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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 王天翊）6 月 26
日，市市场监管局为奥的斯电梯、苏州汇
川、重庆惠家通信颁发全市首批电梯物联
网测评证书，标志着我市电梯物联网已从
试点进入全面运用阶段。重庆正逐步建
设“智慧电梯”物联网系统，守护群众乘梯
安全。

据介绍，电梯物联网技术是对电

梯安全状况进行大数据采集和智慧
化、精细化管理的基础，可以实现对电
梯状态的不间断自动监测、事故预警
与数据追溯，使电梯更加安全和智慧，
同时节约管理单位在人力、物力上的
投入。

市市场监管局相关负责人介绍，目前
全市电梯保有量为21.6万台，其中在用

电梯 20.1 万台，电梯数量年均增速达
14.8%。在电梯数量快速增长的同时，原
有电梯逐年老化，故障逐渐增多，也给电
梯安全监管工作带来考验。

为此，我市制定相关技术方案，对电
梯数据采集、传输和接口进行统一，建设

“智慧电梯”物联网系统。奥的斯电梯、苏
州汇川、重庆惠家通信正是按照该技术方

案，统一数据格式，实现了信息的互通和
兼容，获颁全市首批电梯物联网测评证
书。

“我们正积极推动技术方案转化成地
方标准，为规范我市电梯物联网系统提供
技术参考。”该负责人表示，下半年，电梯
96333应急处置平台也将接入“智慧电
梯”物联网系统。

重庆电梯物联网进入全面运用阶段
可实现对电梯状态的不间断自动监测、事故预警与数据追溯

党风廉政看巴渝

2021年，我市将从普通高等学校毕业生中直接招收士官
（简称直招士官），包括测绘地理、计算机、通信、电子信息、自
动化、机械设计制造、汽车制造、航空航天、机电设备、水上运
输、道路运输、体育、化工技术、建筑工程管理、土建施工、电力
技术、医药卫生、医学技术、广播影视、热能与发电工程、语言、
建筑设备、健康管理等专业。直招士官工作原则上与义务兵
征集同步组织实施，8月1日开始，9月10日起组织报到入营，
9月30日招收工作结束，网上报名时间截止8月1日。

一、招收对象和条件
招收对象为全日制普通高等学校毕业生，所学专业符合

部队专业需要，未婚，男性24周岁以内（1996年9月1日以后
出生）。招收的普通高等学校毕业生，其专业所在高校已开展
职业技能鉴定的，应当取得国家颁发的中级以上职业资格证
书。政治条件和体格条件分别按照《征兵政治考核工作规定》
《应征公民体格检查标准》及有关规定执行。

优先招收中共党员、省级以上劳动模范、国家科技进步奖
获得者、军人子女、烈士子女。

二、招收专业
专业类别

测绘地理类

通信类

计算机类

航空航天类

高职（专科）专业名称
摄影测量与遥感技术、测绘地理信
息技术、地图制图与数字传播技术

声像工程技术、通信技术、移动
通信技术、通信系统运行管理、通
信工程设计与监理、光通信技术

计算机应用技术、计算机网络
技术、计算机信息管理、软件技
术、计算机系统与维护、信息安
全与管理、云计算技术与应用、
数字媒体应用技术、软件与信
息服务

无人机应用技术、飞行器制造技
术、飞行器维修技术、航空电子
电气技术、飞机机电设备维修、
飞机电子设备维修、通用航空器
维修、飞机结构修理、航空发动
机装试技术、航空地面设备维修

本科专业名称
地理信息科学、测绘工
程

电子技术应用、通信
工程

网络工程、数字媒体技
术、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信息安全、软件工程、物
联网工程、数据科学与
大数据技术、电子与计
算机工程、新媒体技术、
网络空间安全

飞行器设计与工程、飞
行器制造工程、飞行器
动力工程、飞行器控制
与信息工程

专业类别
机电设备类

汽车制造类

机械设计
制造类

水上运输类

道路运输类

体育类

化工技术类

自动化类

电力技术类

建筑工程
管理类

高职（专科）专业名称
机电设备维修与管理

汽车制造与装配技术、汽车检
测与维修技术、汽车电子技术

机械制造与自动化

航海技术、船舶电子电气技术、
轮机工程技术、船舶工程技术、
船舶机械工程技术、船舶电气
工程技术

道路桥梁工程技术、工程机械
运用技术

运动训练

石油化工技术、应用化工技术、
化工装备技术、石油化工生产
技术、工业分析技术

智能控制技术、工业网络技术、
电气自动化技术、电梯工程技
术、机电一体化技术、智能终端
技术与应用

电力系统自动化技术、供用电
技术、发电厂及电力系统、高压
输配电线路施工运行与维护、
电力系统继电保护与自动化技
术、电源变换技术与应用

工程造价

本科专业名称

车辆工程、汽车服务
工程、汽车维修工程
教育、智能车辆工程、
新能源汽车工程

机械工程、机械设计
制造及其自动化、机
械电子工程、机械工
艺技术、过程装备与
控制工程

航海技术、轮机工程、
船舶电子电气工程

社会体育指导与管
理、运动训练、体育教
育

化学、应用化学、化学
生物学、化学工程与
工艺、过程装备与控
制工程、分子科学与
工程、能源化学

自动化、机器人工程、
智能装备与系统、电
气工程及其自动化、
电气工程与智能控
制、电机电器智能化、
无人驾驶器系统工
程、智能无人系统技
术、智能科学与技术

电缆工程

工程造价

专业类别

医学技术类

土建施工类

热能与发电
工程类

广播影视类

健康管理类

建筑设备类

电子信息类

医药卫生类

语言类

高职（专科）专业名称

医学检验技术、医学影像技术

建筑工程技术、地下与隧道工
程技术、土木工程检测技术、建
筑钢结构工程技术

核电站动力设备运行与维护

传播与策划、新闻采编与制作

心理咨询

建筑电气工程技术、供热通风
与空调工程技术、工业设备安
装工程技术、消防工程技术

应用电子技术、光电技术应用、
电子测量技术与仪器、电子信
息工程技术、智能终端技术与
应用

口腔医学、临床医学、中医骨
伤、针灸推拿、护理

应用外语、汉语、应用英语

本科专业名称

医学检验技术、卫生
检验与检疫、医学影
像技术

土木工程、智能建造、
土木与水利交通工
程、建筑环境与能源
应用工程

核工程与核技术、能
源与动力工程

新闻学、网络与新媒
体、编辑出版学、广播
电视学

应用心理学、心理学

建筑电气与智能化

电子信息工程、电子
科学与技术、集成电
路设计与集成系统、
电磁场与无线技术、
电波传播与天线、应
用电子技术教育、电
子信息科学与技术、
信息工程、光电信息
科学与工程、广播电
视工程、水声工程、信
息对抗技术

口腔医学、临床医学、
中医学、针灸推拿学、
护理学

英语、汉语言文学

三、报名方式
直招士官采取网上报名，普通高等学校毕业生可登录“全

国征兵网”（网址：http://www.gfbzb.gov.cn）查询招收专业
分布情况，符合专业范围和招收条件的，通过“招收士官”端口
进行报名。报名人员因招收专业和员额限制未被录取的，仍
然可以参加今年下半年义务兵征集。

四、招收程序
直招士官按照网上报名、体格检查、政治考核、专业审定、

批准入伍、签订协议、交接运输的程序办理。区县征兵办公室
负责组织对报名人员进行体格检查和政治考核，合格者由区
县征兵办公室会同学校或者有关部门进行专业审定，通常于8
月中旬前完成，具体时间以各区县征兵办公室通知为准。对
体格检查、政治考核、专业审定合格者，经全面衡量，择优批准
服现役，并签订《招收士官协议书》。

五、相关政策待遇
（一）经直接招收入伍的士官，由批准入伍区县征兵办公室发

放《应征公民入伍通知书》，其家庭享受军属待遇。
（二）对直接招收为士官的普通高等学校毕业生，入伍时

对其在校期间缴纳的学费实行一次性补偿或获得国家助学贷
款实行代偿。

（三）直招士官在服役期间表现优秀、符合有关规定的可
以按计划选拔为现役军官。

（四）直招士官入伍后首次授衔级别，由所在部队按照
审批权限下达士官任职命令，并授予相应军衔。招收的普
通高等学校毕业生，其高中（中职）毕业后在国家规定学制
内在校就读的年数视同服现役时间；其中，普通本科毕业生
入伍后授予下士军衔，服役满1年后授予中士军衔；高职
（专科）毕业生入伍后授予下士军衔，服役满2年后授予中
士军衔，月工资均在5500元以上，具体金额由军兵种和工
作岗位确定。

（五）直招士官符合退休、转业或者复员条件的，按照国家
有关规定分别作退休、转业或者复员安置；符合退休或者转业
条件，本人要求复员经批准也可以作复员安置。符合转业条件
以转业方式退出现役的、符合退休或者转业条件以转业方式退
出现役的、符合退休或者转业条件以复员方式退出现役的，由
入伍时常住户口所在地县（市、区）或者上一级政府接收、安置，
也可以由其父母、配偶或者配偶父母常住户口所在地县（市、
区）政府接收、安置；其他以复员方式退出现役以及因故不能退
休、转业或者复员方式退出现役的，由入伍时或者父母常住户
口所在地县（市、区）政府接收。

详细的招收流程、相关政策、招收数量等请咨询应征地区
县征兵办公室。

重庆市人民政府征兵办公室2021年从普通高等学校毕业生中直接招收士官简章

本报讯 （记者 崔曜）6月28日，
重庆日报记者从市城市管理局获悉，全市
正在整治占用消防安全通道、渣土运输车
辆违规上路、共享单车乱停乱放等问题，
多举措净化城市公共空间秩序。

江北区城市管理局会同辖区公安、
消防救援等多部门，全面排查消防通道
被占用所带来的安全隐患，依法查处影

响城市道路消防安全通道的违法行为。
目前，江北区城市管理执法机构累计出
动执法人员3636人次，执法车辆807台
次，执法检查90个点位，责令改正占用、
堵塞消防车道等违法行为71件，立案查
处27件。

目前，垫江县正开展建筑渣土运输
车辆专项整治。5月以来，垫江县城市

管理局采取设卡检查、机动巡查等方式，
严查城区在建工地进出口设施不完善、
周边环境卫生不佳、渣土外运工地档案
不完善及渣土运输车无证运渣、未密闭
运输、带泥上路、车身不洁等问题。据统
计，垫江县城市管理局累计巡查工地
255余次，检查运渣车150台次，依法查
处6起未密闭运输、4起工地外道路污染

行为。
大渡口区则通过三项举措整治共享

单车乱停放问题:一是约谈运营企业，要
求企业规范共享单车数量配置；二是划定
停车位70余处，保障1700余辆共享单车
停放；三是通过“重点+巡查”方式加强执
法，收缴违停共享单车1000台，立案处罚
运营企业2次，罚款1万元。

重庆多举措净化城市公共空间秩序
整 治 市 容 环 境

扮 靓 我 们 的 城 市

2021—15

根据国家和重庆市相关规定，经重庆市九龙坡区人民政府批准，重庆市九龙坡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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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年6月29日12时－2021年7月1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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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qggzy.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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市九龙坡区规划和自然资源局。
联系地址：重庆市九龙坡区直港大道17号，

联系人：蔡先生，联系电话：023-681996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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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年6月29日

一、基本情况

工业类

序号

G21041

G21042

G21043

备注：土地面积以实测为准。

宗地位置

九龙坡区西彭
组团D分区

九龙坡区西彭
组团D分区

九龙坡区西彭
组团D分区

地块规划编号

D84-2/02地
块（部分一）

D42-2-1/05
地块

D44-2-2/05
地块

土地用途

一类工业用地

一类工业用地

一类工业用地

土地出让面积（㎡）

10000

39682

40051

容积率

1.0≤容积率≤1.5

0.7≤容积率≤1.5

0.7≤容积率≤1.5

产业类别

通信设备、计算机及
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

通用设备制造业

通用设备制造业

投资强度
（万元/公顷）

≥5000

≥5000

≥5000

产出要求
（万元/公顷）

≥10000

≥10000

≥10000

出让年限

50年

50年

50年

出让价款起始价
（万元）

800

3016

3044

竞买保证
金（万元）

160

604

609

备注

1.环保要求详见《重庆市九龙坡区生态环境局关于明确西彭镇D标准分区D84-2/02地块（部分
一）（10000㎡）地块环保要求的复函》。2.开竣工时间：交地后9个月内开工，开工后2年内竣工。

1.环保要求详见《重庆市九龙坡区生态环境局关于明确西彭镇D标准分区D42-2-1/05地块
（39682㎡）地块环保要求的复函》。2.开竣工时间：交地后9个月内开工，开工后2年内竣工。

1.环保要求详见《重庆市九龙坡区生态环境局关于明确西彭镇D标准分区D44-2-2/05地块
（40051㎡）地块环保要求的复函》。2.开竣工时间：交地后9个月内开工，开工后2年内竣工。

本报讯 （记者 周尤）“有了
这个系统，小微工程服务商的选取
更加规范，系统采用‘不见面招
标’，全程网上操作，既公开、公平，
又简单高效！”近日，沙坪坝区政务
服务办（区公管局）现场指导区园
投公司工作人员利用“小微工程电
子交易系统”，公开随机选取了污
水管网修复工程的服务商，收到

“公开随机选取成交”通知的服务
商负责人全刚如此感慨道。

“小微工程电子交易系统”是
沙坪坝区针对5万元至200万元
的工程建设项目在招投标、实施等
领域存在的监管漏洞而特别建立
的。

而促成该系统建立的，是一份
《巡察整改建议书》。

去年7月至8月，沙坪坝区委对
65个村（社区）党组织开展第十轮
巡察。巡察组发现一个共性问题：
村（社区）普遍存在将一项工程项目
分拆为多项小微工程项目，规避公
开招投标、直接发包等现象。

巡察结束后，区委巡察工作领
导小组将“工程项目建设存在疏
漏，廉政隐患加大”作为共性问题，
交办给区公管局和区住建委进行
整改，并下发《巡察整改建议书》，
要求相关责任单位对照《十二届区
委第十轮巡察共性问题整改交办
清单》，主动认领问题，制定整改方
案，建立整改台账，如期完成整改
任务。

收到《巡察整改建议书》后，
沙坪坝区公管局针对巡察发现的
小微工程监管漏洞问题，会同区

住建委、区交通局、区农业农村委
等部门，共同拟定了《沙坪坝区限
额以下政府投资工程建设项目及
小微工程项目发包管理办法》。
该办法针对单项合同估算金额在
5万元及以上至200万元以下的
工程建设项目及工程相关服务，
从发包方式、公开竞争性比选、随
机抽选、职责分工等方面，进一步
明确了管理要求和操作办法，并
参照网上中介超市方式，创新建
立了“小微工程电子交易系统”，
在全区推广应用。

“小微工程电子交易系统”由
发包方、服务商、管理机构三类主
体组成。管理机构由区纪委监委、
区公管局、区住建委、区交通局、区
农业农村委、区城市管理局、区规
划和自然资源局组成。主管部门
行使行业监督权，对发包项目入库
企业进行审核把关，并对入库服务
商实行积分制动态管理。区公管
局负责系统建设、运营管理、制定
规则，区纪委监委全面参与综合监
督。全过程的电子化操作，做到了
所有环节落实到人，所有操作网上
留痕，既提高了监管效率，也实现
了全程可溯。

从系统上线运行的效果来看，
6月9日系统完成首个项目抽选，
中选单位为区外的重庆荣城建筑
工程有限公司，打破了小微工程项
目长期被区内企业包揽的“传
统”。目前，已有197家符合资质
的企业入驻交易系统。

沙坪坝区纪委监委相关负责
人表示，下一步，将结合系统试运
行过程中反馈的问题，不断优化系
统功能，健全制度流程，持之以恒
杜绝“微腐败”问题。

一份《巡察整改建议书》
堵住小微工程腐败漏洞

复兴号动车
开进土家山寨
6 月 28 日，首趟 CR200J 集中动力型

动车复兴号“绿巨人”行驶在黔江区黔张
常铁路上。“绿巨人”的开通，将助推武陵
山区经济社会协调发展和乡村振兴。

特约摄影 杨敏/视觉重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