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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国家和重庆市相关规定，经重庆市人民政府批准，重庆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决定公开出让以下国有建设用地使用
权，并委托重庆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负责公开出让交易环节的组织实施。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重庆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公开出让公告

二、报名期限
2020年9月24日12时－2020年

10月14日12时。
三、申请人资格
申请人应具备的竞买资格要求详

见竞买须知。
四、出让资料查阅、下载
申请人可在报名期限内到重庆市

公共资源交易中心领取出让资料（《国
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公开出让竞买须
知》、宗地规划条件、宗地规划附图、《国
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示范文
本）以及其他相关文件），也可在报名期
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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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址：https://td.cqg-
gzy.com），查阅、下载出让资料。

五、报名方式和程序
本次公开出让的国有建设用地使

用权可采取现场报名或网上报名方式：
（一）现场报名：申请人可于报名期

限内足额交纳竞买保证金到指定账户，
并持报名资料到重庆市公共资源交易
中心提交报名申请。经审查通过的，重
庆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确认其竞买资
格。

（二）网上报名：申请人可于报名期

限内登录重庆市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
和矿业权网上交易系统，按规定提交竞
买申请，在报名期限内足额交纳竞买保
证金，提交报名资料电子档。经审查通
过的，重庆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确认其
竞买资格。

六、交易方式
报名期限内只有1家申请人取得竞

买资格的，采用挂牌方式出让；报名期
限内有2家以上（含2家）申请人取得竞
买资格的，将采用现场拍卖方式出让。

本次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公开出
让按照价高者得原则确定竞得人。若
申请人在拍卖环节均未竞价，竞买保证
金最先到账的申请人将确定为竞得人，
并以起拍价作为成交价。

七、竞买保证金交纳
（一）现场报名：申请人在持报名资

料到重庆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提交报
名申请前，须在报名期限内交纳保证金
至指定保证金账号。

（二）网上报名：申请人在报名期限
内登录重庆市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和
矿业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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账
号。申请人应在报名期限内交纳竞买
保证金至随机保证金账号。

（三）竞买保证金可用人民币、港

元、美元、欧元、新加坡币、日元支付。
使用外币交纳竞买保证金的境内或境
外申请人，应选择对应保证金交纳账
号，并按保证金到账当日的外汇买入价
等值竞买保证金的外币交入外币专用
账户。采用外币或境外人民币交纳竞
买保证金的申请人需提前与重庆市公
共资源交易中心联系，确认交款方式和
账号。

（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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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得代交。

八、联系方式
（一）出让人及联系方式
出让人:重庆市规划和自然资源

局。
联系地址：重庆市渝北区龙山街道

龙山大道339号，联系人：朱先生，联系
电话：023-63878281。

（二）承办机构及联系方式
承办机构:重庆市公共资源交易中

心。
联系地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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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庆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
2020年9月2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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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该宗地总计
容建筑面积为
85514.24 平 方
米。
2.开竣工时间：
交地后 3 个月
内开工，开工后
2年内竣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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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龙丹梅

作为重庆老工业基地的巴南区，
正以战略性新兴产业生物医药为重点
方向，开启高质量转型升级之路。

重庆日报记者9月23日从市政
府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巴南区正以
重庆国际生物城为平台，打造千亿级
医药产业集群。未来3—5年，该区将
实现生物医药产业产值规模1000亿
元，未来5—10年实现产值规模2000
亿元，建设西部地区最全最强生物药
产业链，千亿级长江上游具有国际影
响力的国际生物城。

1—8月生物医药产业逆势增长

巴南区区长何友生介绍，近年来，
巴南区将战略性新兴产业生物医药作
为重点方向，着力搭建“1+3+N”产业
体系，推动经济转型升级。其中“1”
指以生物药为核心支柱产业，“3”是
化学药、现代中药、医疗器械三大特色
产业，“N”指生物医药专业服务平台
和公共服务平台。

巴南区正在打造的重庆国际生物
城位于巴南木洞，园区总体规划面积
约35平方公里，重点发展生物制药、
化学药制剂、现代中药和医疗器械等
产业。目前，重庆国际生物城已集聚
项目70个，协议产值800亿元。

今年1—8月，该区生物医药产业

克服疫情影响实现逆势增长，规上产
值增长20.72%。

今年创新研发投入超3亿元

何友生介绍，近年来，重庆国际
生物城逐步搭建西部地区领先的生
物医药创新平台，目前已建成北大医
疗创新谷（重庆）研发平台、宸安生物
中试平台、美莱德动物试验平台，智
睿生物研发孵化中心、重庆市仿制药
一致性评价中心等为核心的“5平台
3中心”。同时，该区正启动建设的

重庆国际免疫研究院，未来将成为国
内顶尖、具有国际影响力的免疫研发
和成果转化平台；与上海交大、四川
大学华西药学院合作共建数字医学
转化中心和成渝药物制造工程研究
中心；携手上海张江药谷、武汉光谷
生物城、江苏泰州生物城、杭州经济
技术开发区，共同打造长江经济带生
物产业联盟，形成全国范围内的医研
企一体化合作模式。

重庆国际生物城还着力推进药品
研发和试验，仅今年创新研发投入便

超3亿元，推动临床试验阶段的创新
药物有10个，全市占比超过60%，其
中一类新药7个，包括癌症预防类疫
苗、长效胰岛素、口服紫杉醇等。

出台一揽子政策“干货”

为加快生物医药产业发展，巴南
区出台了一系列奖励政策，条条都是

“干货”。
巴南区将市、区两级政策进行叠

加，进一步做大产业规模。如企业在
研创新药、改良型新药、生物类似药和
获批纳入国家医疗器械优先审批通道
的第三类医疗器械，在获得临床批件
或默认临床后，企业除可获得市级政
策给予的一次性300万元临床前研究
补助外，符合巴南区奖励政策的部分
还可获得巴南区配套临床前研究补助
200万元。

此外，该区还大力支持药品药械
转化，扶持企业质量和规模提升。在
该区内药品注册申请人提出注册申请
的药物，获得药品批准文号并在该区
内实现产业化的，可按药品批准文号
类别和数量，给予100万元—500万
元的补助。

针对区内企业申请到巴南区政策
未覆盖的其他市级生物医药产业扶持
政策的，原则上给予相关金额50%的
配套补贴。

巴南打造千亿级生物医药产业集群
重庆国际生物城正加快建设，未来5—10年形成2000亿元产值规模

新华社北京9月23日电 补齐贫困
地区义务教育发展短板，努力让每个孩子
都能享有公平而有质量的教育，是夯实脱
贫攻坚根基之所在。教育部副部长郑富
芝23日介绍，当前，我国义务教育有保障
的目标基本实现，建档立卡贫困家庭辍学
学生清零。

郑富芝在当天举行的国新办发布会
上说，在各方面的努力和支持下，义务教
育有保障取得了三方面的重要进展。一
是辍学学生基本实现了应返尽返。截至
2020年9月15日，全国义务教育阶段辍
学学生由60万人降至2419人，其中建档
立卡贫困家庭辍学学生清零。2019年全
国小学净入学率为99.94%，初中毛入学
率为102.6%。

“二是基本实现了资助全覆盖。”郑富

芝说，“两免一补”政策实施范围扩大，义
务教育阶段建档立卡等家庭经济困难非
寄宿学生也纳入了生活补助范围。同时
推行了义务教育营养改善计划，受益学生
达到4000余万人。

据了解，2019年，资助学生人次达
到1.06亿，金额达2126亿元，基础教育
阶段资助资金80%左右用于中西部地
区。

郑富芝介绍，三是义务教育学校基本
实现了教育部提出的办学条件配备要
求。2013年到2019年，贫困地区新建改
扩建校舍面积约2.21亿平方米。56人以
上的“大班额”已降至3.98%，66人以上

“超大班额”基本消除。在师资保障方面，
“特岗计划”招聘教师约95万名，覆盖了
1000多个县、3万多所农村学校。

我国义务教育有保障目标基本实现

本报讯 （记者 陈维灯）9 月 23
日，中国水产科学研究院长江水产研究
所联合湖北宜昌三江渔业有限公司，在
江津区长江上游珍稀特有鱼类国家级
自然保护区水域举行放流活动，将10万
尾圆口铜鱼放流入江。

中国水产科学研究院长江水产研究
所副所长李创举介绍，圆口铜鱼是非常典
型的长江上游特有鱼类，也是川江和金沙
江中下游江段最重要的经济鱼类之一，在
四川、重庆地区被称为“水密子”。

然而，近 30年来，受过度捕捞、环

境污染等因素影响，自然种群资源下降
明显。2007 年，圆口铜鱼被列入农业
部《国家重点保护经济水生动植物资源
名录（第一批）》，2015年更是被《中国
生物多样性红色名录》评估为极度濒危
物种。

李创举介绍，此次放流，不仅是首次
放流圆口铜鱼单次规模达到10万尾以
上，也是首次放流1年龄以上大规格苗种
数量达到1万尾以上，对推动圆口铜鱼自
然种群资源恢复以及相关科研工作实施
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10万尾圆口铜鱼苗在长江安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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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 9 月 23 日电 （记
者 安蓓）记者23日了解到，我国将
聚焦新一代信息技术产业、生物产业、
高端装备制造产业、新材料产业、新能
源产业、智能及新能源汽车产业、节能
环保产业、数字创意产业等8大战略
性新兴产业培育新的投资增长点，推
动重点产业领域加快形成规模效应。

根据国家发展改革委、科技部、工
业和信息化部、财政部等四部门联合
印发的《关于扩大战略性新兴产业投
资 培育壮大新增长点增长极的指导

意见》，我国将围绕重点产业链、龙头
企业、重大投资项目，加强要素保障，
促进上下游、产供销、大中小企业协
同，加快推动战略性新兴产业高质量
发展，培育壮大经济发展新动能。

国家发展改革委有关负责人表
示，国内外发展环境发生深刻变化，给
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带来了前所未有的
巨大挑战。意见旨在发挥战略性新兴
产业重要引擎作用，加快构建现代产
业体系，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

意见明确，深入推进国家战略性

新兴产业集群发展工程，综合运用财
政、土地、金融、科技、人才、知识产权
等政策，协同支持产业集群建设、领
军企业培育、关键技术研发和人才培
养等项目。启动实施产业集群创新
能力提升工程、产业集群产城融合示
范工程、产业集群应用场景建设工
程，实施产业集群公共服务能力提升
工程。

围绕增强资金保障能力，意见强
调，统筹用好各级各类政府资金、创业
投资和政府出资产业投资基金，创新

政府资金支持方式，强化对战略性新
兴产业重大工程项目的投资牵引作
用；鼓励金融机构创新开发适应战略
性新兴产业特点的金融产品和服务，
优化发行上市制度，加大科创板等对
战略性新兴产业的支持力度；依托国
有企业主业优势，引领、带动各类所有
制企业加大战略性新兴产业投资布局
力度，鼓励具备条件的各类所有制企
业独立或联合承担国家各类战略性新
兴产业研发、创新能力和产业化等建
设项目。

我国将扩大8大战略性新兴产业投资
具体包括新一代信息技术、生物、高端装备制造、新材料、新能源、

智能及新能源汽车、节能环保、数字创意等产业

新华社北京9月23日电 为深入贯
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抗击新冠肺炎疫
情表彰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大力弘
扬伟大抗疫精神，23日中宣部向全社会
发布了国家援鄂抗疫医疗队等10个抗
疫一线医务人员英雄群体的先进事迹，
授予他们“时代楷模”称号。中共中央政
治局委员、中宣部部长黄坤明出席发布
仪式并颁发奖牌和证书。他说，广大医
务人员在抗疫斗争中白衣为甲、逆行出
征，舍生忘死挽救生命，诠释了医者仁心
和大爱无疆。要学习好、宣传好他们的
感人事迹和崇高风范，以伟大抗疫精神
激励干部群众团结一心、顽强奋斗，创造
新的历史业绩。

此次被授予“时代楷模”称号的10个
英雄群体包括：国家援鄂抗疫医疗队（北
京医院、北京协和医院、中日友好医院、北
京大学第一医院、北京大学人民医院、北
京大学第三医院），军队支援湖北医疗队，
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同济医院

“尖刀连”，中部战区总医院战“疫”党员突
击队，辽宁、上海、广东支援雷神山医院医
疗队，江苏省人民医院援武汉重症医疗
队，四川大学华西医院援鄂重症救治医疗
队，中国中医科学院国家援鄂抗疫中医医
疗队，天津市对口支援恩施州疾控工作
队，军事科学院军事医学专家组。有关部
门负责同志，部分国家勋章和国家荣誉称
号获得者、英模代表参加仪式。

中宣部向10个抗疫一线医务人员
英雄群体授予“时代楷模”称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