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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重庆监管局关于颁发《中华人民共和国金融许可证》的公告

以上信息可在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网站上（www.cbrc.gov.cn）查询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永川万达广场支行

下列机构经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重庆监管局核准，颁发《中华人民共和国金融许可证》，现予以公告。

机构编码：B0004S350060010
许可证流水号：657080
业务范围：许可该机构经营中国银行业监督

管理委员会依照有关法律、行政
法规和其他规定批准的业务，经
营范围以批准文件所列的为准

机构地址：重庆市永川区星光大道789号
附1号1-1、1-2、1-3、1-151、1-152、2-1
邮编：402160 电话：023-49896483
成立日期：1994-04-18
发证日期：2018-07-24
发证机关：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

永川监管分局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永川汇龙支行

机构编码：B0004S350060011
许可证流水号：657081
业务范围：许可该机构经营中国银行业监督

管理委员会依照有关法律、行政
法规和其他规定批准的业务，经
营范围以批准文件所列的为准

机构地址：重庆市永川区人民大道
239号汇龙国际大厦一层

邮编：402160 电话：023-49861031
成立日期：1994-05-18
发证日期：2018-07-24
发证机关：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

永川监管分局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永川南大门支行

机构编码：B0004S350060012
许可证流水号：657082
业务范围：许可该机构经营中国银行业监督

管理委员会依照有关法律、行政
法规和其他规定批准的业务，经
营范围以批准文件所列的为准

机构地址：重庆市永川区
泸州街兴茂大厦

邮编：402160 电话：023-49864127
成立日期：1994-04-18
发证日期：2018-07-27
发证机关：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

永川监管分局

新华社西宁8月7日电 青海省
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第五次会议8月7日决定，接受王建

军辞去青海省人民政府省长职务的
请求，任命刘宁为青海省人民政府副
省长、代理省长职务。

刘宁任青海省代省长

新华社北京8月7日电 中央纪委
国家监委网站消息，日前，经中共中央批
准，中共中央纪委对天津市原副市长
陈质枫严重违纪问题进行了立案审查。

经查，陈质枫同志违反中央八项
规定精神和廉洁纪律，在党的十八大
后，仍多次违规打高尔夫球；违反工

作纪律，违规决策、审批项目，造成国
有权益巨额损失。依据《中国共产党
纪律处分条例》有关规定，经中央纪
委常委会会议研究并报中共中央批
准，决定给予陈质枫同志留党察看二
年处分，按副厅级确定其退休待遇；
收缴其违纪所得。

天津市原副市长陈质枫

因严重违纪受到留党察看二年处分

新华社北京 8 月 7 日电 8 月 6
日，国务院调查组公布了吉林长春长
生公司违法违规生产狂犬病疫苗案件
调查的进展情况。

调查组介绍，长春长生公司从
2014年4月起，在生产狂犬病疫苗过
程中严重违反药品生产质量管理规范
和国家药品标准的有关规定，其有的

批次混入过期原液、不如实填写日期
和批号、部分批次向后标示生产日
期。目前，召回工作在进行中。其销
往境外的涉案疫苗，同时启动了通报
和召回工作。

为评估已上市销售的涉案疫苗安
全性、有效性风险，国务院调查组成立
了由病毒学、疫苗学、流行病学、临床

医学、预防接种、卫生应急、质量控制
等方面专家组成的专家组，进行了深
入调查研究分析。专家组专家综合评
估建议，尚未完成接种程序者，接种单
位免费续种其他公司合格疫苗。根据
狂犬病发病特点，已完成接种程序者
不需要补种。如受种者有补种意愿，
接种单位在告知防控知识、疫苗的保

护作用、接种后注意事项等内容后，可
免费补种。据世界卫生组织2018年4
月发布的狂犬病报告，狂犬病潜伏期
通常为1－3个月，罕有超过1年。

调查组强调，长春长生公司案件
涉嫌刑事犯罪和涉及监管责任必须依
法严肃追究。相关调查及后续有关工
作正在抓紧进行中。

国务院调查组公布吉林长春长生公司
违法违规生产狂犬病疫苗案件进展

据新华社北京 8 月 7 日电 （记
者 刘开雄）中国人民银行7日公布
数据显示，2018年7月末，我国外汇
储备规模较6月末增加58亿美元至
31179亿美元，升幅为0.19%。

国家外汇管理局新闻发言人表

示，7月，我国跨境资金流动总体稳定，
外汇市场供求基本平衡。国际金融市
场上，美元指数与上月末基本持平，金
融资产价格小幅波动，主要非美元货
币汇率折算和资产价格变动等因素综
合作用，外汇储备规模稳中有升。

7月末我国外汇储备规模较上月末
增加58亿美元至31179亿美元

根据《招标拍卖挂牌出让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规定》，现对以下拟供应宗地按出让年限商业40年、办公40年、住宅50年、工业50年予以公告，公告时间为2018年8月8日12：00－2018年8月28日12：00。公告时间内有2家以上（含2家）申报的，将择日采取招标拍卖方式确定受让方；
公告时间内有1家申报的，将挂牌出让。招标拍卖日期另行通知。请有意受让者在公告截止前到重庆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重庆联合产权交易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土地和资源交易分中心索取出让具体要求和相关资料并进行报名，联系电话：63650270、63656187（FAX），地址：重庆市北部
新区龙睛路2号凯比特大厦A1栋1楼，联系人：王先生。出让人：重庆市国土资源和房屋管理局，地址：重庆市渝中区人和街99号。

详情请登录重庆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重庆联合产权交易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网站：www.cqggzy.com。

一、商业、住宅类

序号

18070

二、工业类

序号

G18037

G18038

G18039

备注：1、土地面积以实测为准；2、竞买人取得《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成交确认书》后2个工作日内申请办理订立《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逾期则《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成交确认书》自行失效；3、序号G18037-G18039三宗地以网上交易方式出让。

土地位置

两江新区水土组团C分区C40-4/
01号宗地

土地位置

北碚区蔡家组团B分区B11-3/03
号宗地

北碚区蔡家组团B分区B12-1/03
号宗地

九龙坡区西永组团Z分区Z3-12-
3/03号宗地

用途

二类居住用地

用途

二类工业用地

二类工业用地

二类工业用地

土地面积
（㎡）
50607.3

产业类别

汽车零部件加工制造

汽车零部件加工制造

交通运输设备制造业

总计容建筑面积
（㎡）
≤75911

土地面积
（㎡）

50116.8

42468.5

4999

最大建筑密度

≤35%

可建面积(㎡）
或容积率

≥0.7

≥0.7

≥0.7

绿地率

≥30%

投资强度
（万元/公顷）

≥5010

≥5010

≥7000

出让价款起始价（万元）

31782

产出要求
（万元/公顷）

≥12000

≥12000

≥15000

出让价款起始价
（万元）

3007

2550

676

备注

备注

环保要求详见《重庆市北碚区环境保护局关于蔡
家组团B标准分区B11-3/03、B12-1/03号地
块用地意见的复函》。

环保要求详见《重庆市北碚区环境保护局关于蔡
家组团B标准分区B11-3/03、B12-1/03号地
块用地意见的复函》。

环保要求详见《重庆市九龙坡区环境保护局关于
明确西永组团Z分区Z3-12-3/03号地块环保
要求的复函》。

重庆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
重庆联合产权交易所集团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公开出让公告

2018—28

据新华社沈阳 8 月 7 日电 （记
者 李宇佳 王优玲）住房和城乡建
设部 7 日在辽宁沈阳召开部分城市
房地产工作座谈会，全面贯彻落实近
日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关于促进房地
产市场平稳健康发展的重要精神。
住建部相关负责人指出，各地应切实
做好房地产市场调控工作，系统分析
当地房地产市场存在的突出问题和

主要风险点，因地制宜，精准施策、综
合施策，把地方政府稳地价、稳房价、
稳预期的主体责任落到实处，确保市
场稳定。

该负责人说，住建部将建立房地产
市场监测体系，完善对地方房地产调控
工作的评价考核机制，严格督查，对工
作不力、市场波动大、未能实现调控目
标的地方坚决问责。

该负责人表示，各地要加快制定
实施住房发展规划，抓紧调整住房
和用地供应结构，大力发展住房租
赁市场，完善和落实差别化住房信
贷、税收政策，支持合理住房消费，坚
决遏制投机炒房，加强舆论引导和预
期管理，持续开展房地产市场乱象治
理专项行动，严厉打击违法违规开发
企业、中介机构，维护人民群众合法

权益。
该负责人强调，坚持房子是用来

住的、不是用来炒的定位，加快建立多
主体供应、多渠道保障、租购并举的住
房制度，坚持分类调控、因城施策、一
城一策，完善和落实房地产调控措施，
防范化解市场风险，促进建立房地产
长效机制，努力实现全体人民住有所
居目标。

住建部：

把地方政府稳地价、稳房价、稳预期的主体责任落到实处

新华社北京 8 月 7 日电 （记者
王宾）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国家药品
监督管理局7日联合印发《接种长春
长生公司狂犬病疫苗续种补种方案》。

方案指出，续种补种工作按照尊
重科学、知情公开、自愿免费的原则进
行。为接种过长春长生生物科技有限

责任公司狂犬病疫苗且尚未完成接种
程序者，接种单位免费续种其他公司
合格疫苗。

根据狂犬病发病特点，专家综合
评估建议，已完成接种程序者不需要
补种。如受种者有补种意愿，接种单
位在告知防控知识、疫苗的保护作用、

接种后注意事项等内容后，可免费补
种。

为保障受种者健康，对接种时间
不满1年的受种者，接种单位提供跟
踪观察和咨询服务。接种时间1年以
上的，如发生异常情况，卫生健康部门
继续受理。

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主任马晓伟
表示，将以人民健康为中心，集全系统
之力，迅速行动，扎实做好续种补种各
项工作；做好跟踪观察和咨询服务，建
立信息报送机制，针对群众关切的热
点问题进行解疑释惑等。

卫生健康委、国家药监局联合印发

接种长春长生公司狂犬病疫苗续种补种方案

新 华 社 北 京 8 月 7 日 电 （记
者 王宾）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 7
日发出通知，要求各地卫生计生行
政部门和有关医疗卫生机构做好长
春长生公司狂犬病疫苗接种者跟踪
观察和咨询服务相关工作，维护人
民群众身体健康和生命安全，保护
接种者合法权益。

通知明确，全国各狂犬病疫苗接
种单位负责提供跟踪观察和咨询服

务。接种单位要设置跟踪观察和咨
询服务点并设置醒目标识，安排有经
验的医务人员提供服务，向社会公开
联系方式。

此外，县级以上地方卫生计生行
政部门要各确定1家医疗机构，作为
辖区内进一步临床观察的定点医疗机
构。定点医疗机构原则上应当为传染
病医院，未设置传染病医院的，可以设
置在有感染性疾病科且狂犬病诊疗能

力较强的综合医院。
在跟踪观察和咨询服务的主要

内容方面，通知提出实行分类跟踪
观察和咨询。暴露后预防的接种
者，接种后不满 3 个月，要重点观
察伤口愈合情况、临床症状和体征
以及心理状况等，同时做好随访，可
以采用电话或网络等形式提供咨
询；暴露前预防的接种者，或者暴露
后预防在3个月至1年间的接种者，

如有伤口，观察其愈合情况以及相
应身体状况。可建议此类接种者进
行自我观察，如有较大疑问进行电
话、网络咨询，或者到接种单位进行
咨询；对于接种1年以上的，原则上
不需要进行追踪观察。但如有异常
情况，可进行电话、网络咨询，或者
到接种单位进行咨询。

通知还就主要咨询服务要点、主
要观察要点和进一步临床观察做出要
求。通知指出，接种单位主要负责同
志是跟踪观察和咨询服务的第一责任
人，要充分调动人力、物力、财力，确保
相关工作顺利进行。

记者还了解到，为推进有关工作
落实，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将组织开
展跟踪观察、咨询服务和疫苗补种等
相关工作的督导检查。

卫生健康委：

做好长春长生公司狂犬病疫苗接种者跟踪观察和咨询服务
保护接种者合法权益

据新华社长沙 8 月 7 日电 （记
者 谭畅）革命圣地井冈山的雕塑园
中，青松翠柏间竖立着毛泽东、朱德、
陈毅等革命先辈的雕塑，常年吸引全
国各地游客前往瞻仰。其中，中国工
农红军高级指挥员李灿的雕塑呈站
姿，身着戎装，手持望远镜，生动再现
了他领兵征战的英姿。

李灿，原名李文彬，1901年生，
湖南宜章人。1918年入湘军第2师
6团1营2连当兵，编在彭德怀任班
长的第2班。在军中，他教彭德怀识
字，彭德怀教他操练，两人结成至
交。后又与营部文书黄公略相识。
由于志同道合，感情融洽，遂成好友。

他们目睹军阀部队的腐败风气，
产生强烈不满，便秘密串联7名士
兵，于 1920 年成立革命团体救贫
会。李灿因此改名。他在写给家里
的信中说：“我要追求光明，扫除邪
恶，已将文彬之名改为灿。”

1922年，李灿入湖南陆军军官
讲武堂学习。1926年任国民革命军
第8军2师1团团部副官、连长。参
加了北伐战争中的攻克武昌等战斗。

1928年4月，李灿加入中国共产
党。7月参与平江起义的组织准备工
作。起义成功后，李灿任中国工农红
军第5军军委委员兼1团党代表、第
5大队大队长。同年底随红5军主力
上井冈山。1929年初奉命留守井冈
山，参加了黄洋界保卫战。后任湘赣
边独立第1团团长、红5军5纵队司

令员。
1929年9月，李灿率部挺进鄂东

南，攻取通山、阳新、大冶3县县城，
半月之内，率部所向披靡，共缴获迫
击炮 10 余门、机枪 30 余挺、步枪
1000多支。群众奔走相告，箪食壶
浆以迎红军，队伍由1000多人增至
4000多人，扩编为两个支队。12月
配合中共秘密组织发动大冶起义，红
5纵队进一步发展到3个支队6000
余人，军威大振。

1930年春，李灿率部转战在大
冶至咸宁等地，连战告捷，初步打开
了鄂东南武装割据的局面。同年6
月，他奉命投入红3军团的筹建工
作，被任命为红8军军长。

由于在作战中多次负伤，久病不
愈，李灿的身体极度虚弱。1930年7
月，组织上送他到上海疗养。1932
年初，他赴上海请求中共中央分配工
作，被国民党特务逮捕，不久被杀害，
时年31岁。

李灿：我要追求光明 扫除邪恶

李
灿
像
。

新
华
社
发

《卫 生 健 康 委
解答狂犬病疫
苗续种补种有
关问题》

扫一扫
就看到

8月7日，在印度尼西亚龙目岛，志愿者与
救援人员在地震废墟上工作。

据当地政府官员说，印尼西努沙登加拉省
龙目岛5日发生的7.0级地震已造成105人死
亡、数百人受伤。

新华社/法新

印尼龙目岛地震
死亡人数上升至105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