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综合新闻 16CHONGQING DAILY

2019年9月23日 星期一
编辑 向菊梅 美编 丁龙

重庆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对以下宗地予以公告以接受社会监督，公告时间为2019年9月23日9:00－2019年9月27日17:00。若有疑问，请与重庆市国土资源利用事务中心联系。电话：63654101、63654102、63654105（FAX），联系人：朱先生
重庆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

渝地监告字[2019]27号

接受社会监督的公告

序号

X19249

土地位置

大渡口区大渡口组团H分区H02-10-
2-1号宗地

规划用途

原用途

商业用地

现用途

商业用地

土地面积（㎡）
原面积

52524

现面积

52524

规划部门确定的总建筑规模
（㎡）

原规模

100846

现规模

134707.51

规划部门确定的地上或计容
规模（㎡）

原规模

100846

现规模

98529.56

应补交地
价款金额
（万元）

312

原土地使用权人

重庆大渡口万达
广场置业有限公

司

调整依据

该项目已全部竣工验收，计容建筑面积未增加；新明确不计容建筑面积36177.95平方米（其中：车
库25537.42平方米、配套用房148.45平方米不计征地价款），补缴剩余地价款。

X19250

X19251

X19252

九龙坡区石坪桥横街54号

大渡口区大渡口组团H分区H15-10-
2/04、H15-11-2/04、H15-14-1/02、
H15-14-3/04、H15-153/04、H15-

16-2/04、H16-2/04号宗地

大渡口区大渡口组团E分区E46-3-3/
03号宗地

商业用地

二类居住用
地、商业用

地、商务用地

行政办公用
地、商业用

地、二类居住
用地

商业用地

二类居住用
地、商业用地、

商务用地

行政办公用
地、商业用地、
二类居住用地

306.02

166640

8036

306.02

166640

8036

2151.28

688136.99

33370.98

2151.28

793009.94

44611.78

2151.28

587203.98

33370.98

2151.28

587203.98

33330.18

109

61

23

重庆市九龙坡区
房屋管理局杨家

坪房管所

重庆融品汇智房
地产开发有限公

司

重庆中甬房地产
开发有限公司

该项目为安置房，已全部竣工。现土地使用权人申请将2151.28平方米非独栋商业分摊的306.02
平方米土地的取得方式由划拨转为出让，补缴地价款。

根据《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建字第500104201500001号、建字第500104201500027号及渝规
大渡口注销通知（2017）0037号、建字第500104201700025号、建字第500104201700020号、建
字第500104201700033号、建字第500104201800015号、建字第500104201800011号、建字第
500104201800036号、建字第500104201900009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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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4872.95平方米（其中车库98460.33平方米、架空转换层等2368.68平
方米、设备用房1238.1平方米、开闭所344.76平方米不计征地价款），补缴剩余地价款。

该项目已全部竣工验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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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281.6平方米（车库10518.35平方米，设备用房763.25平方米不计征地价款），补缴剩余地价款。

X19253 九龙坡区大杨石组团Q分区F3-2-4/
02、F3-2-3/02、F3-2-2/02号宗地

二类居住用
地、商业金融

业用地

二类居住用
地、商业金融

业用地
36676 36676 168440.76 167620.05 128366 127369.04 9 重庆华悦锦合实

业有限公司

该项目已全部竣工验收，计容面积未增加，涉及部分用途转换；新明确不计容建筑面积298.68平方
米平方米（其中车库36888.05平方米、设备用房2130.8平方米、架空层933.48平方米不计征地价
款），补缴剩余地价款。

从地图上看，87平方公里的城口
县鸡鸣乡像一颗小小的鸡心，镶嵌在城
口、开州和四川宣汉三地交界的大巴山
皱褶里。

目前，从鸡鸣乡出发，到县城需要
两个小时以上，交通不便；全乡75%的
耕地坡度在25度以上，耕作条件恶劣。

区位无优势，发展有阻碍。怎么
办？

打通山的阻碍，挖掘山的财富，成
为鸡鸣乡脱贫攻坚的有效途径。乡党
委书记李明伟表示，党的十九大以来，
通过兴建基础设施、发展山地特色产
业，全乡的经济、社会事业有了长足进
步，贫困发生率由2017年底的26.9%
下降至今年6月底的4.2%。

方便药农，硬石山上凿出路

城开路通渝隧道口，一侧正在修建
城开高速公路城开特长隧道；另一侧，
则是修往鸡鸣乡金坪村六至九社的村
道。

“我们这边的修建难度，不比那边
小。”乡政府工作人员肖永申望向高速
公路工地，货车正频繁地进出。回望这
边，在7月初塌方后，工程难度增加，加
之降雨频繁，总长11.8公里的公路修完
了7公里，只比两个月前推进了一公里。

在接近70度的崖壁上，这条毛坯
路顽强地拐着“之”字向上延伸。受山
顶一处塌方影响，泥石沿山体垂直滚
落，轧断了公路不同海拔的多个地方，
其中最低的一处阻塞道路的泥石有上
千立方米。

“这是一条产业路，必须修通。”乡
长姜涛表示，此路通往金岩村一块海拔
超过1200米的台地，上面种有近万亩
中药材云木香。以前因山区地形复杂，
公路无法修建，导致产业发展受阻：每
公斤卖18元的云木香，背下山的运费
要3.6元。

在脱贫攻坚中，通往这四个社的公
路又被提上议事日程。最终确定的性价
比最高的这个方案，在硬石山上开凿的
长度只有6公里，预估造价4000万元。

在第二处塌方处，重庆日报记者碰
到了向江菊两姐妹背着米和油沿公路
走上山。两姐妹走得满头大汗，说走原
来的羊肠小道赶场，路陡又险，这条毛
坯路走着要省心多了。

“政府决心很大，我们看到了修通路
的希望。”向江菊的丈夫失去了劳动力，
看着这条路快要通了，她准备再扩大云
木香的种植面积，脱贫就更容易了。

自2017年底以来，鸡鸣乡围绕产
业路和人口密集区域进行公路攻坚，全
乡修建了57.8公里通达路、34公里通

畅路，解决了3500余人的出行难、产业
发展难。

修好梯田、水池，农民不
再望天吃饭

秋阳高照。金岩村一社的房前屋
后挂满了收回来的玉米，金灿灿的一
片，勤劳的妇女将部分马铃薯切片煮
熟，晒成干马铃薯片。

“一会下雨，一会儿干旱，但今年仍
然算个丰收年。”67岁的村民陆贤林笑
得灿烂。

陆贤林的地在陡峭的山上。“以前
在山上挖出来的马铃薯，没放稳当的，
就打着滚滚到山脚了。”陆贤林说，下大
一点的雨，泥土就被冲跑，每年都只能
望天吃饭。

今年春节后，陆贤林所在的金岩村
一社水土流失较严重的区域开始实施
国土整治，原来像壁毯一样斜挂在山上
的土地变成了梯田。

“今年的雨下得那么大，但泥巴都
还老老实实地‘关’在地里，没有被冲
走，庄稼也就长得壮了。”陆贤林很高
兴。

而让陆贤林觉得生活“更安逸”的，
是饮水问题的解决。在离他家不远的
山坡上，有一口新修的蓄水池。水池里
的水经消毒后输送到村民家。今年连
干半个多月，他也没去挑过水。

乡纪委书记李安成介绍，近年来根
据鸡鸣乡山高坡陡的实际，上级政府对
金岩村一至五社的3000亩土地实施国
土整治，让“望天田”变成了“高产田”。
针对山区工程性缺水的情况，全乡还新
修了27口蓄水池，解决了800余人的
饮水难。

做强传统特色产业

在鸡鸣社区迎宾路上，“重庆鸡鸣
茶厂”几个繁体字经年未变，但记者走
进去一看，里面已变了天地。

茶厂车间由原本的半封闭式瓦房，
变成了白色墙面、蓝色屋顶的钢构大
棚。车间内，静卧着黑白两色的杀青
机、色选机等现代茶叶加工设备。

“目前不是制茶季，但明年这些机
器肯定会大展拳脚。”厂会计严刚说，以
前的茶叶大多是人工选挑、杀青，效率
较低，品质波动大。像选捡茶叶的工
序，原来10个工人一天才捡50公斤，
而一台价值60万元的色选机一天可选
捡500公斤左右，在确保茶叶质量同
时，效率大大提高。此外，工厂实行全
封闭，整个加工过程茶叶不用落地就能
从鲜叶变成茶叶成品。

鸡鸣贡茶曾获“中国历史名茶”称
号。以前茶园集中在鸡鸣寺周边。由
于销路不畅，茶园面积一直保持在500
亩左右，产值也不高，“金字招牌”无法
带动更多农户脱贫致富。

在市、县以及对口帮扶单位的支持
下，鸡鸣茶厂实行了技术升级；500亩
低效茶园获得改造，并正在新建1500
余亩标准化茶园，预计可带动鸡鸣及周
边乡镇三四百户农户增收致富。

鸡鸣乡根据全县产业扶贫计划，将
茶叶、食用菌等列为扶贫支柱产业，在
祝乐村建起的食用菌产业，集菌袋生
产、香菇种植、冷藏保鲜、烘干加工为一
体，实现了产业链的发展，至少带动50
余户贫困户年增收1万元以上；引入上
海中药材收购加工企业，今年在鸡鸣收
购的云木香达到260吨，药农户均增收
3.2万元。

自2017年以来，全乡的粮经比例
由4：6调整为1：9。

易地扶贫搬迁，村民
求生活更容易

“原来我家是住在那边高山上的。”
茶坪村村民朱兴太遥指远处一座没入
云雾的高山说，“现在搬下山赶场方便
了，求生活也容易了。”

朱兴太的家位于茶坪村四社，海拔
1200多米。每次赶场，他要走近两小
时，返程买的化肥等农资只能靠肩背或
骡马驮。

山区寒冷、潮湿，朱兴太和母亲一
样患上了风湿性关节炎。一遇阴雨天
气，关节就痛，以前在煤矿打工的活路
也不得不撂下，这意味着全家失去了稳
定的经济来源。

据了解，因病致贫是鸡鸣致贫最重
要的原因。全乡因病致贫的农户达到
163 户 ，占 建 卡 贫 困 户 总 户 数 的
45.2%，是全乡帮扶的重点群体。

“是政府把我一家从泥坑头提起来
的！”在鸡鸣社区簇新的小楼房前，朱兴
太感激地说。想到政府给予每人1.2
万元的搬迁费，朱兴太一狠心，将家搬
到了镇上。从2017年至今，有123户
像朱兴太这样的贫困户实行了搬迁。

现在，朱兴太经常在场镇上找零工
干，每月收入一千余元。

更令他高兴的是，前几天村干部告
诉他，还有分红！原来，村集体注入
200万元股金与外地老板在茶坪合建
了一个可年产300万羽的种鸡场，为县
内外提供优质城口山地鸡苗。预计到
年底时，朱兴太一家三口可以分得900
多元。

前几年刚生病时，朱兴太觉得自己
没用，对生活非常绝望。但现在他决定
要好好地活下去：“政府都没嫌弃我们，
我们自己更不能自己嫌自己！”

为实现年底脱贫的目标，鸡鸣全体
乡干部总动员，牺牲休息时间作最后的
冲刺和完善工作。目前全乡每位干部
每月最多休息4天，有时整个乡政府办
公楼晚上灯火通明，直到凌晨。准备在
国庆节结婚的肖永申，即便在筹备婚礼
的九月也连续加班，与女友的联系主要
靠视频；这段时间，乡城建办工作人员
余舟几乎天天下村验收沼气池，并指导
农民进行危旧房改造，以及全乡36口化
粪池的新建工作……

城口县鸡鸣乡寻找脱贫攻坚有效途径

打通山的阻碍 挖掘山的财富
本报记者 罗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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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 黄琪奥）9月20
日，重庆日报记者从西南师范大学出版
社获悉，重庆作家姚元和创作的《脱贫
攻坚手记》由该社出版发行。

据介绍，作为重庆市作家协会会
员，姚元和曾先后在《中国报业》《重庆
师范大学学报》《长江师范学院学报》等
报刊发表论文、研究报告、文学作品
100余篇，其撰写的长篇报告文学《红
土地热土地》荣获重庆市首届少数民族
文学奖，报告文学《阿蓬江不会忘记》
《一个不当千万富翁的苗族农民》分获
四川省报纸副刊好作品一等奖和重庆
市报纸副刊好作品一等奖。

据了解，姚元和创作的《脱贫攻坚手
记》，以西部地区一个贫困村为范本，通过
非虚构、笔记体的方式，用第一书记“我”
和驻村工作队的特殊视角，展示了中国实
施精准扶贫的艰难历程和壮阔图景。整
部作品分为三部分：第一部分“受命”，主
要写“我”接受帮扶任务后的心理压力，展
示精准扶贫的相关背景和政策支撑以及

贫困村的基本特征；第二部分“问苦”，主
要写“我”驻村后开展全户调查、访贫问
苦取得的诸多收获，具体展示贫困的产
生原因；第三部分“纾困”，主要写“我”多
方求索，带头帮扶贫困村的不懈努力，展
示精准脱贫的实际效果，反思帮扶工作
中存在的主要困惑与解困之道。

重庆作家创作的《脱贫攻坚手记》出版
以一个贫困村为范本展示中国实施精准扶贫

的艰难历程和壮阔图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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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 倪训强）“澄江色
似碧醍醐，万顷烟波际绿芜。只少楼台
想掩映，天然图画胜西湖……”9月17
日，“请蓝天作证、邀碧水赴约”全国党报
媒体走进澄江采访活动在玉溪市澄江县
举行。人民日报、新华社、浙江日报、重
庆日报等20余家来自中央和全国省级
党报媒体走进澄江，见证国家战略水资
源储备库——抚仙湖的保护与发展。

位于云南中部的抚仙湖保持着Ⅰ
类水质，但人类的生产生活不断威胁着
抚仙湖的水质安全。云南澄江像保护
眼睛一样保护抚仙湖。

抚仙湖流域内共有103条河道，在
“智慧河长”的助推下，流入抚仙湖的水
质得到极大改善，抚澄河由劣V类成
功提升至III类。据介绍，澄江县通过

“钉钉河长通”App，把治水从河里挪
到“掌”上。各大河小沟被电子化清晰
呈现，交接断面、污染源、河长公示牌等
信息一目了然；各级河长只要点点手机
就能上报、处理、反馈各种紧急涉河事
件，撰写电子版“河长日志”；老百姓想
要查询水质、寻找河长、举报投诉，只要
定位、上传“随手拍”照片，所反映的问
题5个工作日就可得到解决，公众还可
以通过App、微信、热线电话等参与治
水。

据澄江县水利局副局长张伟介绍，
目前，澄江县河长制办公室调度管理中
心共接入了20个视频监控站点，实时
收录河道、水库情况。有了河长的这

“第三只眼”，一旦发现入湖口的水颜色
不正常、水面有漂浮物或是周边有群众
在河道口洗衣等现象，调度管理中心便
第一时间将其情况反映给相关河道负
责人、负责的街道(社区)、责任单位直
接处理。目前已完成抚澄河、梁王河、
山冲河、玉带河、尖山河、代村河、独房
大沟7条河道的水文监测数据接入。

面源污染是治污的另一个重点。据
统计，抚仙湖北岸产生的污染负荷占到

总量的70%。为从根本上解决北岸面源
污染问题，玉溪市在抚仙湖北岸实施了

“四退三还”（退人、退房、退田、退塘，还
湖、还水、还湿地）工程，抚仙湖北岸建起
了一条生态调蓄带。该项目总长7.8公
里，位于抚仙湖北岸新环湖路以北100
米范围内，规划面积约1330.05亩，总调
蓄库容量为45.3万立方米。

抚仙湖北岸生态调蓄带是集“截”
“储”“调”“回”“净”于一体的生态项目。
“截”即截断北岸片区的污水，拦截随河
道漂流入湖的生产、生活垃圾；“储”即储
存低污染水、初期雨水，防止污水直接入
湖；“调”即统一调配平衡山冲河、抚澄
河、东大河等河流水资源，有效调节补充
到环湖路以下各块湿地；“回”即低污染
水回用灌溉，低污染水回中水厂处理回
用；“净”即净化功能，通过沉淀、多塘系
统、各类水生植物，使得污染物在循环运
动中被吸收、降解、净化。

澄江县水利局局长张毅介绍，项目
投入使用后，每年将减少约514万立方
米污水入湖，直接入湖的总磷、总氮、化
学需氧量和氨氮污染负荷分别缩减
7.84吨/年、94.58吨/年、158.78吨/年、
14.04吨/年。此外，调蓄带建设与健康
步道同步进行，生态调蓄带成为一个新
的湖光山色景观休闲区。

如今，澄江县正在关停规模畜牧养
殖业以及污染严重的蔬菜种植，逐步搬
迁湖岸线110米以内的居民，引导居民
种植莲藕、蓝莓等低耗肥作物。湖岸线
100米以外的农房引入社会资金打造
民宿示范区，为澄江创建全域旅游打下
扎实根基。优质的水质，秀美的风景引
来了越来越多的游客，2018年澄江县
接待国内外游客1141.7万人次，同比
增长18.7%；实现旅游总收入101.9亿
元，同比增长31%。2019年1-7月澄
江县共接待游客808.79万人次，同比
增 长 9.89% ，实 现 旅 游 总 收 入
772683.69万元，同比增长11.76%。

云南澄江：像保护眼睛一样保护抚仙湖

重庆三峡融资担保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对重庆川江船务有限公司债权转让的公告

转让方：重庆三峡融资担保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转让标的：转让方对重庆川江船务有限公司享有的债

权
标的公司情况：重庆川江船务有限公司成立于1997年

12月，注册资本金12000万元人民币，法定代表人王跃文，
标的企业主要从事长江干线及支流省际普通货船运输、长
江干线外贸集装箱内支线班轮运输。

合作意向：重庆三峡融资担保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欢迎
意向买家报名参与债权购买，若需了解债权具体情况，请致
电或来函，最终报名以三峡担保集团于2019年9月27日前

收到的邮件或信函为准。
上述债权信息仅供参考，最终以借据、合同等法律资料

为准。
联系人：法律保全部 周先生
联系电话：023-63567254 18523311619
电子邮箱：zhoutong@cqsxdb.com 邮政编码：

401121
通讯地址：重庆市渝北区青枫北路12号3幢

重庆三峡融资担保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9年9月23日

重庆渝台融资担保有限公司
对重庆川江船务有限公司债权转让的公告

转让方：重庆渝台融资担保有限公司
转让标的：转让方对重庆川江船务有限公司享有的债权
标的公司情况：重庆川江船务有限公司成立于1997年

12月，注册资本金12000万元人民币，法定代表人王跃文，
标的企业主要从事长江干线及支流省际普通货船运输、长江
干线外贸集装箱内支线班轮运输。

合作意向：重庆渝台融资担保有限公司欢迎意向买家报
名参与债权购买，若需了解债权具体情况，请致电或来函，最
终报名以渝台担保于2019年9月27日前收到的邮件或信函

为准。
上述债权信息仅供参考，最终以借据、合同等法律资料

为准。
联系人：合规管理部 彭先生
联系电话：023-65645136 18696696662
电子邮箱：278399689@qq.com
通讯地址：重庆市渝北区人和两江天地1单元3楼

重庆渝台融资担保有限公司
2019年9月23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