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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碚区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补
选陈金山为重庆市第五届人民代表大会
代表。重庆市第五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
委员会第二十七次会议审议并同意代表
资格审查委员会的审查报告，确认陈金
山的重庆市第五届人民代表大会代表资
格有效。

涪陵区人民代表大会选出的重庆市

第五届人民代表大会代表杨晓峰、奉节
县人民代表大会选出的重庆市第五届人
民代表大会代表陈志猛调离重庆市，工
作关系已不在本行政区域内。渝中区人
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决定接受陶时伟
（个人原因）辞去重庆市第五届人民代表
大会代表职务，北碚区人民代表大会常
务委员会决定接受龙华（到龄退休）辞去

重庆市第五届人民代表大会代表职务。
根据代表法的有关规定，杨晓峰、陈志
猛、陶时伟、龙华的重庆市第五届人民代
表大会代表资格终止。根据地方组织法
和选举法的有关规定，陈志猛的重庆市
第五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职
务相应终止。

截至目前，重庆市第五届人民代表
大会实有代表856人。

特此公告。
重庆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2021年7月29日

重庆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公告
〔五届〕第135号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地方各级人
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政府组织
法》第二十七条和《重庆市各级人民代表
大会常务委员会人事任免工作条例》第
二十五条的规定，重庆市第五届人民代
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七次会议决
定：接受李明清同志辞去重庆市人民政
府副市长职务的请求，报请重庆市第五
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备案。

重庆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公告
〔五届〕第136号

重庆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关于接受李明清同志辞职的决定

（2021年7月29日重庆市第五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七次会议通过）

一、决定任命
陈金山为重庆市人民政府副市长；
黎勇为重庆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

局局长；
李建超为重庆市人民检察院第一分

院检察长。
二、任命
梅哲为重庆市监察委员会副主任；
李生龙为重庆市高级人民法院副院

长、审判委员会委员、审判员；
张波为重庆市高级人民法院刑事审

判第一庭庭长；
刘桂华为重庆市高级人民法院刑事

审判第二庭庭长、审判员；
邢江孟为重庆市高级人民法院立案

一庭副庭长；
黄成为重庆市高级人民法院环境资

源审判庭副庭长；
赵志强为重庆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

民事审判第三庭（重庆知识产权法庭）庭
长；

刘兴旺为重庆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
立案庭副庭长；

徐华为重庆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审判第三庭（重庆知识产权法庭）副庭
长、审判员；

谭颖为重庆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审判第三庭（重庆知识产权法庭）副庭
长；

陈聪、刘光英、严荣源、乔小勇、樊雯
龑、杨青青、吴克坤、张振华、雷元亮为重

庆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审判员；
贺付琴为重庆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

民事审判第二庭庭长；
王鹏为重庆铁路运输法院综合审判

庭庭长；
陆军为重庆市人民检察院副检察

长、检察委员会委员；
李光林为重庆市人民检察院检察

员；
李益为重庆市人民检察院第五分院

检察员；
廖伟为重庆市两江地区人民检察院

（重庆铁路运输检察院）副检察长、检察
委员会委员。

三、批准任命
程权为沙坪坝区人民检察院检察长；
庞伟华为奉节县人民检察院检察长。
四、决定免去
陆军的重庆市人民检察院第三分院

检察长职务。
五、免去
张晋的重庆市监察委员会副主任职

务；
杨光明的重庆市高级人民法院审判

委员会委员、民事审判第一庭庭长、审判
员职务；

张波的重庆市高级人民法院刑事审
判第二庭庭长职务；

李生龙的重庆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
副院长、审判委员会委员职务；

赵志强的重庆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

民事审判第三庭庭长职务；
谭颖的重庆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审判第三庭副庭长职务；
刘兴旺的重庆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

行政审判庭副庭长职务；
蓝晓蓉的重庆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

立案庭庭长职务；
李川的重庆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审判第三庭庭长职务；
刘桂华的重庆市第五中级人民法院

刑事审判第一庭庭长、审判员职务；
徐华的重庆市第五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审判第三庭副庭长、审判员职务；
陈聪、刘光英、严荣源、徐晓瑮的重

庆市第五中级人民法院审判员职务；
乔小勇的重庆两江新区人民法院

（重庆自由贸易试验区人民法院）综合审
判庭副庭长、审判员职务；

樊雯龑的重庆两江新区人民法院
（重庆自由贸易试验区人民法院）知识产
权审判庭副庭长、审判员职务；

杨青青、吴克坤的重庆两江新区人
民法院（重庆自由贸易试验区人民法院）
审判员职务；

杨洪梅、李建超的重庆市人民检察
院副检察长、检察委员会委员职务；

李益、廖伟、吴玲的重庆市人民检察
院检察员职务；

李波的重庆市人民检察院第一分院
检察员职务；

张宁的重庆市人民检察院第二分院
检察员职务；

曹亮的重庆市人民检察院第三分院
检察员职务；

李光林、刘泽跃的重庆市人民检察
院第五分院检察员职务。

重庆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公告
〔五届〕第137号

（2021年7月29日重庆市第五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七次会议通过）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中华人
民共和国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
各级人民政府组织法》的规定，重庆市第
五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七
次会议决定：本市区县（自治县）、乡、民族
乡、镇在2021年12月20日前，依法选出
新一届区县（自治县）、乡、民族乡、镇人民
代表大会代表。

特此公告。
重庆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2021年7月29日

重庆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公告
﹝五届﹞第138号

重庆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关于全市区县（自治县）、乡、民族乡、镇
人民代表大会代表换届选举时间的决定

（2021年7月29日重庆市第五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七次会议通过）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
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选举
法》第十二条、第十三条和第十四条的规
定，重庆市第五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
员会第二十七次会议决定：

一、全市38个区县（自治县）人大代
表名额如下：
万州区450名 黔江区252名
涪陵区369名 渝中区240名
大渡口区198名 江北区273名
沙坪坝区331名 九龙坡区346名
南岸区304名 北碚区271名
渝北区443名 巴南区334名
长寿区317名 江津区437名
合川区442名 永川区369名
南川区277名 綦江区377名
大足区355名 璧山区273名
铜梁区310名 潼南区331名
荣昌区310名 开州区450名
梁平区325名 武隆区222名
城口县201名 丰都县318名
垫江县333名 忠 县336名

云阳县407名 奉节县369名
巫山县280名 巫溪县261名
石柱自治县263名 秀山自治县289名
酉阳自治县327名 彭水自治县295名
二、全市乡、民族乡人大代表名额可

以另加百分之五的具体名单如下（共计
130个）：

万州区（2个）：地宝土家族乡、恒合
土家族乡

黔江区（9个）：蓬东乡、杉岭乡、太极
乡、水田乡、白土乡、金洞乡、五里乡、水
市乡、新华乡

武隆区（11个）：黄莺乡、沧沟乡、土
地乡、白云乡、接龙乡、赵家乡、大洞河
乡、石桥苗族土家族乡、文复苗族土家族
乡、后坪苗族土家族乡、浩口苗族仡佬族
乡

城口县（13个）：龙田乡、北屏乡、左
岚乡、沿河乡、双河乡、蓼子乡、鸡鸣乡、
周溪乡、明中乡、治平乡、岚天乡、厚坪
乡、河鱼乡

丰都县（5个）：青龙乡、太平坝乡、都

督乡、栗子乡、三建乡
忠县（1个）：磨子土家族乡
云阳县（1个）：清水土家族乡
奉节县（9个）：岩湾乡、平安乡、红土

乡、鹤峰乡、冯坪乡、太和土家族乡、长安
土家族乡、龙桥土家族乡、云雾土家族乡

巫山县（13个）：两坪乡、曲尺乡、建
平乡、大溪乡、金坪乡、平河乡、当阳乡、
竹贤乡、三溪乡、培石乡、笃坪乡、红椿土
家族乡、邓家土家族乡

巫溪县（11个）：胜利乡、大河乡、天
星乡、长桂乡、鱼鳞乡、乌龙乡、花台乡、
兰英乡、双阳乡、中梁乡、天元乡

石柱自治县（13 个）：黎场乡、三星
乡、六塘乡、三益乡、王家乡、河嘴乡、石
家乡、中益乡、洗新乡、龙潭乡、新乐乡、
金铃乡、金竹乡

秀山自治县（6个）：孝溪乡、海洋乡、
大溪乡、涌洞乡、中平乡、岑溪乡

酉阳自治县（18 个）：可大乡、偏柏
乡、木叶乡、毛坝乡、花田乡、后坪乡、天
馆乡、宜居乡、两罾乡、板桥乡、官清乡、
车田乡、腴地乡、清泉乡、庙溪乡、浪坪
乡、双泉乡、楠木乡

彭水自治县（18 个）：岩东乡、鹿鸣
乡、棣棠乡、三义乡、联合乡、石柳乡、走
马乡、芦塘乡、乔梓乡、诸佛乡、桐楼乡、
善感乡、双龙乡、石盘乡、大垭乡、润溪
乡、朗溪乡、龙塘乡

特此公告。
重庆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2021年7月29日

重庆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公告
﹝五届﹞第139号

重庆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关于重新确定全市区县（自治县）、乡、

民族乡、镇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名额的决定
（2021年7月29日重庆市第五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七次会议通过）

重庆市第五届人民代表大会常
务委员会第二十七次会议听取了市

财政局副局长祝轻舟受市人民政府
委托所作的《关于 2020 年决算（草

案）的报告》和市审计局局长郑立伟
受 市 人 民 政 府 委 托 所 作 的《关 于
2020 年度市级预算执行和其他财政
收支的审计工作报告》。会议结合审
议审计工作报告，对 2020 年市级决
算（草案）进行了审查。会议同意重
庆市人民代表大会财政经济委员会
提出的关于 2020 年市级决算（草案）
的审查结果报告，决定批准 2020 年
市级决算。

重庆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公告
〔五届〕第140号

重庆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关于批准2020年市级决算的决议

（2021年7月29日市五届人大常委会第二十七次会议通过）

重庆市第五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
委员会第二十七次会议听取了市财政
局副局长祝轻舟受市人民政府委托所
作的《重庆市人民政府关于2021年市级
预算调整方案的报告》，审查了市人民政
府提出的2021年市级预算调整方案，
同意市人民代表大会财政经济委员会
在审查结果报告中提出的建议。会议
决定，批准2021年市级预算调整方案。

重庆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公告
〔五届〕第141号

重庆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关于批准2021年市级预算调整方案的决议
（2021年7月29日重庆市第五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七次会议通过）

为了保护水生生物资源，修复水
域生态环境，筑牢长江上游重要生态
屏障，促进和保障本市长江流域禁捕
工作，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长江保护
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渔业法》等法
律、行政法规，结合本市实际，作出本
决定。

一、本决定所称禁捕区域是指以
下水域：

（一）水生生物保护区；
（二）长江干流重庆段；
（三）嘉陵江、乌江、渠江、涪江、酉

水等长江重要支流重庆段；
（四）小江、大宁河、梅溪河、汤溪

河、草堂河，綦江、御临河、塘河重庆
段；

（五）市人民政府确定禁捕的其他
水域。

禁捕区域由市农业农村主管部门
向社会公布，市、区县（自治县）农业农
村主管部门应当在相应区域设立禁捕
标识牌。

二、水生生物保护区实行长期禁
捕，其他禁捕区域禁捕期限自2021年
1月1日起至2030年12月31日止。
国家和本市决定调整禁捕期限的，从
其规定。

三、禁捕期限内，禁止下列行为：
（一）在禁捕区域内进行生产性捕

捞；
（二）收购、加工、销售、运输、食用

非法捕捞渔获物及其制品，收购、销售
通过休闲垂钓等方式在禁捕区域捕获
的渔获物及其制品；

（三）以“长江野生鱼”“野生江鲜”
等名义，对所经营渔获物及其制品进
行虚假宣传；

（四）无船名船号、无船舶证书、无
船籍港的船舶（艇、筏）在禁捕区域航
行或者停泊；

（五）其他破坏渔业资源的行为。
因育种、科研、监测等特殊需要进

行捕捞的，严格按照国务院农业农村

主管部门或者市农业农村主管部门批
准的时间、区域、种类、规格、数量和渔
具捕捞。

四、水生生物保护区禁止垂钓，其
他禁捕区域可以进行休闲垂钓，但应
当遵守国家和本市有关规定。休闲垂
钓具体管理办法由市农业农村主管部
门制定，明确禁钓区、禁钓期、钓具、钓
法、钓饵以及钓获物种类、规格、数量
等。

垂钓行业协会应当加强宣传和自
律管理，引导垂钓者遵守法律法规和
有关规定，文明垂钓、生态垂钓。

五、市、区县（自治县）人民政府应
当建立禁捕工作协调机制、督查考核
机制，协调解决禁捕工作的重大事项，
督促有关部门依法履行监督管理职
责。

禁捕工作应当纳入河长制工作体
系，依托河长制管理机制和监管力量，
加强禁捕区域网格化管理。

六、市、区县（自治县）人民政府
应当加强执法队伍建设和执法装备
配置，组建渔政协助巡护队伍，加强
渔政执法和渔政协助巡护人员培
训，提高专业能力，规范巡护和执法
行为。

七、农业农村主管部门负责禁捕
工作。发展改革、公安、财政、人力社
保、生态环境、交通、水利、市场监管、
林业等部门以及长江海事、长江航运
公安等驻渝机构按照各自职责分工，
做好禁捕相关工作。

八、农业农村、公安、交通、市场监
管等部门应当建立完善禁捕工作部门
执法联动、跨区域协作、信息共享机
制，强化行政执法和刑事司法衔接，开
展专项执法行动，严厉打击涉渔“三
无”船舶、电毒炸鱼、制售使用禁用渔
具等违法犯罪行为。

九、各级人民政府及其农业农村
等部门应当加强禁捕宣传教育，增强
全社会保护长江流域水生生物的责任

意识和参与意识。
新闻媒体应当开展水生生物保护

和禁捕工作宣传，依法进行舆论监督。
鼓励单位和个人依法参与水生生

物保护和禁捕工作的相关活动。
十、市、区县（自治县）人民政府应

当建立涉渔违法行为有奖举报制度，
公布举报电话等举报方式。市、区县
（自治县）有关部门应当及时调查、处
理、反馈举报事项。

十一、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违
反本决定，滥用职权、玩忽职守、徇私
舞弊的，由上级机关或者所在单位责
令改正，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
他直接责任人员依法给予处分；构成
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十二、违反本决定规定的，按照下
列规定予以处罚：

（一）在禁捕区域内进行生产性捕
捞，收购、加工、销售非法捕捞渔获物
及其制品的，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长
江保护法》的相关规定进行处罚；收
购、销售通过休闲垂钓等方式在禁捕
区域捕获的渔获物及其制品的，由农
业农村主管部门、市场监管部门按照
职责分工，没收渔获物及其制品和违
法所得，并处货值金额二倍以上五倍
以下罚款。

（二）以“长江野生鱼”“野生江鲜”
等名义，对所经营渔获物及其制品进
行虚假宣传的，由市场监管部门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广告法》等相关法律
法规予以处罚。

（三）无船名船号、无船舶证书、无
船籍港的船舶（艇、筏）在禁捕区域航
行或者停泊的，由交通、海事部门依法
处罚。

（四）在禁捕区域内非法垂钓的，
由农业农村主管部门责令停止违法行
为，没收钓获物和违法所得；情节严重
的，没收渔具，并处二百元以上二千元
以下罚款。《中华人民共和国野生动物
保护法》另有规定的，从其规定。

违反本决定其他规定的，由有关
部门依法予以处罚。

违反本决定规定对长江流域生态
环境造成损害的，依法承担修复责任、
赔偿损失和有关费用。

十三、本决定自公布之日起施行。

重庆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关于促进和保障长江流域禁捕工作的决定

（2021年7月29日重庆市第五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七次会议通过）

《重庆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促
进和保障长江流域禁捕工作的决定》已于2021
年7月29日经重庆市第五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
委员会第二十七次会议通过，现予公布，自公布
之日起施行。

重庆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2021年7月29日

重庆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公告
〔五届〕第143号

重庆市第五届人民代表大会常
务委员会第二十七次会议审议了
《重庆市人民政府关于提请审议重
庆市与乍得恩贾梅纳市建立友好城
市关系的议案》，同意市人大民族宗
教侨务外事委员会关于该议案审议
意见的报告。

会议决定，批准重庆市与乍得恩
贾梅纳市结为友好城市。

重庆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公告
[五届] 第144号

重庆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关于批准重庆市与乍得恩贾梅纳市

缔结友好城市关系的决定
（2021年7月29日重庆市第五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七次会议通过）

本报讯 （记者 申晓佳）7月29
日，市发展改革委发布消息称，上半
年，重庆“一区两群”协调发展成绩喜
人，其中，主城都市区科技创新能力加
快提升，综合实力继续领跑。渝东北
三峡库区城镇群生态产业发展大步迈
进，渝东南武陵山区城镇群文旅产业
发展迈上新台阶。

市发展改革委相关负责人介绍，
从发展情况来看，主城都市区把握产
业升级引领区、科技创新策源地等目
标定位，极核优势进一步巩固。上半

年，主城都市区地区生产总值增长
12.8%，与全市增速持平。

其中，主城都市区科技创新能力
加快提升。高标准规划建设西部（重
庆）科学城，提速两江协同创新区建
设，引进北大、清华等高端创新机构
23家，6个环大学创新生态圈入孵
（即入驻且接受孵化服务）企业团队
超过3000个，科技型企业总数累计
达2.3万家。两江新区上半年集中签
约30余个科技创新重点项目、投资
额达925亿元；新增入库科技型企业
521 家 ，累 计 达 到 2740 家 ，增 长
65.0%。沙坪坝区引进小康智能新能
源研发总部、中国网安区块链技术研
究院等高端研发机构 5个，中西部
（重庆）地质研究院等42个研发机构
运营，中电科·吉芯科技、金康新能源
动力等22个先进制造业项目投产，
产学研创新链、产业链、价值链初步
形成。

渝东北三峡库区城镇群按照“+生
态”“生态+”谋划发展，上半年实现地
区生产总值增速12.9%。城乡一体的
交通网、水利网、能源网和信息网持续
完善，上半年实现固定资产投资、社会
消费品零售总额分别增长17.0%和
39.1%，高于全市平均水平。区域内
新增科技型企业 223 家，累计达到
2368家、较去年增长10.4%。

该区域大力发展“三峡农家”特色
高效农业，打造柑橘产业示范带、脆李
种植区，郭乙牌尤力克柠檬、圣渝牌黄
心猕猴桃等53个渝东北三峡库区城
镇群品牌农产品评选认定为2020年
度重庆市名牌农产品。区域内绿色工
业发展提速，目前初步形成农产品加
工、轻工纺织、化工材料、机械装备等
特色主导产业，上半年规上工业增加
值增长18.8%，工业投资增长28.9%。

渝东南武陵山区城镇群立足武陵
山区生态资源和民族特色，坚持走文
旅融合型高质量发展路子，文旅经济
加快回暖，带动上半年社会消费品零
售总额增长33.7%、高于全市3.3个百
分点。

同时，该区域深入挖掘民俗文化、
红色旅游文化资源，发展红色主题游、
非遗主题游，促进传统表演艺术、传统
工艺、民俗等非遗传承发展，文旅融合
产品业态日益丰富；以产业生态化、生
态产业化为路径，强化“文旅+”深度
融合引领，推动农业与文旅、工业与文
旅融合发展；围绕旅游消费特征，大力
发展绿色消费品加工业，打造“巴味渝
珍”“渝药”等品牌。

市发展改革委相关负责人表示，
下一步将持续推进“一区两群”把握各
自目标定位，保持协调发展，为全市社
会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充足动力。

上半年“一区两群”协调发展成绩喜人
“一区”综合实力领跑，“两群”生态和文旅特色突出

主城都市区

把握产业升级引领区、科
技创新策源地等目标定位，极
核优势进一步巩固

渝东北三峡库区城镇群

按照“+生态”“生态+”谋划
发展，城乡一体的交通网、水利
网、能源网和信息网持续完善

渝东南武陵山区城镇群

立足武陵山区生态资源和
民族特色，坚持走文旅融合型
高质量发展路子，文旅经济加
快回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