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市长公开电话 12345 税务热线 12366 药监局投诉 68810255 医疗事故纠纷咨询 67706615 市卫生监督所 68810000 市教委 63862151 市疾病控制中心 68809389 环保举报 12369

见习编辑 吴星翰 美编 乔宇

2018 年 9 月 5 日 星期三 5版

本报讯 （首席记者 李珩）近日，重庆市政府
网公布了《2018年重庆市食品安全重点工作安排》
（以下简称《安排》），今年我市将聚焦突出问题，对
农药兽药残留、瘦肉精等开展精准治理，以增强群
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据了解，农药兽药残留、非法添加食品添加剂、
地沟油……这些群众关心的问题，都被纳入今年的
专项治理范围。按照《安排》，今年我市将开展农产
品质量安全专项整治行动、生猪屠宰资格清理行
动、农村食品安全治理、校园及周边食品安全监管、
火锅类餐饮行业地沟油专项治理等。针对问题多
发频发、群众反映强烈的领域和环节，开展全市一
盘棋的“大稽查”行动，严格落实违法行为处罚到人
的有关规定。

在食品生产过程中，我市将以食用农产品优势
区域和“菜篮子”产品为重点，推动建立农资和规模
化农产品生产经营主体信用档案。推进食用农产
品产地准出和市场准入管理有效衔接，试行食用农
产品合格证制度。

在源头方面，推进重点地区涉重金属行业污染
土壤风险排查和整治。开展农用地土壤污染状况
详查，强化大气污染治理，加强生活污染控制和重
点行业挥发性有机物污染治理。深化“四治一保”
措施，加强重点流域、重点区域水污染防治。加大
农村环境综合整治力度，建设美丽宜居乡村。

为降低食品安全风险，我市将建立以“双随机、
一公开”为基本手段、以重点监管为补充、以信用
监管为基础的监管机制，加大对食用农产品和保
健食品等重点种类，大型批发市场和校园及周边
等重点区域，禁用农兽药、微生物、食品添加剂等重
点指标的抽样检测力度，并曝光和处置不合格产品
及其企业。

同时，在餐饮行业实施餐饮服务操作规范，开
展餐饮服务量化分级管理，推进“餐饮业放心工程”
建设，提高餐饮业质量安全水平。推进“放心肉菜
示范超市”建设，鼓励商超扩大基地采购、农超对
接、供应商供货、订单农业规模。

“我们还将加强肉类、蔬菜等重要产品追溯体
系建设。”市食品药品监管局有关负责人说，同时
还将利用科技馆等公共科普阵地以及科普网站、
科普平台宣传食品科学常识，提高公众食品安全
意识。

我市精准治理
食品安全问题

重点聚焦农药兽药
残留、瘦肉精、地沟油等

本报讯 （记者 黄光红）9月3日，人民
银行重庆营业管理部发布《关于金融服务乡
村振兴战略的实施意见》（下称《意见》）。《意
见》全面对接市委、市政府实施乡村振兴战
略行动计划的部署，明确了金融服务重庆乡
村振兴的重点领域和方向。其中提出，开展
金融助推农业科技提升行动，创新推出农业

专利技术、农产品商标权等抵质押融资服
务。

据了解，《意见》由人民银行重庆营业管
理部、市财政局、市金融办和重庆银监局等
11个部门联合印发。各金融机构要充分发
挥自身优势，立足实际完善和创新金融服务
机制，围绕推动各类主体、各种要素聚焦乡
村振兴，开展多样化、多层次的金融服务。
要重点围绕“五个振兴”做好服务工作——
聚焦产业兴旺，完善和提升农业供给侧结构
性改革金融服务；聚焦生态宜居，完善和提
升乡村绿色金融服务；聚焦乡风文明，完善
和提升乡村文化金融服务；聚焦治理有效，
完善和创新乡村善治金融服务；聚焦生活富
裕，完善和提升农村民生金融服务。

在此基础上，《意见》提出了16个方面的
重点服务工作。主要包括：加大对农业质量
提升的金融支持，加大对山地特色高效农业
发展的金融支持，积极助推农村一二三产业
融合发展，强化金融助推农村人居环境改
善，积极推进乡村绿色金融服务创新，深入
推进农村产权抵押融资发展，积极做好对农
村集体经济的金融服务，完善和深化金融精
准扶贫服务等。

其中，在加大对农业质量提升的金融支
持方面，《意见》提出：各涉农金融机构要积
极加大高标准农田建设的金融支持，探索基
于项目财政奖补资金创新金融产品和服
务。同时，开展金融助推农业科技提升行
动，探索在现代农业产业园、农业科技园区、

创业园建立科技金融专营机构，创新开展农
业专利技术、农产品商标权等抵质押融资服
务；强化金融科技应用，积极与农业大数据
平台、大数据库等对接，运用大数据、智能技
术提升金融服务效率和水平；鼓励银行、保
险、融资租赁、担保等机构加强在农机装备
融资租赁服务方面的合作，助推农业科技应
用成果推广。

此外，《意见》还明确，重庆将进一步强
化货币政策的支持引导，为乡村振兴发展积
极营造良好的货币金融环境，加强结构引导
和正向激励。同时，强化货币政策与产业政
策、财税政策等协调联动，进一步推动金融
机构加大对乡村振兴战略的投入，创新金融
服务模式，不断提升金融服务效率和水平。

11部门联合印发《关于金融服务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意见》

重庆开展金融助推农业科技提升行动

重庆市采矿权公开出让公告
渝矿采出字〔2018〕14号

根据国土资源部《矿业权交易规则》、《重庆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重庆市整合建立统一的公共资源交易平台实施方案的通知》，现对以下采矿权予以公告，公告时间为2018年9月5日12:00-2018年10月9日12:00。公告日期内有2家以上（含2家）申报的采取拍卖
方式确定受让方，拍卖时间另行通知；公告时间内只有1家单位申报的将采取挂牌出让。本次公开出让的采矿权采用现场交易方式进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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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详情请登录重庆市国土房管局公众信息网：www.cqgtfw.gov.cn；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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备注：
一、序号GC18019-GC18024采矿权出让人：重庆市铜梁区

国土资源和房屋管理局，地址：重庆市铜梁区巴川街道河湾36号。
二、保证金户名：重庆联合产权交易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开

户行：中国民生银行重庆分行营业部，帐号：697 826 566。
如成功竞得，已缴纳的保证金可抵作采矿权出让收益，由竞

得人委托重庆联合产权交易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支付至财政非
税收入专户；如未竞得，可在成交日之后1个工作日内办理退还手
续，不计利息。

三、采矿权竞买人资质要求：竞买人须为营利法人。
四、竞得人须在取得成交确认书后的15个工作日内，持成交

确认书向采矿权出让人申请签订《重庆市采矿权出让合同》，逾期

未提交申请的，由竞得人自行承担相应责任。
五、风险提示：
（一）采矿权投资存在有不可预计的风险，包括出让文件所表

述的有关矿产资源情况（矿层厚度、矿石质量、储量等）与实际开
采有差距的风险，包括但不限于安全、地质灾害防治、环境保护等
要求、对特定采矿方法、选矿方法限制以及国家产业政策或者矿
产资源规划调整的影响、不可抗力的影响等风险。竞买人参加竞
买并提交申请，即视为竞买人对采矿权现状和出让文件已完全认
可并自愿承担所有风险。

（二）有关该宗采矿权的用地、用水、用电、公路、环保、基础设
施等工作，由竞得人自行负责并依法完善相关手续。

（三）若竞得人竞得该宗采矿权后，在办理采矿登记所需要件

时进行安全、环境评价等认定为不适宜开采的，该宗采矿权按不
成交处理。

六、其他提示：
（一）竞得人在竞得本采矿权后，与出让人签订《采矿权出让

合同》，办理采矿许可的有关手续，并在铜梁区履行缴纳相关税费
的义务。

（二）涉及采矿权的用地、用水、公路、环保、安全、矿山地质环
境保护与恢复治理、矿山土地复垦、基础设施等工作，由竞得人自
行实地了解相关情况后自行依法完善相关手续，如：出让范围内
是否涉及第三方土地、林地租用和补偿，以及安全距离内房屋或
输电线的拆迁补偿等。

（三）竞得人必须按照重庆市绿色矿山建设的标准，结合实际

编制创建绿色矿山实施方案，从取得采矿权之日起，在两年内必
须达到市级绿色矿山建设标准，方可予以采矿权延续登记手续。

（四）竞得人应优先保障铜梁区内工程项目每年所需要的建
筑石材，其中政府性资金投资工程项目按照每宗石灰石资源可
采储量占总出让可采资源储量的比例(每宗采矿权所占比例见出
让文件)，根据政府性资金投资工程项目每年所需建筑石材的数
量，区发展改革委会同相关部门拟定购买指导方案，报区政府审
定后执行，所需矿石量和购买价格一年一审定。购买价格确定
的原则，按照同类建筑石材生产成本均价上浮10%或市场均价
下浮10%拟定，选其最低价作为购买的指导价；若一年内同类建
筑石材价格受市场因素影响发生重大改变，区政府可及时调整
指导价。

序号

GC18019

GC18020

GC18021

GC18022

GC18023

GC18024

采矿权名称

重庆市铜梁区华兴镇团林村八社
石灰石采矿权

重庆市铜梁区华兴镇团林村一、
三社石灰石采矿权

重庆市铜梁区旧县街道龙洞村十
二社石灰石采矿权

重庆市铜梁区围龙镇龙韵村五社
石灰石采矿权

重庆市铜梁区土桥镇新田村一社
石灰石采矿权

重庆市铜梁区蒲吕街道沙坝村九
社石灰石采矿权

地理位置

铜梁区华兴镇团林村八社

铜梁区华兴镇团林村一、三社

铜梁区旧县街道龙洞村十二社

铜梁区围龙镇龙韵村五社

铜梁区土桥镇新田村一社

铜梁区蒲吕街道沙坝村九社

矿种

建筑石料用灰岩

建筑石料用灰岩

建筑石料用灰岩

建筑石料用灰岩

建筑石料用灰岩

建筑石料用灰岩

矿区范围拐点坐标

详见《出让文件》

详见《出让文件》

详见《出让文件》

详见《出让文件》

详见《出让文件》

详见《出让文件》

储量(万吨)

1187.7

936.2

530.1

920.3

370.2

326.9

开采面积(平方公里)

0.083

0.0945

0.1436

0.0546

0.043

0.0629

开采标高

+566米至+440米

+585米至+455米

+557米至+475米

+486米至+365米

+393米至+320米

+470米至+412米

生产规模(万吨/年)

60

60

80

80

60

60

出让年限(年)

9.7

7.6

6

8.5

3.8

3.4

出让收益底价(万元)

3563.1

2808.6

1590.3

2760.9

1110.6

980.7

保证金金额(万元)

743

592

349

583

253

227

共享朗诵之趣

当前，央视一档《朗读者》节目从众
多综艺中杀出重围，吸引了全国人民的
视线，甚至荣获了上海电视节白玉兰奖。

濮存昕、蒋雯丽等知名人士通过分
享自己的人生故事并倾情演绎经典美
文，全面展示出了生命之美、文学之美和
情感之美。

如此一档深刻动人、看起来高大上
的节目，其实早已走进了我们身边。

在南岸区南坪协信星光时代广场的
二楼，“全民阅读·青听南岸”朗读亭伫立
在一旁。开门进去，白色的木质窗、温馨
的明黄色灯光、配备齐全的耳机和录音
设备，让人一看之下就心生好感。

只需扫一扫二维码，进行相关操作，
就可坐下大声朗读自己喜爱的文字，形
成录音，将自己的作品提交到平台，与其
他朗读爱好者进行交流、互评。

实际上，早在2008年，南岸区就发
起了以“全民阅读”为主题的读书活动，
倡导“读书读人读生活”的全民阅读理
念，着力形成人人爱读书、读好书、善读
书的良好社会氛围。

为了有针对性地服务广大青少年，
共青团南岸区委以有效覆盖辖区高校、
商圈等青少年集聚地为目标，建起多个
线下阵地，先后在重庆工商大学、百联南

岸上海城购物中心等地投放了10余个
朗读亭，让朗读活动辐射范围更广、更接
地气。

截至目前，南岸区已有3万余名青
少年运用朗读亭录制朗读音频4万余
条，2.1万余名青少年参与到各类朗读主
题活动中来。

尽赏青音之美

“夜色在笑语中渐渐沉落，朋友起身
告辞，没有挽留，没有送别，甚至也没有
问归期。已经过了大喜大悲的岁月，已
经过了伤感流泪的年华，知道了聚散原
来是这样自然和顺理成章。”

嗓音温柔、清朗干净，南岸许女士朗
读的杏林子的《朋友即将远行》节选声情
并茂，得到了众多网民点赞。

打开“南岸正青春”微信公众号的
“全民阅读”栏目，《水调歌头》《hi，南
岸》……41602份朗读作品、242篇系列

推文可供你随时翻阅聆听。
自从“全民阅读”栏目开办以来，累

计吸引了285.2万人次参与互动，平均阅
读转载量达到1万次，单件作品最高点
赞量65.3万次，在南岸区广大青少年中
引起了强烈反响。

与此同时，在各个青少年集聚地轮
番播放《为阅读留声·为城市发声》《爱的
朗读者》等主题宣传片，被重庆共青团、
新浪微博等平台转发，累计阅读量达到
14.3万人次。

利用广阔的网络线上平台，共青团

南岸区委将南岸的“书香”越传越广、越
传越香，越来越多的青少年参与到“全民
阅读”这项活动中来。

如今，以“南岸正青春”微信公众号
为核心，共青团南岸区委正积极建设“全
民阅读·青听南岸”专题微网端，打造涵
盖“青年之声”门户网站、今日头条号等
在内的网络传播体系，带动共青团工作
环环相扣、层层落实，进一步扩大了共青
团的影响。

掀起悦读热潮

“我读的书，是我走不到的路，是我
见不到的风景。”

184个朗读“青”语句精选自“全民
阅读·青听南岸”留声阅读大赛的数万个
作品，广受青少年们的喜爱。

通过大众评审+专家评审+网络投
票的方式，共青团南岸区委以朗读亭为
阵地，以公众微信为平台，举办的留声阅

读大赛吸引了上千名青少年参加，受到
了来自社会各界的关注与好评。

将阵地与平台结合，开展的多种特
色朗读主题活动更是吸引了众多市民，
又一次掀起了朗读的新热潮。在南滨路
精典书店，“全民阅读·青听南岸”——
读·幸福主题朗读活动迎来了一群可爱
的小朗读者，牵动了到场每一个人的目
光。

从5岁男孩声调稚气的《小熊过
桥》，到小学女生悦耳动听的《星星变奏
曲》，孩子们朗读表演给观众们留下了深
刻印象。

结合重要节点，共青团南岸区委还
先后体系化举办了阅伴青春、青春书声
等朗读赛事，开展了“青听南岸·南京我
们没有忘记你”等主题活动，策划了“天
籁之音”听障儿童阅读体验等交流活动，
充分调动了广大青少年参与积极性。

“希望通过打造青少年喜爱、独具南
岸特色的‘全民阅读·青听南岸’系列主
题活动，扩大品牌活动知晓度，使阅读活
动更加深入基层、深入群众。”共青团南
岸区委相关负责人表示，下一步，南岸将
着力推进全民阅读宣传推广理念创新、
手段创新、内容创新，实现朗读活动常态
化。

王彩艳 赵东旭
图片由共青团南岸区委员会提供

青听南岸，与热爱朗读的灵魂相遇
怎样让共青团工作更接地气、更融入生活？如何让会议室里的黑白文件真正“活”起来？
共青团南岸区委从朗读入手，紧紧围绕南岸区全民阅读活动，着力塑造“全民阅读·青听南岸”青年特色阅读品牌。
以朗读为载体，共青团南岸区委让广大群众主动发出好声音，弘扬正能量，将党的十九大精神贯彻落实到实处，进一步团结凝聚青少年，为助力南岸起风景贡献青春力量。

“全民阅读·青听南岸”朗读亭

共青团南岸区委打造青年特色阅读品牌

9月3日，梁平区屏锦镇龙河村，左柏水库副坝正在加紧施工。左柏水库是纳
入西南五省重点水源的中型水利工程，是农业灌溉、场镇供水、农村人畜饮水及工
业用水等综合利用的水利工程，总投资约5.6亿元，2017年11月动工，预计2020年
7月竣工后，将为梁平区增加1056万立方米的蓄水量，将有效解决2.5万场镇人
口、5.6万农村人口和6.9万头牲畜及梁平工业园区B区的用水问题。

记者 郑宇 通讯员 刘辉 摄

梁平左柏水库
加紧施工

本报讯 （记者 龙丹
梅）重庆日报记者9月4日
从市水利局获悉，位于巴南
区的观景口水利枢纽工程
输水隧洞近日全面开建，工
程采用了长距离硬岩顶管

机技术，这在我国水利工程建设中尚属首次。
观景口水利枢纽工程是国务院确定的172项节水供水重

大水利工程之一，工程控制流域面积439平方公里，年平均径
流量2.34亿立方米，水库总库容1.52亿立方米，项目总投资
38.68亿元，属大二型水库。其输水目的地为南岸区的观景口
水厂，水厂日供水能力30万吨。

观景口水利枢纽工程投用后，可实现为重庆主城茶园—鹿
角组团69万人提供城市供水，为沿线小城镇和农村12万人供
水。同时，观景口水利枢纽工程还承担着重庆市中心城区380
万人的生活应急供水任务。

据介绍，观景口水利工程输水线路总长24.97公里，首次采
用直径2.65米的长距离硬岩顶管机，能一次开挖长度超过2公
里的输水隧洞。所谓顶管技术，即在施工时，用液压千斤顶将
管压入土层中，通过盾构机械在地中加压顶进，与传统钻爆法
相比，顶管技术不但更安全，也更高效。

观景口水利枢纽工程
输水隧洞全面开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