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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国家和重庆市相关规定，经重庆市巴南区人民政府批准，重庆市巴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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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8日12时－2021年7月2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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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市巴南区规划和自然资源局。
联系地址：重庆市巴南区龙洲大道108号，

联系人：赵先生，联系电话：023-662188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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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8日

一、基本情况

工业类

序号

G21044

G21045

备注：土地面积以实测为准。

宗地位置

巴南区南彭功能区组团A分区

巴南区界石组团S标准分区

地块规划编号

A56/03地块

S10-2/03地块

土地用途

工业用地

一类工业用地

土地出让面积
（㎡）

28057

48202

容积率

1.0≤容积率≤1.5

0.7≤容积率≤1.5

产业类别

农副食品加工业（屠
宰及肉类加工）

通用设备制造业

投资强度
（万元/公顷）

≥6990

≥6990

产出要求
（万元/公顷）

≥12000

≥12000

出让年限

50年

50年

出让价款起
始价（万元）

1684

2300

竞买保证金
（万元）

337

460

备注

1.环保要求详见《重庆市巴南区生态环境局关于南彭功能区组团A分区
A56/03宗地公示出让环保要求的复函》。2.开竣工时间：交地后3个月内
开工，开工后2年内竣工。

1.环保要求详见《重庆市巴南区生态环境局关于界石组团S标准分区
S10-2/03宗地公示出让环保要求的复函》。2.开竣工时间：交地后3个月
内开工，开工后2年内竣工。

据新华社北京 7 月 7 日电 （记
者 罗沙）记者7日获悉，最高人民法
院、最高人民检察院近日联合印发《关
于常见犯罪的量刑指导意见（试行）》，
自7月1日起在全国各级人民法院、人
民检察院全面实施。

意见规定了量刑的指导原则、量刑
的基本方法、常见量刑情节的适用和常
见犯罪的量刑等。其中明确，量刑既要
考虑被告人所犯罪行的轻重，又要考虑
被告人应负刑事责任的大小，做到罪责
刑相适应，实现惩罚和预防犯罪的目的。

意见规定，判处罚金刑，应当以犯
罪情节为根据，并综合考虑被告人缴纳
罚金的能力，依法决定罚金数额。适用
缓刑，应当综合考虑被告人的犯罪情节、
悔罪表现、再犯罪的危险以及宣告缓刑
对所居住社区的影响，依法作出决定。

意见指出，量刑时应当充分考虑各
种法定和酌定量刑情节，根据案件的全
部犯罪事实以及量刑情节的不同情形，
依法确定量刑情节的适用及其调节比
例。对黑恶势力犯罪、严重暴力犯罪、
毒品犯罪、性侵未成年人犯罪等危害严
重的犯罪，在确定从宽的幅度时，应当
从严掌握；对犯罪情节较轻的犯罪，应
当充分体现从宽。

意见将交通肇事罪、危险驾驶罪、
故意伤害罪、强奸罪、抢劫罪等23种常
见犯罪判处有期徒刑的案件纳入规范
范围。

“两高”要求，全国各级人民法院、人
民检察院要规范常见犯罪的量刑，将宽
严相济的刑事政策贯穿到量刑的各环节
和全过程，确保罪责刑相适应，努力实现
政治效果、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的统一。

“两高”发文规范23种常见犯罪量刑
对黑恶势力犯罪等将从严掌握

据新华社北京 7 月 7 日电 （记
者 黄玥）纪念全民族抗战爆发84周
年仪式7日上午在中国人民抗日战争
纪念馆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
北京市委书记蔡奇主持纪念仪式。

北京卢沟桥畔，中国人民抗日战
争纪念馆巍然矗立、雄伟庄严。上午
10时，纪念仪式在雄壮的国歌声中开
始。首都学生代表饱含深情地朗诵了
《中国共产党为日军进攻卢沟桥通电》
《延安与中国青年》两首抗战诗文，首
都大学生合唱团演唱了《松花江上》
《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表达了
年轻一代以史为鉴、不负时代、不负韶
华，立志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贡
献力量的坚定决心。

随后，各界代表缓步登上台阶，
依次来到抗战馆序厅，手捧花束，敬
献在象征着中华民族团结抗战的大
型浮雕《铜墙铁壁》前，并向抗战英烈
鞠躬致敬。

据新华社南京 7 月 7 日电 （记
者 蒋芳）“铛、铛、铛……”7日早上
八点半，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
胞纪念馆举行了一场主题为“国殇难
忘 警钟长鸣”——撞响和平大钟仪
式。南京大屠杀幸存者后代、学生代
表和观众代表等12人，撞响大钟13
声，寓意牢记国耻、珍爱和平。

据了解，从2018年 9月18日开
始，纪念馆常态化开展撞钟悼念仪式，
每天邀请首批进馆参观的12名观众
代表共同撞响和平大钟13声，寓意对
30多万死难者的追思和对和平的祈
愿。

“江东门的钟声是缅怀、铭记、警
示，更是在表达对和平的祈愿。”纪念
馆馆长张建军表示，如今中国的发展
翻天覆地、日新月异，南京作为国际和
平城市，希望能与全世界的和平之士
一起，共同传承历史记忆、传递和平之
声。

纪念全民族抗战爆发纪念全民族抗战爆发8484周年仪式在京举行周年仪式在京举行
牢记国耻牢记国耻，，珍爱和平珍爱和平！！南京撞响和平大钟南京撞响和平大钟

▲7月7日，社会各界人
士在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
难同胞纪念馆参加撞响和平
大钟活动。 新华社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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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7日，纪念全民族抗战爆发84周年仪式在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举行。 新华社发

据新华社北京 7 月 7 日电 （记
者 王立彬）从南方到北方，从内陆到
海滨，消失多年的珍禽异兽正在“归
来”，显示我国生物多样性保护取得实
实在在的成效。

这是记者 7 日在国新办举行的
2021年生态文明贵阳国际论坛新闻发
布会上获悉的。生态环境部自然生态
保护司司长崔书红说，近一个时期，关
于生物多样性的新闻很多。祁连山保
护区拍摄到世界上最神秘的猫科动物
之一、国家一级保护动物荒漠猫；云南
海拔2000多米的山林里拍摄到三只
棕颈犀鸟；黑龙江东北虎进村，云南亚
洲象北迁，引起网民关注；最近鲸鱼又
出现在深圳大鹏湾。野生大熊猫、雪豹
等珍稀濒危野生动物频繁“现身”。这

些现象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我国在生物
多样性保护和生态修复方面所取得的
成就。

据介绍，作为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
内容，逐步纳入国家各类规划和计划，
如《中国生物多样性保护战略与行动计
划（2011-2030年）》等，都对全面加强
生态系统和生物多样性保护修复做出
部署。2019年底，我国各类自然保护
地已达1.18万个，总面积超过1.7亿公
顷，占陆域国土面积18%，提前实现联
合国生物多样性公约“爱知目标”提出
的2020年达到17%的目标要求。我
国还通过建立各类植物园、野生动物繁
育基地，大量珍稀濒危野生动植物人工
繁育成功，生态系统保护与修复取得重
大进展。

消失多年的珍禽异兽正在“归来”
显示我国生物多样性保护取得成效

海地总理克洛德·约瑟夫7日说，
海地总统若弗内尔·莫伊兹当天凌晨在
住所遇刺身亡。约瑟夫当天宣布国家
进入戒严状态。

约瑟夫说，一伙身份不明、“说英语
和西班牙语的外国人”当天1时左右杀
害莫伊兹；莫伊兹的妻子受伤，正在医
院治疗。海地媒体稍后报道，莫伊兹的
妻子不治身亡。

约瑟夫谴责这起袭击，呼吁民众保
持镇定。约瑟夫说，他暂时接管政府，
国家安全局势在警方和武装部队控制
之下。

海地首都太子港7日上午较为平
静。当地媒体报道，海地国际机场当天
关闭。

海地位于拉丁美洲加勒比海北部
的伊斯帕尼奥拉岛，面积大约2.78万
平方公里，人口大约1100万，是西半球

最贫穷国家之一，饱受政治动荡、社会
治安问题和人道主义危机困扰。

同样位于伊斯帕尼奥拉岛的多米
尼加共和国7日宣布关闭与海地边界。

莫伊兹现年53岁，从政前是出口
商人，2016年赢得总统选举，2017年2
月就职，任期5年。

莫伊兹执政期间频遭反对派抗议，
多任总理辞职。约瑟夫今年4月出任
总理。据法新社报道，莫伊兹不久前提
名前政府部长阿里埃尔·亨利为新任总
理，原定本周任命亨利接替约瑟夫。

海地反对派最近数月要求莫伊兹
下台，称莫伊兹任期今年2月已经结
束。莫伊兹当时回应说，他的任期持续
至2022年 2月。争议源于海地2015
年举行总统选举，因反对派指控舞弊，
选举结果取消，2016年重新选举。

（新华社专特稿）

海地总统在住所遇刺身亡
海地总理宣布国家进入戒严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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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记者 赵琬微 吴振东 赵叶苹

近日，北京、江苏、河南等全国多
地教育部门表示将开办面向小学生的
暑期托管班，令一些正在发愁暑期“看
护难”的家长喜出望外。人们普遍认
为，由政府部门开设“公办暑期托管
班”值得点赞。

记者采访了解到，上海、三亚等地
已经探索假期托管服务多年，解决了
部分家庭孩子无人看护的难题，受到
群众好评。但专家认为，要将这一服
务持续开展下去，还需破解好相关服
务人员和经费的来源问题，积极探索
校内、校外人员共同参与的多元教育
服务供给，不断丰富孩子的暑期生活。

“托管班”解决家长后顾之忧

北京市教委7月2日发布消息表
示，将面向小学一年级至五年级开展
托管服务。当日晚间，北京东城区家
长王女士接到班主任通知，学校将于7
月19日至8月3日开展托管服务，参加
的同学可以报名。

“托管服务内容包括提供学习场
所，开放图书馆、阅览室，有组织地开
展体育活动等，地点在校园内。托管
适当收取费用，对家庭困难学生免收
托管服务费用。”王女士说，这个举措
非常好。但因为之前考虑到孩子暑期
无人看管，已经安排好跟爷爷奶奶回
老家了，今年就先不参加了，下次肯定
会争取。

上海早在2014年就依托社区创办
了“小学生爱心暑托班”，并逐步实现
全市所有街道、乡镇全覆盖，今年暑期
已经开班。7月6日，在上海市黄浦区
五里桥社区文化活动中心内的爱心暑

托班办班点，三年级女孩盈盈来到教
室，惦记着要来上茶艺课。她的奶奶
说，这里午饭好吃、课程也有趣，孩子
很喜欢。

记者看到，教室布置得犹如一个
儿童乐园，两间宽敞的房间内，各有统
一着装的5名志愿者照看20名孩子，
课程内容很丰富，有党史、科创、非遗
技艺、棋艺等，还有体育锻炼时间。

在校内开展暑期托管也有先例，
三亚市吉阳区自2017年开展小学生公
益暑期托管课堂项目，学生除需要缴
纳午餐费用外，其余课程免费。“今年
有2600多人报名托管服务，占全区小
学生人数的1／6，托管点覆盖城区四
成小学。”三亚市吉阳区教育局局长侯
雪华说，今年起，吉阳区的经验推广至
全市，各区都将探索在校内开展暑期
托管服务，以缓解小学生暑期看护难。

需逐步破解托管定位、人员
保障等新挑战

记者采访了解到，各地在探索暑
期托管服务的过程中，因地制宜地采
取了不同的发展模式。无论是依托街
道、社区，还是依托学校开展暑期托管
服务，都需要进一步解决好定位以及
人员、经费等保障问题。

——服务群体定位是否清晰？“7
月5日是报名第一天，全校有十几名学
生明确了意向。”北京一位小学校长
说，我们附近三所学校的学生集中到
一所学校托管。在报名过程中充分尊
重学生、教师的自愿原则，发现一些家
庭确实存在困难，比如双职工、老人身
体不好、单亲等原因需要托管。

北京家长孙女士表示，学校发放
了调查问卷，并强调家中确实无人看

管、社区不具备看护条件才能报名。
“感觉这个托管班的定位我们还不是
很清楚，如果托管对象主要针对困难
家庭，我们就不给老师添麻烦了。但
大多数家庭实际上都对假期托管有需
求，还是希望这项服务能面对更广泛
的人群。”她说。

——孩子的暑期需求是否满足？
“几年前暑托班刚开办时，上海家长们
并不积极，觉得课程不够丰富，孩子收
获不大。”上海市黄浦区五里桥街道团
工委副书记朱婷婷说，这几年通过不
断丰富课程内容，增加了艺术、科技等
趣味课程，现在上海的爱心暑托班受
到越来越多家长的青睐，今年报名开
通后几十秒名额就被一抢而空。

——物美价廉的服务如何持续？
目前，各地托管服务均为公益性质，每
天收费从免费到几十元不等，补贴主
要来自各级政府。

如上海为期三周的托管班收费
600元／人，主要用于购买社会组织的
课程，不足的部分由街道补贴。此外，
上海通过招募志愿者的方式补充人员
保障，今年共招募超过12000名学生
志愿者。

上海电力大学大二学生徐畅是其
中一员，除日常照看工作外，他还为孩
子们准备了美术课程。“暑托班是大学
生社会实践的有效平台，能让我们更
加贴近社会、走进基层。”徐畅说。

三亚市吉阳区暑期公益课堂采取
“政府采购＋志愿服务”的模式，2021
年，政府预算了50万元暑期公益课堂
专项经费，除了课堂费用，还可以给学
生购买意外伤害险以及提供100元／
日的志愿者补助及志愿者餐费等，平
均每个孩子投入不到200元。

一位基层教育管理者说，活动在校
园内场地不用额外付费，主要需要支付
水电费、保险费用、志愿者的管理费用
等。公办托管服务事实上并不需要花
费很多财政资金，能否办好关键在于组
织者的精心设计、安排和责任心。

“暑期托管”要考虑教师权益

受访业内人士提出，学校、社区开
展“公办暑期托管”是政府的惠民之
举，在减轻家庭经济负担的同时也减
少校外培训给孩子带来的压力，体现
了政府对百姓诉求的回应。但再好的

“托管班”都不能成为孩子暑期生活的
替代品。

北京师范大学中国教育政策研究
院执行院长张志勇提出，在开设托管
服务中要关注教师的合法权益，不要
将暑期变成“小学期”。学校在假期开
展托管服务的同时，必须努力保障教
师的带薪休假权，在实践中探索建立
和完善教师轮岗轮休制度。对参加暑
期托管服务的教师，应按照国家有关
规定给予相应的加班工资。

受访专家提出，学校举办暑期托
管服务，不能取代更不能剥夺家庭本
应承担的孩子暑期教育之责。暑期是
中小学生放松身心、自主学习、社会实
践的时间。在假期里，家长应尽可能
多抽出时间陪伴孩子，积极参与和帮
助孩子健康成长。

此外，要强调因地制宜的原则，鼓
励各地探索不同模式的暑期托管服
务。不仅学校、街道可以开展托管服
务，少年宫、科技馆、儿童活动中心等
校外公共教育场所，都可以按照有关
规定对未成年人免费或者优惠开放。

（新华社北京7月7日电）

“公办托管班”来了！如何办好、管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