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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合理论学习中的重点难点问题，工程组织

编撰学习参考资料，供省部级党委（党组）理论学
习中心组参考。配合中央有关部门坚持向党员
干部遴选推荐学习书目，推动“关键少数”成为全
党全社会学习的“风向标”“排头兵”，学习的力量
在民族复兴的伟大征程上释放出耀眼光芒。

——宣讲活动广泛覆盖，党的创新理论“飞
入寻常百姓家”。

围绕学习贯彻党的十八大和十八大以来的
中央全会精神，中央宣讲团奔走在人民群众中
间，深入浅出地宣讲中央精神。工程专家积极
参与中央宣讲团的工作，当好理论助手，贡献智
力支持。5年间，141场报告会、220多场互动
活动，覆盖直接听众141万人、间接听众7400
多万人。

自城市至农村，从机关、企业到社区、学校，
工程专家与各地各部门的领导、专家和宣讲骨
干们一起，汇成面向基层的各路宣讲小分队，通
过对象化、分众化、互动化宣讲活动，把中央精
神讲全、讲准、讲透、讲得有意思，一批基层理论
宣讲先进集体、先进个人和优秀宣讲报告得到
表彰，一大批百姓宣讲“大篷车”“小板凳”行进
在打通理论宣讲的“最后一公里”上……

——“三进”工作创新开展，打造青年人才
培养的“红色熔炉”。

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高校思想政治工作会
议上的讲话，春风拂煦，如导航灯塔，进一步明
确了高校的社会主义办学方向，引领马克思主
义中国化最新成果进教材、进课堂、进学生头脑
迈出新步伐。工程紧抓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这
一对大学生进行理论武装的“牛鼻子”，开展一
系列针对性、创新性工作。

2013年、2015年，工程专家两次对高校思
政课教材和教学大纲进行全面修订，让习近平
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和治国理政新理念新
思想新战略深入教师和学生的心灵。连续举办
42期高校思政课骨干教师研修班，培训学员近
5000人，建设21所全国重点马克思主义学院，
评选推出一批“最美思政课教师”……5年来，一
个全面反映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和
治国理政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的高校思政课教
材体系不断完善，一堂堂“文”“质”俱美的思政
课在美丽校园璀璨绽放，青年学子的信仰之炬
迎着春风越燃越亮。

钻坚仰高：深入研究阐释党的
最新理论成果

“在科学上没有平坦的大道，只有不畏劳苦
沿着陡峭山路攀登的人，才有希望达到光辉的
顶点”，工程咨询委员会主任徐光春借用马克思
的话说，“更好用科学理论武装全党、教育人民、
指导实践，必然要求我们对党的创新理论成果
进行深入研究阐释，让人们更好地理解把握核
心要义，工程在这方面责无旁贷。”

如何全面理解“五位一体”总体布局的历史
方位、重大意义，如何准确把握“四个全面”战略
布局的相互关系、实践要求，如何科学认识经济
发展新常态的基本特征、运行规律，如何深入领
会新发展理念蕴含的理论特质、理论品格……
紧扣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和治国理
政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聚焦关系全局的重大
理论问题，工程充分发挥理论研究高层次人才

密集、与实际部门联系紧密、辐射带动作用强劲
的优势，组织开展了一系列重大课题研究，涵盖
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建设和党的建
设方方面面。

汇聚在工程搭建的平台上，广大专家学者
以强烈的责任感、使命感，积极投身重大理论问
题研究，形成一大批高质量课题研究成果，“习
近平治国理政思想研究”就是其中之一。

两年前的春天，由中央党校常务副校长何
毅亭牵头挂帅的工程重大课题“习近平治国理
政思想研究”正式启动。中央党校校委把这项
研究作为中央党校第一政治任务，第一时间成
立由10名精兵强将组成的课题组。反复讨论、
明确要点、写作初稿、研究推敲、精心打磨……
课题组成员自觉把个人学术追求融入到为党和
国家大局服务之中。

700 多个日夜的辛勤耕耘，孕育丰硕收
获——

《习近平的核心地位是中共的郑重选择》
《马克思主义发展观的中国实践与中国创新》
《中国共产党95年来应对危局和困境的伟大实
践及历史启示》等百余篇理论文章陆续发表，在
社会上产生重要影响。

根据课题研究成果编写的《以习近平同志
为核心的党中央治国理政新理念新思想新战
略》一书，以30个专题对治国理政新理念新思
想新战略进行简明、准确、通俗的解读。作为课
题成果之一的《习近平的七年知青岁月》一书，
出版不久就发行超过三百万册。

课题组成员都是中央党校骨干教师，他们
把研究成果充实到面向党校所有班次开设的

“习近平总书记治国理政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
课程中，帮助学员更好地提升理论水平、锤炼党
性修养……

理论研究不是“书斋里的学问”。
自2016年7月以来，围绕新发展理念、“四

个全面”战略布局等主题，工程主办的高端理论
论坛——“治国理政论坛”先后在北京、上海、宜
昌、广州、苏州、杭州、厦门、西安等地举办9次
理论研讨会。“全面深化改革不是局部领域的

‘小修小补’、零敲碎打，而是以全局观和系统思
维谋划改革”“旗帜鲜明讲政治是我们党的突出
特点和优势，也是我们党发展壮大、克敌制胜的
重要法宝”“新发展理念抓住了当今世界现代化
的主脉，揭示了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
特点新规律”“必须采取有效措施切实解决发展
不协调问题，避免‘短板’变‘陷阱’”“打造美丽
中国不仅具有重大生态意义，而且具有重大政
治意义”……一场场理论研讨会，理论工作者与
实际部门负责同志同台切磋、相互启发，思想碰
撞的火花陆续转化为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系
列重要讲话精神和治国理政新理念新思想新战
略的创新实践和自觉行动。

凝练升华：立足发展实践强化
经验总结和智力支持

着眼打造中国经济增长的新引擎，实现由
贸易大国向贸易强国迈进，自贸区建设蹄疾步
稳；“一带一路”建设、京津冀协同发展、长江经
济带发展三大战略全面铺开……党的十八大以
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审时度势、统
筹内外，以自信开放之姿开拓新局面，以气象万
千之势擘画新蓝图，一系列大战略、大手笔不断

丰富党的治国理政实践。
时代是思想之母，实践是理论之源。宏大

而独特的实践创新，为理论工作者提供了丰富
的实践滋养，提出了新的研究课题；广泛而深刻
的社会变革，呼唤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
工程充分发挥咨政建言的思想库功能。

5年来，工程始终坚持问题意识、突出问题
导向，深入研究重大现实问题，深入研究总结重
大实践经验，既为实践提供科学理论指导，又把
实践经验上升为理论观点，推动理论与实践良
性互动。

2013年秋天，举世瞩目的中国（上海）自贸
试验区启动运作。自贸区的成长，肩负着为国
家探索对外开放新模式、实现对外开放新跨越
的历史重任。在“杀出一条血路来”的探索中，
弥足珍贵的实践经验不断形成。

聚焦中国（上海）自贸区制度创新经验，工程
组织开展相关课题，密切跟踪自贸区实践。从对
世界上主要国家自由贸易园区概况和制度规则
进行梳理，到与相关部门一起研究如何实施各领
域的改革开放试验、探索风险管控途径，再到及
时总结已有经验……“贴身”观察和理性思考中，
一条条针对性建议和宝贵经验被提炼出来。

根植历史、面向未来的“一带一路”建设，顺
应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时代潮流，得到国际
社会积极响应。在发展中完善、在合作中成长，
这项来自中国的倡议，以超出世人预想的进展
和成效惠及世界。

针对“一带一路”建设中面临的基础性、全
局性重大问题，工程“‘一带一路’建设重大问题
研究”课题结合构建开放型经济新体制、促进国
内经济转型升级和促进国家治理能力和治理体
系现代化，以探索新的体制机制为重点，统筹兼
顾各项建设的现实需求和可行性，关照各种质
疑和关切，研究提出系统性解决方案，并探索提
炼“一带一路”建设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和
全球治理体系变革的贡献。

京津冀地区，既是我国经济最具活力、开放
程度最高、创新能力最强、吸纳人口最多的地区
之一，又深受“大城市病”、同质发展竞争等诸多
发展问题的困扰。

2015年10月，“京津冀协同发展重大问题
研究”课题立项。项目对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京
津冀协同发展战略思想的宏观背景、理论支撑
体系和实践指导价值进行了系统全面的研究阐
释，对疏解非首都功能、加快集中承接地和微中
心建设、加快轨道交通建设、促进产业转移对接
等迫切需要解决的关键性问题进行深入研究，
提出了具有可操作性的对策建议。“对雄安新区
几个战略问题的建议”“推动京津冀协同发展亟
待加快市郊铁路建设”等专题报告，得到相关部
门和领导的认可。

从实践中来，到实践中去。21世纪的马克
思主义必须在总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经
验中不断丰富发展。习近平总书记坚定有力
的话语，既是语重心长的嘱托，更是催人奋进
的激励——

“我们要以更加宽阔的眼界审视马克思主
义在当代发展的现实基础和实践需要，坚持问
题导向，坚持以我们正在做的事情为中心，聆听
时代声音，更加深入地推动马克思主义同当代
中国发展的具体实际相结合，不断开辟21世纪
马克思主义发展新境界，让当代中国马克思主
义放射出更加灿烂的真理光芒。”

匡正祛邪：不断增强马克思主义
的影响力、说服力、战斗力

提起马克思，你会想到什么？是那个写在
课本里的陌生的大胡子老头，还是深奥难懂的
《资本论》？

伟大也要有人懂。一本名为《马克思靠谱》
的理论读物，成为青年人关注的畅销书。它用
贴近青年群体的“走心”话语，再现了一个真实
立体的马克思，让年轻人“穿越时空”与马克思
对话，更加真切地认识到马克思主义对于当今
时代的重要意义。有“90后”读后感慨，“马克
思离我们很近啊”“马克思真的了不起”“原来以
为很枯燥的马克思主义终于看懂了”。《马克思
是个90后》的歌曲在网上不胫而走。

身处社会思潮日益活跃的今天，马克思主义
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组织广大专家学者自觉投
身推进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工作，引导更多人了
解掌握马克思主义、结合实际运用马克思主义。

提升马克思主义的影响力、说服力和战斗
力，要直面社会热点，回应百姓关切——

从高房价、看病难、就业难，到教育公平、反腐
倡廉……这些当下中国正在经历的“成长烦恼”，关
系千家万户的切身利益。面对百姓关心的焦点难
点，工程推出的通俗理论读物“理论热点面对面”系
列，以“百姓视角”，用“百姓语言”，既讲“怎么看”，
又讲“怎么办”，既解思想之渴，又解实践之惑，不
断坚定人们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信心。

提升马克思主义的影响力、说服力和战斗
力，要对错误思潮“举旗亮剑”——

真理越辩越明。针对西方宪政民主、“普世
价值”、新自由主义、历史虚无主义等错误思潮
给公众带来的干扰，针对歪曲党的路线方针政
策、歪曲党史国史所制造的噪音杂音，工程专家
持续跟踪研究，旗帜鲜明予以批判。

从汇编出版《资本主义怎么了》《西式民主怎
么了》等读物，帮助干部群众深刻认识资本主义
制度和西式民主的弊端，修订出版《六个“为什
么”——对几个重大问题的回答》，进一步深化对
有关重大问题的阐释引导，到结合纪念抗战胜利
70周年、纪念长征胜利80周年等重要时间节点，
组织刊发重头理论文章、开设理论对话及述评等
栏目、推送网络文章，用正确声音占领舆论制高
点，挤压错误观点的传播空间……这些工作充分
发挥了引导社会热点、疏导社会情绪、促进社会
和谐、服务党和国家工作大局的积极作用，进一
步增进了人民群众对党和政府的信心和信任。

“我们要指出一种思潮的错误所在，空口无凭、
以势压人是不行的。只有你站得更高一些、看得更
远一些、分析更深刻一些，人家才会信你、服你。”北
京科技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院长彭庆红说，工程专
家学者是社会主义主流意识形态阵地的建设者、
捍卫者。面对错误思潮的冲击，理论工作者有义
务、有责任捍卫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
导地位，引导人民群众明辨是非、明确方向。

士以弘道：在党的思想理论建设
的壮阔征程上勠力前行

盖有非常之功，必待非常之人。
习近平总书记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

上强调，一切有理想、有抱负的哲学社会科学工
作者都应该立时代之潮头、通古今之变化、发思

想之先声，积极为党和人民述学立论、建言献
策，担负起历史赋予的光荣使命。

士以弘道，一批又一批工程组织者、参与者
忘我奉献、攻坚克难，涵养出马克思主义理论研
究和建设的根深叶茂。

继往开来，一代又一代工程组织者、参与者
接续奋斗、薪火相传，孕育出马克思主义理论研
究和建设的花繁果硕。

在他们当中，有的已是耄耋之年，依然在皓
首穷经中坚守初心——

80多岁的教授闫志民先后参加了《科学社
会主义概论》《世界社会主义五百年》等工程项
目。“参加工程项目的过程，是不断学深悟透马
克思主义的过程，每次都有许多新收获。”回顾
学术历程，闫志民坦言，我们要自觉研究世界社
会主义在每个阶段面临的矛盾和问题，不断推
进实践基础上的理论创新，更好推动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向前发展。

在他们当中，有的燃烧生命，写下对马克思
主义的铮铮誓言——

工程重大课题“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闻传
播理论的构建”处于最后的文稿修改阶段，一批
重要研究成果即将出炉，课题组第一首席专家
曹征海却再也看不到了。今年5月，年仅58岁
的他因病去世。生命的最后一段时光里，曹征
海仍心系课题，多次嘱咐课题组相关负责同志
多凝练观点、充实内容。

在他们当中，还有一大批中青年骨干继承
优良传统，与工程共同成长——

“要求高，任务重，时间紧，责任大。”这是武
汉大学党委副书记沈壮海眼中的工程工作。作
为一名“70后”，沈壮海说，中青年学者参与工
程课题研究，是一次严谨精细的学术锻炼，是一
次淬炼心灵的思想历程，也是一次难得的向老
一辈专家学者学习的机会。“我们这一代学人要
结合海外经历相对丰富、思维更加活跃的特点，
把做好中外学术研究交流镜鉴与更加深入调研
中国国情结合起来，把自身所学与时代所需结
合起来，使科学研究既有世界视野，又立足中国
国情，切实为伟大祖国发展服务。”

筚路蓝缕，砥砺前行。
今天，在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

的推动下，一项项成果领时代之先，一场场活动
展中国风采。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学者正高擎旗
帜，向着更高目标挺进。

党的十八大以来，几乎所有重要的马克思主
义国际会议上，都活跃着中国学者的身影。作为
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并获得巨大成功的社
会主义国家，中国举办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及相关
学科的国际会议也越来越多。频繁的学术交流，
不仅让中国学者的研究视野日益开阔，国际交流
能力不断增强，也让世界通过这个“窗口”看到，
社会主义在中国焕发出强大生机活力。“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取得重大成就，意味着拓展了发展中
国家走向现代化的途径，为解决人类问题贡献
了中国智慧、提供了中国方案。工程不仅要让
世界知道‘理论中的中国’，也要让世界知道‘为
人类文明作贡献的中国’。”工程专家姜辉说。

一花引得百花开。上海、广东、江苏、山东等
地创新实施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紧
跟时代步伐，服务中心工作，结出累累硕果。

使命光荣，任重道远。
回望昨天，马克思主义指导我们取得了中

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一个又一个伟大胜利。
展望明天，实现民族伟大复兴的强国梦，须

臾离不开马克思主义特别是中国化马克思主义
的科学指引。

“东方风来满眼春”。在这个需要理论也能
够产生理论的时代，在这个需要思想也能够产
生思想的时代，扎根时代沃土、烛照筑梦征程的
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必将以新的
精神状态和奋斗姿态，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
大事业作出新的更大的贡献。

（新华社北京10月10日电）

助力复兴伟业 烛照强国梦想
——党的十八大以来推进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纪实

上海浦银安盛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与中国华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债权转让通知暨债务催收联合公告
根据中国华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重庆市分

公司与上海浦银安盛资产管理有限公司签署的《债权
转让协议》，上海浦银安盛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已将其
对下列债务人及其担保人享有的主债权及担保合同
项下的全部债权（包括但不限于担保债权、违约金债
权、损失赔偿权、利息债权及转让方已经缴纳的诉讼
费、保全费等）依法转让给中国华融资产管理股份有

限公司重庆市分公司。上海浦银安盛资产管理有限
公司与中国华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重庆市分公
司联合公告通知各债务人及其继承人、担保人及其继
承人以及其他相关各方上述债权转让的事实。

中国华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重庆市分公司
作为上述债权的受让方，现公告要求下列债务人及其
继承人、担保人及其继承人，从公告之日起立即向中

国华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重庆市分公司履行主
债权合同及担保合同约定的义务及生效的法律文书
确定的全部义务。

特此公告
上海浦银安盛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中国华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重庆市分公司
2017年10月11日

序号

1

2

3

合计

借款人

重庆市江津区

马鑫建材厂
重庆缔典企业营销

策划有限公司

重庆市新天泽

消防工程有限公司

借款合同编号

83252014280116

83012014281158

8301201528151783012015281522
8301201528151883012015281514
8301201528150783012015281506

担保人

抵押人重庆沿江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保证人刘祥勇

抵押人向明秀
保证人王兵科陈臣

抵押人重庆新华立地产（集团）
有限公司

保证人刘光伦

担保合同编号

ZD8325201400000049
ZB8325201400000026

YB8301201428115801YB8301201428115802
YD8301201428115801

ZD8323201500000010
ZB8323201500000027

截至2017年4月30日
债权本金余额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2000000.00

1488942.25

120000000.00

123488942.25

截至2017年4月30日
债权利息余额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294596.77

318798.71

2390377.19

3003772.67

代垫
费用

0

0

0

0.00

上海浦银安盛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联系人：张枫林 联系电话：023—61106313 地址：上海市淮海中路381号中环广场33楼
中国华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重庆市分公司 联系人：李伟伟 联系电话：023－67719839 地址：重庆市江北区海尔路178号美全22世纪写字楼A1座

还款账户户名：中国华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重庆市分公司 开户行：中国工商银行重庆两江分行 账号：3100020219200079709

附：转让清单

注：1. 本公告清单列示暂计至2017年4月30日的贷款本金余额（截至该日期欠付利息一并转让），借款人和担保人应支付给中国华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重庆市分公
司的利息按借款合同、担保合同及中国人民银行的有关规定计算。 2. 若债务人、担保人因各种原因更名、改制、歇业、吊销营业执照或丧失民事主体资格的，请相关承债
主体及/或清算主体、主管部门代为履行义务或履行清算责任。 3. 清单中“担保人”包括保证人、抵押人、出质人，担保人的担保范围以签署的合同等法律文件约定为
准。如公告中债务人、合同编号、债权金额、担保人等信息与事实不符的，以签署的合同等法律文件约定为准。

机构名称：中国平安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重庆市石柱支公司黄水营销服务部
机构负责人：曹军 机构编码：000018500240002
原机构住所：重庆市石柱土家族自治县鱼池镇渝东路39号
现机构住所：重庆市石柱县黄水镇川鄂街3号2楼
成立时期：2011年06月16日
邮政编码：409108 联系电话：023-72237035
业务范围：承保人民币和外币的各种人身保险业务，包括各类人寿保险、健康保险（不包括“团体长期

健康保险”）、意外伤害保险等保险业务；办理各种法定人身保险业务；证券投资基金销售业
务；对营销员开展培训和管理，收取营销员代收的保险费、投保单证，分发保险公司签发的
保险单、保险收据等相关单证，接受客户的咨询、投诉；经中国保监会批准的其他业务。

发证日期：2017年09月06日 发证机关：中国保监会重庆监管局

保险业务机构地址变更公告

机构名称：中国平安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重庆市渝中支公司两路口营业部
机构负责人：刘勋 机构编码：000018500103800
原机构住所：重庆市渝中区中山三路121号第4层
现机构住所：重庆市渝中区华盛路7号名义层8层1、2、3单元，13层整层及14层整层
成立时期：2013年09月26日
邮政编码：400000 联系电话：023-65930555
业务范围：承保人民币和外币的各种人身保险业务，包括各类人寿保险、健康保险（不包括“团体长期

健康保险”）、意外伤害保险等保险业务；办理各种法定人身保险业务；证券投资基金销售业
务；对营销员开展培训和管理，收取营销员代收的保险费、投保单证，分发保险公司签发的
保险单、保险收据等相关单证，接受客户的咨询、投诉；经中国保监会批准的其他业务。

发证日期：2017年09月27日 发证机关：中国保监会重庆监管局

保险业务机构地址变更公告

机构名称：中国平安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重庆市云阳支公司江口营销服务部
机构负责人：黄志红 机构编码：000018500235002
原机构住所：重庆市云阳县龙角镇龙角街道居委三组房屋第二层
现机构住所：重庆市云阳县江口镇滨河社区滨河路32号二楼
成立时期：2012年09月21日
邮政编码：404506 联系电话：023-58156210
业务范围：承保人民币和外币的各种人身保险业务，包括各类人寿保险、健康保险（不包括“团体长期

健康保险”）、意外伤害保险等保险业务；办理各种法定人身保险业务；证券投资基金销售业
务；对营销员开展培训和管理，收取营销员代收的保险费、投保单证，分发保险公司签发的
保险单、保险收据等相关单证，接受客户的咨询、投诉；经中国保监会批准的其他业务。

发证日期：2017年09月27日 发证机关：中国保监会重庆监管局

保险业务机构地址变更公告

文体卫教中心：63907236 63907128 CQRBKJWT@163.COM 经济新闻中心：63907151 63907136 CQRBJJXW@126.COM 摄影部：63907227 63907202 CQRBSYB123@163.COM 区县农村版新闻中心：63907198 CQRBNCB@QQ.COM

今年以来，彭水县科协瞄准主导产业和特色
产业扶贫方向，从积聚科技资源、彰显示范作用、
搭建发展平台等措施上构建科技扶贫机制。从一
至三季度运行态势来看，基本实现了科技助力精
准扶贫工程百花齐放的良好局面。截至目前，彭
水县科技助力精准扶贫已对2774户、11000余人
进行科技帮扶，其中市级科技组织帮扶615户、
2396人，县级科技组织帮扶2159户、8266人，共组
织300多位专家利用院坝、田间地头开展技术服务
380余场次，受益贫困户1200多户、3800多人，同
时捐赠产业扶贫资金、物资折现近100万元。

据悉，今年3月初，县科协与县农委、县扶贫
办共同印发科技助力精准扶贫工程《方案》，成立
领导小组办公室，协调23家市、县级科技组织，近
70家农技协参与科技扶贫工作，其中重点农技协
16家。采取集中与分散相结合的办法开展扶贫工
作对接，县科协组织力量及时跟进科技助力精准
扶贫工程的全过程，对行动快、措施实、力度大的
科技组织进行大力宣传，营造了人人创新争先的
氛围。此外，县科协将提高农技协辐射带动能力，
特别是科技扶贫能力作为农村科普工作中的主要
作务，农技协的影响力进一步发展壮大。 冉业凡

彭水 科技助力精准扶贫注销关闭煤矿采矿许可证的公告
﹝2017﹞006号

依据《重庆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进一步加快煤矿关闭退出优化煤炭产业结构的通知》（渝府办〔2016〕1号）精神，区县（自治县）政府已对奉节县宏瑞矿业有限公司正华煤矿等8

个煤矿实施永久性关闭，我局依法注销该8煤矿的采矿许可证。现公告如下： 重庆市国土资源和房屋管理局
2017年10月11日

注销关闭煤矿采矿许可证名单
序号
1
2
3
4
5
6
7
8

煤矿 名称
奉节县宏瑞矿业有限公司正华煤矿
重庆同发煤炭销售有限责任公司同发煤矿
奉节县白槽煤业有限责任公司白槽煤矿
重庆南桐矿业有限责任公司新田湾煤矿
彭水县亿安矿业有限公司洞沟煤矿
奉节县宏瑞矿业有限公司义和煤矿
重庆巨能矿产（集团）有限公司新桥煤矿
开县双金煤业有限公司金花煤矿

采矿许可证号
C5000002009041130018196
C5000002009041130019427
C5000002009041120018165
C5000002009041130018332
C5000002010011130054913
C5000002009041130018178
C5000002010121120103357
C500000201106113011395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