倾斜支持、贫困户产业帮扶、技
能培训、贫困学生勤工俭学帮扶等“八大
工程”年度帮扶计划，直接精准惠及贫困

村、贫困户和贫困人口；中国法学会积极
协助开州区跳蹬水库列入国家“十三五”
重大水利设施建设项目，帮助推进渝西
高铁过境开州项目落地；中信集团与黔
江区政府签订山塘盖国际旅游康养度假
区项目。

除直接提供、引进帮扶资金外，9家
单位还充分发挥自身优势，为我市贫困
区县提供金融支持。例如，中国农业银
行围绕秀山县主导产业、重点项目、龙头
企业等金融需求，由上浮20%下降到最
低基准利率，累计投放贷款15.6亿元；
中国进出口银行重庆分行为云阳县川维
泓锦公司6万吨/年PVB树脂项目批贷
4亿元，已发放贷款2.88亿元，项目建成
后可带动贫困人口就业近500人；中信
银行3年累计向黔江发放贷款14亿元，
贷款余额6亿元。

重庆日报记者还了解到，今年9家
中央单位计划在我市直接投入资金1.8
亿元，协调引进资金7.8亿元，实施项目
74个，进一步助推我市打赢打好脱贫攻
坚战。

中央单位定点扶贫重庆座谈会召开
9家单位去年直接投入帮扶资金6279万元，引进资金5.4亿余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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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7日12：00－2019年6月2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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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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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商业、住宅类

序号

19104

19105

土地位置

渝北区人和组团N分区N14-2、N14-5-2、B分区
B35-1号宗地

巴南区李家沱组团V分区V20-1/03、V21-1/03
号宗地

用途

二类居住用地、商业用地、
商务用地

二类居住用地

土地面积
（㎡）
87856

79885

总计容建筑面积
（㎡）

≤195837
≤119827.5

最大建筑密度

按规划要求

按规划要求

绿地率

按规划要求

≥30%

出让价款起始价（万元）

54936

60485

备注

二、工业类

序号

G19024

G19025

G19026

备注：1、土地面积以实测为准；2、序号G19024-G19026三宗地以网上交易方式出让；3、公告序号19071宗地因规划利用条件变化，公告截止日期延至2019年6月27日12：00。

土地位置

南岸区茶园组团D分区D58-1/05号宗地

南岸区茶园组团D分区D56-1/06号宗地

南岸区茶园组团D分区D55-1/07号宗地

用途

二类工业用地（标准厂房）

二类工业用地（标准厂房）

二类工业用地（标准厂房）

产业类别

/

/

/

土地面积
（㎡）
43420.5

27155.6

27911.1

可建面积(㎡）
或容积率

≤1.5

≤1.5

≤1.5

投资强度
（万元/公顷）

/

/

/

产出要求
（万元/公顷）

/

/

/

出让价款起始价
（万元）

3387

2119

2178

备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