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渝矿采出字〔2019〕2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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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16日12:00-2019年12月1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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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庆市采矿权公开出让公告

序号

GC19043

GC19044

GC19045

GC19046

采矿权名称

（暂定名）

合川区三汇镇康佳村三～五社

建筑用石灰岩矿

合川区草街街道高枧村狮子岩

采石场建筑石料用灰岩矿

合川区双凤镇保合村九社建筑

用石灰岩矿

重庆市南川区东城街道大铺子

居委一组建筑石料用灰岩001

地理位置

合川区三汇镇康佳村

三社、五社

合川区草街街道高枧

村三社

合川区双凤镇保合村

九社

南川区东城街道大铺

子居委一组

矿种

建筑石料用灰岩

建筑石料用灰岩

建筑石料用灰岩

建筑石料用灰岩

矿区范围

拐点坐标

详见《竞买须知》

详见《竞买须知》

详见《竞买须知》

详见《竞买须知》

资源储量

（万吨）

1131.4

1249.1

297.7

1071.2

矿区面积

(平方公里)

0.101

0.3028

0.0922

0.106

开采

标高

+575米至+455米

+477米至+371米

+455米至+396米

+710米至+630米

生产规模

（万吨/年）

100

100

100

55

出让年限(年)

6.1

8

2.6

18.3

出让收益起始价

（万元）

3394.2

3784.77

902.03

3258.93

保证金金额

(万元)

709

787

211

682

备注：序号GC19043、GC19044、GC19045 采矿权出让人：重庆市合川区规划和自然资源局，地址：合川区希尔安大道225号，联系人：刘老师，联系电话：023-42756972；序号GC19046 采矿权出让人：重庆市南川区规划和自然资源局，地址：重庆市南川
区南大街89号，联系人：王老师，联系电话：023-59225370。

新华社北京11月15日电 经李克
强总理签批，国务院日前印发《关于在
自由贸易试验区开展“证照分离”改革
全覆盖试点的通知》（以下简称《通
知》），部署自2019年12月1日起，在全
国自贸试验区开展“证照分离”改革全
覆盖试点。

《通知》指出，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按照党中
央、国务院决策部署，持续深化“放管服”
改革，进一步明晰政府和企业责任，全面
清理涉企经营许可事项，分类推进审批
制度改革，完善简约透明的行业准入规
则，进一步扩大企业经营自主权，创新和
加强事中事后监管，打造市场化、法治

化、国际化的营商环境，激发微观主体活
力，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

《通知》提出，要实现涉企经营许可
事项全覆盖。建立清单管理制度，分级
实施清单管理，将法律、行政法规、国务
院决定和地方性法规、地方政府规章设
定的涉企经营许可事项全部纳入清单，
清单要定期调整更新并向社会公布，清
单之外不得违规限制企业进入相关行业
或领域，企业取得营业执照即可自主开
展经营。

《通知》提出，要分类推进审批制度
改革。对所有涉企经营许可事项按照
直接取消审批、审批改为备案、实行告
知承诺、优化审批服务等四种方式分类

推进改革。对法律、行政法规、国务院
决定设定的523项事项，直接取消审批
13项，审批改为备案8项，实行告知承
诺60项，其余442项采取压减材料和
时限、延长或取消有效期等措施优化审
批服务。

《通知》强调，要完善改革配套政策
措施。规范企业登记经营范围与申办经
营许可的衔接，强化涉企经营信息归集
共享，持续提升审批服务质量和效率，创
新和加强事中事后监管，坚持依法推进
改革。根据《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
员会关于授权国务院在自由贸易试验区
暂时调整适用有关法律规定的决定》，3
年内在各自贸试验区暂时调整适用《中

华人民共和国对外贸易法》等6部法律
有关规定；同时，在各自贸试验区暂时调
整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认证认可条例》
等6部行政法规和《国务院对确需保留
的行政审批项目设定行政许可的决定》
有关规定。

《通知》明确，国务院推进政府职能
转变和“放管服”改革协调小组负责统筹
领导全国“证照分离”改革全覆盖试点工
作。国务院有关部门要聚焦企业关切，
协调指导支持各自贸试验区妥善解决改
革推进中遇到的困难和问题。有关省级
人民政府和国务院部门要细化改革试点
落地措施，制定实施方案并于2019年
11月30日前向社会公布。

国务院印发《通知》

在自贸试验区开展“证照分离”改革全覆盖试点

新华社南京11月15日电 记者从
江苏省有关部门获悉，江苏天嘉宜化工
有限公司“3·21”特别重大爆炸事故发
生后，党中央、国务院高度重视，第一时
间对抢险救援、伤员救治和事故调查处
置等作出部署。江苏省纪检监察机关
按照干部管理权限，依规依纪依法对事
故中涉嫌违纪违法问题的61名公职人
员进行严肃问责。同时，江苏省公安机
关对涉嫌违法问题的44名企业和中介
机构人员立案侦查并采取刑事强制措
施。

江苏倪家巷集团有限公司法定代
表人，董事长兼总经理、江苏天嘉宜化
工有限公司实际控制人倪成良，江苏天
嘉宜化工有限公司总经理张勤岳，江苏
天工大成安全技术有限公司董事长单
国勋等44人涉嫌非法储存危险物质
罪、重大劳动安全事故罪、污染环境罪、
提供虚假证明文件罪，被公安机关立案
侦查并采取刑事强制措施。响水生态
化工园区党工委书记朱从国、响水县应
急管理局局长孙锋、响水县时任环保局
局长温劲松等15名公职人员因涉嫌严

重违纪违法被监察立案调查并采取留
置措施。

同时，江苏省对该事故中存在失职
失责问题的响水县、盐城市和省应急管
理厅、生态环境厅等单位46名公职人
员进行了严肃问责。其中，拟给予盐城
市委书记戴源党内警告处分，按规定上
报审批；给予盐城市委副书记、市长曹
路宝政务记过处分，给予响水县委书记
崔爱国党内严重警告、免职处理，给予
响水县委副书记、县长单永红撤销党内
职务、政务撤职处分，给予省应急管理

厅党组书记、厅长陈忠伟政务记过处
分，给予省生态环境厅党组书记、厅长
王天琦政务记过处分。对其他相关责
任人，也分别给予了党纪政务处分。

事故发生后，江苏省委和省政府
高度重视，按照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
示和李克强总理等领导同志批示要
求，积极稳妥有序开展事故救援及善
后处置，组织开展全省安全生产大排
查大整治，制定出台《江苏省化工产业
安全环保整治提升方案》《关于进一步
加强安全生产工作的意见》等规定，推
动党委政府领导责任和“三管三必须”
部门监管责任落地落实。党中央、国
务院对事故作出处理决定后，江苏迅
速召开省委常委会会议贯彻落实，进
一步深入检查反思，深刻汲取教训，严
格依法依规依纪对所有责任人惩处和
追责，并对进一步做好安全生产工作、
提升安全生产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
代化水平作出部署安排。

江苏严肃查处江苏天嘉宜化工有限公司
“3·21”特别重大爆炸事故案相关责任人

公安机关对44名涉案人员立案侦查并采取刑事强制措施
纪检监察机关严肃问责61名公职人员

新华社北京11月15日电 日前，
经中共中央批准，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对
江苏省委常委、常务副省长樊金龙和江
苏省副省长费高云在江苏响水天嘉宜
化工有限公司“3·21”特别重大爆炸事
故中的失职失责问题立案审查调查。

经查，樊金龙同志作为负责安全
生产（应急管理）工作的省委常委、常
务副省长，对全省安全生产工作领导
督促不力，对江苏响水天嘉宜化工有
限公司“3·21”特别重大爆炸事故的
发生负有重要领导责任；费高云同志

作为先后分管、协管安全生产（应急管
理），代管生态环境工作的副省长，对
全省安全生产和环境保护工作领导督
促不力，对事故的发生负有重要领导
责任。樊金龙、费高云同志在推进安
全生产和生态环境工作中领导不力，

出现重大失误，给党的事业和人民群
众生命财产造成严重损失，产生恶劣
影响，应予严肃问责。

依据《中国共产党问责条例》《中
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中华人民
共和国监察法》《行政机关公务员处
分条例》等有关规定，经中央纪委常
委会会议研究并报中共中央批准，决
定给予樊金龙同志党内警告处分，由
国家监委给予费高云同志政务记过
处分。

江苏省委常委、常务副省长樊金龙和江苏省副省长费高云
因江苏响水“3·21”特别重大爆炸事故被问责

新华社北京11月15日电 国务院
近日批复江苏响水天嘉宜化工有限公
司“3·21”特别重大爆炸事故调查报
告。经国务院调查组认定，江苏响水天
嘉宜化工有限公司“3·21”特别重大爆
炸事故是一起长期违法贮存危险废物
导致自燃进而引发爆炸的特别重大生
产安全责任事故。

2019年3月21日14时48分许，
位于江苏省盐城市响水县生态化工园
区的天嘉宜化工有限公司发生特别重
大爆炸事故，造成78人死亡、76人重
伤，640 人住院治疗，直接经济损失
19.86亿元。事故发生后，党中央、国务
院高度重视，习近平总书记多次作出重
要指示，要求全力抢险救援，及时救治
伤员，做好善后工作，尽快查明事故原
因，及时发布权威信息，强调各地和有
关部门要深刻汲取教训，加强隐患排
查，严格落实安全生产责任制，确保人

民群众生命和财产安全。习近平总书
记特别指出安全生产工作在抓落实上
仍有很大差距，一定要举一反三，亡羊
补牢。李克强总理等领导同志也作出
批示，强调要采取有力措施，控制危险
源，进一步排查并消除危化品等重点行
业领域安全生产隐患，坚决遏制重特大
事故发生。受党中央、国务院委派，王
勇国务委员带领相关部门负责同志立
即赶赴现场，指导抢险救援等工作。

3月22日，国务院江苏响水“3·21”
特别重大爆炸事故调查组成立，由应急
管理部牵头，工业和信息化部、公安
部、生态环境部、全国总工会和江苏省
政府参加，聘请爆炸、刑侦、化工、环保
等方面专家参与调查。通过反复现场
勘验、检测鉴定、调阅资料、人员问询、
模拟实验、专家论证等，查明了事故直
接原因和性质，查明了事故企业、中介
机构违法违规问题，查明了有关地方

党委政府及相关部门在监管方面存在
的问题。

事故调查组查明，事故的直接原
因是天嘉宜公司旧固废库内长期违法
贮存的硝化废料持续积热升温导致自
燃，燃烧引发爆炸。事故调查组认定，
天嘉宜公司无视国家环境保护和安全
生产法律法规，刻意瞒报、违法贮存、
违法处置硝化废料，安全环保管理混
乱，日常检查弄虚作假，固废仓库等工
程未批先建。相关环评、安评等中介
服务机构严重违法违规，出具虚假失
实评价报告。

事故调查组同时认定，江苏省各级
应急管理部门履行安全生产综合监管
职责不到位，生态环境部门未认真履行
危险废物监管职责，工信、市场监管、规
划、住建和消防等部门也不同程度存在
违规行为。响水县和生态化工园区招
商引资安全环保把关不严，对天嘉宜公

司长期存在的重大风险隐患视而不见，
复产把关流于形式。江苏省、盐城市未
认真落实地方党政领导干部安全生产
责任制，重大安全风险排查管控不全
面、不深入、不扎实。

事故调查组在调查中发现的违法
违纪违规问题线索已移交有关方面查
处，对发现的安全生产突出问题已移交
有关部门和地方处理。

事故调查组总结了8方面的事故
教训，提出了6方面的防范措施建议，
指出地方各级党委和政府及相关部门
特别是江苏省、盐城市、响水县，要坚决
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
一系列重要指示精神，深刻汲取事故
教训，举一反三，切实把防范化解危险
化学品系统性的重大安全风险摆在更
加突出的位置，坚持底线思维和红线
意识，牢固树立新发展理念，把加强危
险化学品安全工作作为大事来抓，强
化危险废物监管，严格落实企业主体
责任，推动化工行业转型升级，加快制
修订相关法律法规和标准，提升危险化
学品安全监管能力，有效防范遏制重特
大事故发生，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
产安全。

江苏响水天嘉宜化工有限公司
“3·21”特别重大爆炸事故调查报告公布

新华社长沙11月15日电 全国
扫黑办对督办的新晃“操场埋尸案”案
件办理提出要求，抓紧推动案件查深
查透、办成铁案，及时回应社会关切，
彰显法律公平公正。

中央政法委秘书长、全国扫黑办
主任陈一新日前在长沙听取了湖南省
扫黑除恶专项斗争领导小组关于新晃

“操场埋尸案”办案进展情况汇报。陈
一新说，“操场埋尸案”性质极其恶劣，
沉冤长达16年，全国扫黑办将该案列

为督办的重大案件，办好该案对于惩
治犯罪、弘扬正气，深入推进扫黑除恶
专项斗争具有标志性意义。

全国扫黑办要求，办理“操场埋
尸案”要努力实现政治、法律、社会效
果相统一。要集中办案力量，尊重办
案规律，把握法律政策界限，做到实
体和程序公正。对已查实的“保护
伞”，要尽快做好起诉审判工作；对尚
未查实的涉“伞”人员，要循线深挖、
一查到底。

全国扫黑办督办“操场埋尸案”
要求查深查透彰显法律公平公正

据新华社北京11月15日电 （记
者 王优玲）住房和城乡建设部15日
发布了《生活垃圾分类标志》标准。在
本次标准修订中，主要对生活垃圾分
类标志的适用范围、类别构成、图形符
号进行了调整。

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城建司相关
负责人在15日举办的通气会上说，
相比于2008版标准，新标准的适用
范围进一步扩大，生活垃圾类别调整
为可回收物、有害垃圾、厨余垃圾和
其他垃圾4个大类和11个小类，标志

图形符号共删除4个、新增4个、沿用
7个、修改4个。

本次通气会还介绍了“全国垃
圾分类”小程序。该小程序由住房
和城乡建设部联合中国政府网共同
推出，近期将依托“国务院客户端”
小程序平台正式发布并上线运行。
据了解，该小程序覆盖全国46个垃
圾分类重点城市，市民可通过小程
序查询生活垃圾分类，并直观看到
各城市当前分类标志情况和新标准
标志调整情况。

《生活垃圾分类标志》标准发布
相关小程序将上线

新华社北京 11 月 15 日电 （记
者 成欣）针对有媒体报道印度防长
辛格14日访问了所谓“阿邦”的达旺
地区，外交部发言人耿爽15日在例
行记者会上答问时表示，中国政府从
不承认所谓“阿鲁纳恰尔邦”，坚决反

对印度领导人和高官赴该地区活
动。

“中方敦促印方尊重中方利益和
关切，停止采取任何使边界问题复杂
化的举动，以实际行动维护边境地区
的和平与安宁。”耿爽说。

外交部敦促印方
停止采取任何使边界问题复杂化的举动

新 华 社 华 盛 顿 11 月 15 日 电
美国食品和药物管理局 14 日批准
药物泽布替尼用于治疗套细胞淋巴

瘤。这是首款由中国药企自主研
发、获得美药管局批准上市的抗癌
新药。

美药管局首次批准
中国药企自主研发的抗癌新药

新华社北京11月15日电 2006
年7月1日，一条穿越世界屋脊、将祖
国温暖送到高原边疆的“天路”——青
藏铁路，终于全线通车了，这是一件让
祖国各民族人民欢欣鼓舞，让世界叹
为观止的壮举。

建设青藏铁路，在新中国成立后
得到党和政府的高度重视。早在20
世纪50年代，党和国家就着力研究解
决进藏铁路建设问题，并于1958年作
出了修建青藏铁路西宁至格尔木段
（即西格段）的决策。经过1958年动
工修建、1960年停工缓建、1974年挥
师复建，到1984年5月，青藏铁路西
格段814公里建成通车。

进入新世纪，党中央从推进西部
大开发、实现各民族共同发展繁荣的
大局出发，作出了修建青藏铁路格尔
木至拉萨段的重大决策，提出了建设

世界一流高原铁路的目标。经过各方
面的精心论证和充分准备，2001年6
月29日，青藏铁路正式开工。

青藏铁路是世界上海拔最高、线
路最长的高原铁路，沿线高寒缺氧，地
质复杂，冻土广布，工程十分艰巨。中
国的建设者们经过几年艰苦奋战，在
攻克许多罕见科技难题之后，最终建
成了穿越世界屋脊的“天路”。铁路全
线路共完成路基土石方7853万立方
米，桥梁675座、近16万延长米；涵洞
2050 座、37662 横延米；隧道 7 座、
9074延长米。2006年7月1日，青海
西宁至西藏拉萨全长1956公里的青
藏铁路全线通车。

青藏铁路全线贯通，对改变青
藏高原贫困落后面貌，增进各民族
共同团结进步和共同繁荣发展，促
进青藏铁路沿线地区的经济社会又
好又快发展，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
影响。

天 路
新 中 国 峥 嵘 岁 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