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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 9 月 19 日电 （记者
马卓言）外交部发言人耿爽19日说，中
方对美国议员提交的有关涉藏法案表
示坚决反对，敦促美方停止推动相关法
案，停止利用涉藏问题干涉中国内政。

在当日例行记者会上，有记者问：
近日，部分美国议员向美国会众院提
交“2019年西藏政策及支持法案”。中
方对此有何评论?

耿爽说，这一法案严重违反国际
关系基本准则，粗暴干涉中国内政，向

“藏独”分裂势力发出严重错误信号。
中方对此坚决反对。

“西藏事务纯属中国内政，不容任
何外国势力干涉。我们敦促美方充分
认清涉藏问题的高度敏感性，停止推
动相关法案，停止利用涉藏问题干涉
中国内政。”他说。

外交部：

中方对美国议员
提交涉藏法案表示坚决反对

24支队伍576人同台展演

广场舞跳出市民幸福感
本报讯 （记者 王丽）9月19日，

“我爱你中国——欢跃四季·舞动巴
渝”2019重庆市广场舞全市集中展演
在南岸海棠烟雨广场举行，来自全市
各区县的24支队伍576人同台竞技，

为观众献上一场精彩的广场舞视听盛
宴。

据了解，本次广场舞全市集中展
演由市委宣传部、市文旅委主办，重庆
广电集团（总台）、重庆日报报业集团、

重庆华龙网集团协办。
红色的花环在手中舞动，展演现场

化作一片红色海洋。576名参赛队员为
现场观众上演了《我和我的祖国》广场舞
快闪。《竹枝歌舞》《撸起袖子加油干》《看

山看水看重庆》等24支舞蹈风格各异的
参赛队伍纷纷亮相，一支支舞蹈或柔美
婉约，或激情澎湃，舞出了新时代人民群
众的获得感和幸福感。

经过激烈角逐，北碚区文化馆青年
艺术团、南岸区弹子石快乐舞蹈队、渝中
区文化馆半岛舞蹈团、渝北区双龙湖街
道双龙艺术团及潼南区桂林街道魅力潼
南舞蹈队5个参赛队伍脱颖而出，成为
本次集中展演的优胜队伍。

本报讯 （记者 汤艳娟 实习
生 吴志杰）9月19日，重庆日报记者
从市政府新闻办举行的重庆市2019
年中国农民丰收节暨秋季“收获体验”
精品线路新闻发布会获悉，9月23日
至 10月底，我市将在广大乡村开展

“3+7+N”系列庆祝活动，诚邀广大市
民参加300余场乡村活动、畅游83条
秋季“收获体验”精品线路，与全市千
万农民朋友共迎丰收、庆丰收、享丰
收。

中国农民丰收节，是经党中央批
准、国务院批复，于2018年设立的，时
间设在每年“秋分”，是第一个在国家层
面专门为农民设立的节日。去年首届
丰收节期间，重庆先后举办了456场特
色活动，实现农产品线上线下交易
2460余万元。

2019年丰收节，重庆又精心准备
了哪些庆祝活动？各区县又有哪些看

点亮点？广大农民朋友又是怎样迎丰
收、晒丰收、庆丰收？

“今年的中国农民丰收节，恰逢新
中国成立70周年，被纳入全市庆祝新
中国成立70周年系列活动，办好今年
的中国农民丰收节具有十分特殊的重
要意义。”市农业农村委副主任高兴明
介绍，新中国成立70年以来，我市农业
农村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农业生产
实现由量的发展向质的提升转变，农民
生活实现由追求温饱到全面小康提升
的转变，农村发展由城乡分割向城乡融
合迈进。其中，全市农民收入从1978
年的126元（从 1978 年开始统计农民
收入）增长到2018年的13781元，增长
了108倍。

高兴明介绍，今年的中国农民丰收
节以“庆祝丰收、弘扬文化、振兴乡村”
为宗旨，坚持“农民主体、因地制宜、开
放创新、节俭热烈、广泛参与、安全有

序”等原则，将在全市乡村开展一系列
以“我的丰收我的节”为主题的群众喜
闻乐见的活动。庆祝活动从8月开始
持续到10月底结束，特色鲜明的活动
多达300余场。

按计划，今年丰收节主要活动为
“3+7+N”，其中，“3”为特色乡村庆丰
收活动，具体为梁平区安胜镇龙印村、
石柱县中益乡华溪村、江津区吴滩镇郎
家村举办的活动，已被纳入“全国70地
庆丰收全媒体直播活动”；“7”为大足
区拾万镇长虹村等7个村举办的市级
层面重点乡村庆丰收活动；“N”为陆续
开展的专项庆祝活动。

与去年相比，今年的庆祝活动主
要呈现出紧扣乡村主战场、紧扣农民
参与度、紧扣活动乡土味、紧扣多层
面联动、紧扣农业信息化、紧扣时代
主题性、紧扣农产品销售等七个鲜明
特点。

如，今年不再设立主会场、分会
场，策划的活动全部下沉到区县乡村
的田间地头、农家院坝、工厂车间；活
动与智慧农业展示、农民手机应用培
训、电商直播、网红培育等方面结合起
来，全面展示农业信息化为农业、农村
带来的新动力；积极开展“庆丰收消费
季”活动，吸引众多市民下乡参与中国
农民丰收节活动、下乡购买优质农产
品等。

发布会上，市农业农村委还发布了
以中国农民丰收节为底色的83条巴渝
醉美乡村秋季“收获体验”精品线路。
线路紧扣“收获体验”主题，以粮食、畜
牧、渔业、水果、蔬菜五大种养品类和农
村民俗文化作为载体，满足“观赏乡村
美景、采摘丰收成果、品尝农家美食、参
与民俗活动、采购农家特产”五大乡村
旅游体验等需求，包含296个休闲点，
时间覆盖9—12月。

2019年中国农民丰收节9月23日开幕

重庆300余场特色活动庆丰收

新华社香港9月19日电 针对有
团体在社交媒体发表香港“仍未实行双
普选，严重违反《中英联合声明》”的言
论，香港特区政府发言人19日表示，
《中英联合声明》并没有条文订下实行
“双普选”。

政府发言人表示，《中英联合声明》
第三款第四项订明“行政长官在当地通
过选举或协商产生，由中央人民政府任
命”。《中英联合声明》附件一则订明“香

港特别行政区立法机关由选举产生”。
该等条文均与实行“双普选”无关。

政府发言人重申，由“一人一票”普
选行政长官和立法会全部议员，是《中
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
订下的最终目标。要落实这目标，必须
透过对话收窄分歧，以获得各方可接受
的共识。特区政府会审时度势，按照基
本法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的相关解释和决定推动政制发展。

香港特区政府：

《中英联合声明》
没有条文订下实行“双普选”

新华社北京 9 月 19 日电 （记者
王鹏 傅双琪）国务院新闻办19日发
表《平等 发展 共享：新中国70年妇女
事业的发展与进步》白皮书。

白皮书说，70年来，中国妇女事业
始终与党和国家事业发展紧密相连。
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一代又一代妇女
为中国的建设、改革与发展开拓进取、
贡献力量。在中华民族从站起来、富起
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中，中国妇女地
位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巨大变化。

白皮书指出，党的十八大以来，在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指引下，亿万妇女更加坚定不移地走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妇女发展道路，平
等依法行使民主权利、平等参与经济
社会发展、平等享有改革发展成果，主
人翁地位更加彰显，半边天力量充分
释放，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与日俱
增。中国妇女事业取得举世瞩目的历

史性成就。
白皮书强调，新中国成立70年来，

中国妇女事业的发展与进步成就辉
煌。中国妇女事业的发展与进步历程，
就是一部在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下，
亿万妇女为国家富强和民族振兴砥砺
前行的奋斗历程，是妇女与经济社会同
步发展的历史进程，是男女平等与社会
文明进步的融合过程，是中国妇女携手
全球妇女共建共享美好世界的文明进
程。

白皮书说，中国发展进入了新时
代。在更高水平上促进男女平等和妇
女全面发展，既面临机遇，又任重道
远。中国将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思想指引下，始终坚持在发展
中保障和改善妇女民生，不忘初心，接
续奋斗，促进妇女全面发展，引领亿万
妇女为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和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建功立业。

国新办发表《平等 发展 共享：新中国
70年妇女事业的发展与进步》白皮书

▲舞蹈《红梅花儿开》集体展演。

▶万州区文化馆三峡艺术团带来的《律动万州》。

本组图片由记者齐岚森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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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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20日12：00－2019年10月1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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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商业、住宅类

序号

19132

土地位置

大渡口区大渡口组团D11-1（部分）号宗地

用途

商业用地

土地面积
（㎡）
4777.05

总计容建筑面积
（㎡）

≤22278.3
最大建筑密度

按规划要求

绿地率

按规划要求

出让价款起始价
（万元）

14424

备注

19133

二、工业类

序号

G19042

G19043

沙坪坝区沙坪坝组团M分区M13/05、M15-1-2/07
号宗地

土地位置

巴南区南彭功能区组团A分区A46-1/01号宗地

沙坪坝区西永组团I标准分区I57-01/06号宗地

二类居住用地

用途

物流仓储用地

物流仓储用地

30146.3

产业类别

/

/

≤69337

土地面积
（㎡）

9838

73073

≤35%

可建面积(㎡）
或容积率

≤1.5

≤1.5

≥30%

投资强度
（万元/公顷）

/

/

47933

产出要求
（万元/公顷）

/

/

出让价款起始价
（万元）

601

6796

备注

环保要求详见重庆市巴南区生
态环境局《关于南彭功能区组
团A分区A46-1/01宗地公示
出让环保要求的复函》。

环保要求详见重庆市沙坪坝区
环境保护局《关于西永组团 I
标准分区I57-01/06地块环保
要求的复函》。

备注：1、土地面积以实测为准；2、序号G19042-G19043两宗地以网上交易方式出让。

重庆市采矿权公开出让公告
渝矿采出字〔2019〕21号

根据自然资源部《矿业权交易规则》、《重庆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重庆市整合建立统一的公共资源交易平台实施方案的通知》，现对以下采矿权予以公告，公告时间为2019年9月20日12:00-2019年10月23日12:00。公告日期内有2家以上
（含2家）申报的采取拍卖方式确定受让方，拍卖时间另行通知；公告时间内只有1家单位申报的将采取挂牌出让。本次公开出让的采矿权采用网上交易，出让详细资料和具体要求，竞买申请人可在公告期内登录重庆市公共资源交易网（网址：http://
www.cqggzy.com）进入重庆市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和矿业权网上交易系统查阅、下载。地址：重庆市渝北区青枫北路6号渝兴广场B9、B10栋，联系电话：023-63628117，联系人：王先生。

本次公告将在重庆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网站：http://ghzrzyj.cq.gov.cn、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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

备注：
一、序号GC19031采矿权出让人：重庆

市开州区规划和自然资源局，地址：重庆市开
州区汉丰街道开州大道中段189号，联系人：
扈老师，联系电话：023-52299006。

二、报名网址及CA办理：
（一）本次公开出让采矿权交易报名网址

为重庆市公共资源交易网（网址：http://
www.cqggzy.com）；

（二）竞买申请人应当办理CA数字证书，
凭CA数字证书登陆网上交易系统申请报名、
交纳保证金。CA数字证书办理单位名称：东
方中讯数字证书认证有限公司，地址：重庆市
南岸区复兴街9号中讯时代6-1，联系电话：
4000235888，网上自助办理证书网址：http:

//os.ezca.org:8001/easyca/netpay/，或关
注“东方中讯”微信服务号获取更多帮助。

三、竞买申请人在公告期内登录网上交易
系统并提交竞买申请后，交易系统自动生成随
机保证金帐号。竞买申请人应在公告期内交
纳竞买保证金至随机保证金帐号，交款人需与
竞买申请人一致，保证金账户只接受银行转账
或电汇方式，不接受现金或现金汇款，不接受
代交款和个人名义交款。竞买保证金到账截
止时间为：2019年10月23日12:00。

为避免因竞买保证金到账时间延误，影
响您顺利获取竞买资格，建议您在保证金到
账截止时间的1至2天之前交纳竞买保证金。

如成功竞得，已缴纳的保证金可抵作采
矿权出让收益，由竞得人委托重庆联合产权

交易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支付至财政非税收
入专户；如未竞得，可在成交日之后1个工作
日内办理退还手续，不计利息。

四、采矿权出让收益缴纳方式：成交确认后
30日内签订出让合同，按先缴纳采矿权出让收
益后开采资源的原则，采矿权出让收益分五期
在连续五年内缴清，每期缴纳时间间隔在十二
个月内。首期缴纳比例为总出让收益的30%
(不足200万元按200万元缴纳)，在出让合同签
订后7个工作日内缴纳；第二期缴纳比例为总
出让收益的19%；第三期缴纳比例为总出让收
益的18%；第四期缴纳比例为总出让收益的
17%；第五期缴纳比例为总出让收益的16%。

五、采矿权竞买人资格要求：
（一）竞买人须为营利法人；

（二）竞买申请人属于以下情形之一的不
得参与竞买：

1.在“矿业权人异常名录”“矿业权人严
重违法名单”内；2.在自然资源部联合惩戒备
忘录或重庆市信用惩戒严重失信主体限制或
禁止申请采矿权的“黑名单”内；3.被吊销采
矿许可证之日起2年内。

六、风险提示：
（一）采矿权投资存在有不可预计的风

险，包括竞买须知所表述的有关矿产资源情
况（矿层厚度、矿石质量、储量等）与实际开采
有差距的风险，包括但不限于安全、地质灾害
防治、环境保护等要求、对特定采矿方法、选
矿方法限制以及国家产业政策或者矿产资源
规划调整的影响、不可抗力的影响等风险。

竞买人参加竞买并提交申请，即视为竞买人
对采矿权现状和竞买须知已完全认可并自愿
承担所有风险；

（二）有关该宗采矿权的用地、用水、用
电、公路、环保、基础设施等工作，由竞得人自
行负责解决并依法完善相关手续；

（三）若竞得人竞得该宗采矿权后，在办
理采矿登记所需要件时进行安全、环境评价
等认定为不适宜开采的，该宗采矿权按不成
交处理。

七、提出异议的方式与途径：
对本次出让的采矿权存有异议的，应在

公示期截止前以书面方式向重庆市开州区规
划和自然资源局提出；对出让交易程序存有
异议的，应在公示期截止前以书面方式向重

庆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提出。根据所提异议
的具体情况，按照《矿业权交易规则》等相关
规定进行妥善处置。

八、其他重要提示及要求：
1.序号GC19031采矿权为新设矿山，竞

得人须详细阅读出让须知，除承担成交价外，
还需在签订采矿权成交确认书后15个工作日
内一次性支付前期划界、储量、采矿权评估报
告编制费用13万元给重庆市开州区规划和自
然资源局。根据出让前期报告等资料，矿区范
围内预计总可采资源储量1014.9万吨。

2.竞得人须自行或委托编制矿山地质环
境恢复治理和土地复垦方案并通过审查，同
时按照《矿山地质环境保护规定》等相关规定
履行矿山地质环境保护相关义务。

序号

GC19031

采矿权名称
（暂定名）

重庆市开州区温泉镇东坪社区8
组横梁子建筑石料用灰岩矿

地理位置

开州区温泉镇东坪社区8
组

矿种

建筑石料用灰岩

矿区范围
拐点坐标

详见《竞买须知》

资源储量
（万吨）

1996

矿区面积
(平方公里)

0.1393

开采
标高

+490米至+320米

生产规模
（万吨/年）

51

出让年限(年)

18.91

出让收益起始价
（万元）

3602.91

保证金金额
（万元）

75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