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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2月21日电 根据《国务院关税税则委员
会关于试行开展对美加征关税商品排除工作的公告》（税委
会公告〔2019〕2号），经国务院批准，国务院关税税则委员
会21日公布第二批对美加征关税商品第一次排除清单，对
第二批对美加征关税商品，第一次排除其中部分商品，自
2020年2月28日起实施。

其中，清单一所列商品，自2020年2月28日至2021年
2月27日，不再加征我为反制美301措施所加征的关税。对
已加征的关税税款予以退还，相关进口企业应自排除清单公
布之日起6个月内按规定向海关申请办理。清单二所列商
品，自2020年2月28日至2021年2月27日，不再加征我为
反制美301措施所加征的关税，已加征关税不予退还。

下一步，国务院关税税则委员会还将继续开展对美加
征关税商品排除工作，适时公布后续批次排除清单。

国务院关税税则委员会

公布第二批对美加征关税商品
第一次排除清单

据新华社武汉2月21日电 （记者 梁建强）记者21
日从湖北省监狱管理局获悉，湖北省监狱系统已发现271
例新冠肺炎确诊病例，分别在两所监狱。其中，湖北省武汉
女子监狱确诊230例，湖北省沙洋汉津监狱确诊41例，均
为输入型病例。

两所监狱新冠疫情发生后，司法部以及湖北省司法厅、
省监狱管理局已派工作组对监狱疫情防控工作进行督导。
目前，湖北省武汉女子监狱因防控工作不力，监狱长被免
职；湖北省沙洋汉津监狱一名干警因未如实报告生活轨迹，
被给予党内严重警告处分。

湖北监狱系统确诊新冠肺炎271例

据新华社杭州2月21日电 （记者 俞菀 吴帅帅）记
者从21日的浙江省政府新闻办新闻发布会上获悉，浙江省
十里丰监狱内34名罪犯确诊为新冠肺炎病例（为输入性病
例）。目前监狱已实行全封闭管理，确诊人员正在接受医疗
救治，发生疫情的监区实行一人一间隔离。

浙江省司法厅已派出督导组进驻浙江省十里丰监狱现
场督查。监狱政委和监狱长已被免职，公安机关对一名涉
事干警立案调查。

浙江省十里丰监狱出现新冠肺炎疫情

本报讯 （记者 黄琪奥）2月21日，由重庆籍著名作
词家邓永祥，山东籍著名作曲家戚建波联合推出的原创抗
疫歌曲《勇敢向前》在各大网络平台播发后，受到追捧。

据了解，《勇敢向前》是由重庆籍词作家邓永祥作词，山
东籍作曲家戚建波作曲。中共重庆市委宣传部、中共山东
省委宣传部、重庆广播电视集团（总台）·重视传媒、山东卫
视传媒有限公司联合出品。

《勇敢向前》从歌词到旋律主打激昂风。在4分钟内，
MV中展示了渝鲁两地医务人员赴湖北支援、救治等感人的
画面。伴随着这些画面，演唱者李璇用低沉的嗓音唱出：“握
手成拳起风，汗水滚烫煮梦，热血从未冷却，流过春夏秋冬，
龙在东方腾空，世界沸腾入梦，尊严从未离开，方向在我心
中，走南北闯西东，四海心相通，有包容更从容，情浓爱更浓，
经风雨见彩虹，山高人为峰，何惧难何惧恐，勇敢向前冲”，让
听众能深刻感受到全国人民坚定一心，积极抗疫的精神。

渝鲁艺术家联手打造
抗疫MV《勇敢向前》走红

综合新华社2月21日电 经中央批准，近日，中央政法委
组成调查组，由中央政法委副秘书长雷东生同志任组长，中央
政法委、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司法部有关负责同志参加，
赴山东省就任城监狱新冠肺炎疫情有关情况进行全面调查。

截至2月20日24时，当地全面完成了对任城监狱相关
人员的核酸检测，确诊病例207人，目前已对所有确诊人员
均采取有效隔离和救治措施。因任城监狱疫情防控不力，
经山东省委常委会会议研究决定，免去省司法厅党委书记、
厅长，省监狱管理局党委书记、第一政委解维俊，省监狱管
理局党委副书记、政委姜运华，省监狱管理局党委委员、副
局长王文杰，任城监狱党委书记、监狱长刘葆善，任城监狱
党委副书记、政委刘勇刚，任城监狱党委委员、副监狱长陈
为宁，任城监狱党委委员、副监狱长（试用期）邓体贺，任城
监狱党委委员、副监狱长（试用期）房德峰的职务，有关问题
继续深入调查。

中央政法委组成调查组赴山东
调查任城监狱新冠肺炎疫情情况

本报讯 （记者 夏元）重庆日报记者
2月21日从市水投集团获悉，在保障疫情
防控到位的前提下，全市多个大中型水利工
程在建项目陆续复工。

市水投集团人士表示，按照我市当前对
疫情防控分区分级分类实施方案的要求，对
于低风险和中风险区县的水利设施在建项

目，该集团与相关区县进行协调对接，正在
完善复工各项手续；督促各施工单位优先安
排本地劳务人员先行返岗，并提前对返岗员

工开展疫情防控培训，建立体温检测、生病
报告制度，做好建筑设备、材料采购运输等
准备；对于复工项目将采取施工区域封闭管

理，落实各项防控措施。
截至目前，全市大中型水利工程在建项

目之一的涪陵双江水库已于日前复工，接下
来包括渝西水资源配置工程、金佛山水利工
程等其他14个大中型水利工程、7个供排
水项目，都将在本月底前实现全面复工或重
点区域复工。

多个大中型水利在建项目

施工区域封闭管理 落实各项防控措施

本报讯 （记者 廖雪梅 通讯员 童
作欣）2月21日，重庆日报记者从中交二航
局重庆白居寺长江大桥项目部了解到，市级
重点工程白居寺长江大桥项目已获得相关
部门批复，当日正式复工。

白居寺长江大桥是快速路五横线的
控制性节点工程，也是重庆主城开建的
第33座特大型跨江桥梁。该桥上层为双
向八车道城市快速路，下层为预留的轨
道交通 18 号线过江通道，大桥主跨 660

米，是世界最大跨度的共轨两用钢桁梁
斜拉桥。

“白居寺长江大桥项目复工分为三个阶
段实施。”据该项目部副经理刘颖介绍，第一
阶段主要开展钢管支架搭设焊接和桅杆吊
安装及中横梁支架拆除等施工。他表示，由

于白居寺大桥项目参建人数较多，因此项目
采取了分批复工的做法。此次首批到岗的
有30名管理人员和20名工人，全是重庆本
地人；本月底还将进场160多人，三月初再
复工230余人。为防控疫情，公司还要求各
分包队伍负责人组织工人包车或者自驾接

回项目部。
“疫情期间，项目部将保障每人一间房，

每人每天两个口罩，进入工区前要量体温、
消毒。”刘颖透露，对于外地返渝的员工，公
司不仅将对这些人的生活轨迹进行摸排，还
将做相关检测，并准备好30多间隔离室，在
检测结果未出来之前，员工将严格执行一人
一间的隔离观察。

白居寺长江大桥目前已完成整个工程
量的30%左右，计划今年7月主塔封顶。

白居寺长江大桥项目

住单间、戴口罩、量体温一样不能少

本报讯 （记者 杨永芹）2月21日，
作为渝湘高速公路扩能项目巴南至彭水段
的重要组成部分，五布河特大桥项目正式复
工。

渝湘高速公路扩能项目巴南至彭水段，
是重庆城市提升交通建设三年行动计划的
重要项目。五布河特大桥主桥730米，路线
起自巴南区姜家镇，接巴南区东泉镇，跨越

观景口水库库区。
“项目部专门设立了17个相隔距离较

远的房间，作为观察室。”项目部负责人表
示，观察室里设有独立卫生间、浴室等基本

设施。
“为避免人员密集聚集，项目部采取人

员分时段、分批次进场复工的形式推进。”项
目现场负责人表示，项目部实行封闭式管

理，员工出行轨迹、接触史等信息，张贴于公
示栏，以便员工之间互相监督，共同编织疫
情“监督网”。

“五布河特大桥项目的顺利复工，将对
渝湘高速公路扩能项目的建成起到举足轻
重的作用。”市交通局人士表示，渝湘高速公
路扩能将为沿线经济社会持续快速增长提
供交通支撑。

五布河特大桥项目

人员分时段分批次进场复工

□本报记者 夏元

2月21日清晨，位于长寿区的重庆钢铁
股份有限公司（下称“重庆钢铁”）开启了新
一天的忙碌。

早上8点，上班员工车辆陆续进入厂
区，这是重庆钢铁门岗保卫人员一天中最忙
碌的时候，他们要逐一对进入厂区的每台车
进行检查，为车上每个人测量体温。与此同
时，上完当天凌晨最后一个夜班的员工们即
将乘交通车返家，车辆管理人员必须赶在大
家上车前，对车内外进行消毒、通风，这是他
们近期每天的“必修课”。

今年春节以来，重庆钢铁在做好防控疫
情的前提下，保持了钢材稳定生产不断档，
做到战“疫”和生产两不误，将疫情对生产的
影响减至最小。今年1月，重庆钢铁的铁、
钢、材产量均超目标完成生产任务，让企业
在今年首月实现“开门红”。

“疫情发生后，企业立即启动应急预案，
迅速成立防控疫情指挥部，全面动员部署和

加强疫情防控。”重庆钢铁总经理刘建荣说，
疫情防控期间，企业始终把员工安全健康放
在首位，在做好疫情防控的同时，有序进行
生产组织，全力保障生产稳定运行。

康纪勇是重庆钢铁炼钢厂连铸二车间
浇钢乙班作业长，从春节至今他一直坚守生
产一线，带领工友坚守在抗疫保产现场。

“现在每天的头等大事，就是提醒大家做
好防疫措施。”康纪勇说，钢铁行业属连续作
业行业，因此只要生产不停，岗位就不离人。

有序生产的前提是做好防疫保护，作为
班组负责人，康纪勇始终绷紧“安全弦”，在
指挥生产的同时，他还带领防疫人员对车间
操作室、生产现场等重点区域进行全面消
毒，并在上下班交接时间向工友讲解新冠病
毒防范措施。

疫情防控期间，重庆钢铁能取得“开门
红”，热轧薄板厂贡献不小。年前，重庆钢铁
针对热卷钢材市场需求旺盛的有利形势，及
时恢复并实现3座加热炉满负荷运行。

孙兵是热轧薄板厂产品作业区负责人，

疫情发生后，考虑到作业区涉及产品运输发
送，员工接触人群较多，孙兵从多个渠道采
购一批合格口罩分发给员工，既保障员工能
够做好防疫再作业，也保障了生产队伍秩序
稳定。

当前在重庆钢铁中厚板厂、长材厂等多
个生产厂区，员工们“抗疫情、稳生产”的工
作劲头同样饱满。特别是提供生产原料供
应的物流运输部门，在疫情防控期间保障了
各项生产原料配送“不掉链子”。

重庆钢铁物流运输部码头作业区承担
着企业原料卸载、运输任务，是钢铁生产工
序最前端，也是重庆钢铁抗疫情、保生产的
最前沿。疫情集中暴发后，部分员工产生过
焦虑情绪，作为作业区作业长的刘晓东主动
通过微信、电话等，向大家讲解防疫知识、安
抚情绪，在他的鼓励下，员工们渐渐消除焦
虑和紧张，在做好防护措施的前提下积极投
入生产。在春节假期里，作业区每天卸载钢
铁原料数量超过3万吨，有力保障了企业原
料供应和有序生产。

战“疫”生产两不误

重庆钢铁生产经营实现“开门红”

2月21日，城开高速公路城开隧道，工人在施工中。目前，该工地已有千余人返岗，在满
足防控要求的前提下，实现全面复工。 通讯员 肖军 摄

重庆推动重大项目有序复工
确保疫情防控措施精准到位是前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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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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住宅50年、工业50年予以公告，公告时间为2020年2月22日12：00－2020年3月13日12：00。公告期内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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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告期内只有1家单位申报的将采取挂牌出让。本次公开出让的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采用网上交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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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系人：王先生，联系电话：023-6362811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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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备注：
一、报名网址及CA办理：
（一）本次公开出让国有建设用地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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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年3月1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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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竞得人已交纳的竞买
保证金自动转作受让宗地的定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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抵作
土地出让价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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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提出异议的方式与途径：
对本次出让的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存有异
议的，应在公示期截止前以书面方式向出
让方提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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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商业、住宅类

序号

20016

土地位置

巴南区云篆山地区组团B分区

地块规划编号

B2-1/02地块

B2-2/02地块

B4/01地块

小计

土地用途

商业用地

二类居住用地

二类居住用地

/

土地面积（㎡）
13374.8

29533.5

36330.3

79238.6

总计容建筑面积（㎡）
≤20062.2
≤44300.25
≤54495.45
≤118857.9

最大建筑密度

≤60%
≤35%
≤35%

/

绿地率

≥15%
≥30%
≥30%

/

出让价款起始价（万元）

47544

备注

总计容建筑面积118857.9 平方米，其中商业
20062.2平方米，住宅98795.7平方米。

二、工业类

序号

G20008

土地位置

巴南区界石组团D分区

地块规划编号

D22-1/01（部分1）地块

土地用途

二类工业用地

产业类别

医药制造业

土地面积
（㎡）
68100

可建面积(㎡）
或容积率

0.7≤容积率≤1.5

投资强度
（万元/公顷）

≥6990

产出要求
（万元/公顷）

≥12000

出让价款起始价
（万元）

2384

备注

环保要求详见《重庆市巴南区生态环境局关于
界石组团D分区D22-1/01（部分）宗地公示出
让环保要求的复函》。

□饶思锐

在做好防控工作的前提下，有序
恢复生产，面临着员工怎么返岗、原材
料怎么采购进来、产品怎么销售出去
等问题，这也是战“疫”复工中必须要
解决的问题。

要建立与疫情防控相适应的经济
社会运行秩序，有序推动复工复产，使人
流、物流、资金流有序转动起来，畅通经
济社会循环。要制定明确的疫情分区分
级标准。复工复产，交通运输是“先行
官”，必须打通“大动脉”，畅通“微循环”。

所谓“兵马未动，粮草先行。”企业
复工需要交通、物流、销售等环节畅通
无阻，这也是恢复正常经济秩序的先决
条件。只有流通环节先动起来，才能够

“牵一发而动全身”，带动整个社会生产
尽快恢复，把疫情影响降到最低。

复工复产
交通运输是“先行官”

本报讯 （记者 杨永芹）市交通局2
月21日发布消息称，经各方努力，截至2月
21日，郑万高铁重庆段、重庆铁路枢纽东环
线、涪怀二线铁路等一批在建铁路项目实现
复工，复工控制性工点达79个，返岗参建人
员6300余人，涉及建设里程711公里、投资
近900亿元。

据悉，郑万高铁重庆段人和隧道建设从2
月19日起正式复工。“现场目前共有170余名
工人，都是过年没有回家和本地工人，所有人
员身体状况良好。”中铁十一局郑万铁路项目
三分部经理崔福刚介绍，人和隧道全长8292
米，位于云阳县境内，为单洞双线隧道，是标
段的关键线路控制性工程。

截至2月21日，涪怀二线已上报复工
备案工点36个，已获批复工备案工点30

个，已复工工点16个。
另外，截至2月21日，重庆铁路枢纽东

环线已上报复工备案工点50个，已获批复
工备案工点5个，已复工工点5个。

重庆西站铁路交通枢纽二期工程也已
复工，计划于2021年初建成运营。

目前，项目建设业主单位及各参建单位
都成立疫情防控领导小组，落实专人负责疫
情防控工作，完善专项防控方案及应急预
案。全面排查返岗返工人员的健康状况和
活动轨迹，建立全员健康专项档案。尽可能
对施工现场实行封闭管理，防止闲杂人员、
未经体温检测人员出入工地。加强环境卫
生整治，采取分餐、错时用餐、分散班前教
育、分散技术交底、精简会议活动等措施，优
化工作方式。

郑万高铁重庆段等一批铁路建设项目

建立员工健康专档 加强环境卫生整治

做 好 疫 情 防 控 有 序 复 工 复 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