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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户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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挂牌出让年限50年予以公告，公告时间为2019年2
月1日9:00时至2019年2月20日17:00时。土地供应方将挂牌出让。挂牌开始时间为2019年2月21日15：30，挂牌截止时间为
2019年3月4日15：30。

详情请登录重庆市南川区公共资源综合交易网站：http://jyzx.cqnc.gov.cn/html/9/Index.shtml
联系电话：（023）71413398 联系人：戴先生 重庆市南川区公共资源综合交易中心

重庆市南川区公共资源综合交易中心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挂牌出让公告
南川交易（土地）告字[2019]2号

编号

NC2019
让-5-9-1

NC2019
让-5-9-2

NC2019
让- 4-3-1

地块名称

中医药组团
B04分区01/01

地块

中医药组团
B06分区01/01

地块

南平组团A1分
区04/01地块

建设用地面积
（㎡）

96967㎡
（145.45亩）

33312㎡
（49.97亩）

51921㎡
（77.88亩）

规划指标要求

容积率≥0.7（不得大于1.5），建筑密度≥30%，
其它规划条件按渝规南条件函〔2018〕0525号
文件执行。

容积率≥0.7（不得大于1.5），建筑密度≥30%，
其它规划条件按渝规南条件函〔2018〕0524号
文件执行。

容积率≥0.7（不得大于1.5），建筑密度≥30%，
其它规划条件按渝规南条件函〔2018〕0511号
文件执行。

用地性质

二类工业
用地

二类工业
用地

工业用地

出让年限
（年）

50年

50年

50年

竞买保证金
（万元）

200

70

500

起始价
（万元）

935

320

500

机构名称：亚太财产保险有限公司重庆分公司两江新区支公司
机构负责人：刘浩 机构编码：000038500112
原机构住所：重庆市两江新区经开园金渝大道99号21-1，21-2，21-3
现机构住所：重庆市渝北区洪湖西路18号18幢第6层
成立时期：2017年5月25日
邮政编码：401121 联系电话：60391870
业务范围：开展财产损失保险、责任保险、信用保险和保证保险、短期健康保险和意外伤害

保险；上述业务的再保险业务、国家法律、法规允许的保险资金运用业务；经中
国保监会批准的其他业务。

发证日期：2017年5月25日 发证机关：中国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重庆监管局

保险业务机构地址变更公告

机构名称：亚太财产保险有限公司重庆分公司
机构负责人：李斌
机构编码：000038500000
原机构住所：重庆市渝北区洪湖西路18号18幢第4层、第6层
现机构住所：重庆市渝北区洪湖西路18号18幢第4层
成立时期：2012年3月1日
邮政编码：401121
联系电话：60391850
业务范围：在重庆市行政辖区内开展财产损失保险、责任保险、信用保险和保证

保险、短期健康保险和意外伤害保险；经中国保监会批准的其他业务。
发证日期：2018年1月5日
发证机关：中国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重庆监管局

保险业务机构地址变更公告

重庆春运期间获批加班航班2000多
架次；新开重庆至巴黎、多伦多、芝加哥、
井冈山等多条国际国内航线；加密重庆
至伦敦、吉隆坡、深圳、三亚、腾冲等热门
旅游城市航线等。

本报讯 （记者 曾立）重庆日
报记者2月1日从重庆出入境边防
检查总站获悉，重庆机场口岸迎来春
运高峰，出入境旅客流量已连续9天
每天突破1万人次。

春运启幕以来，重庆口岸国际
（地区）航班持续增加，从 1 月 27
日起新增每周四班重庆-仰光直
飞航线、从2月 1日起新增每周两
班重庆-台北直飞航线、从1月 20

日起至 2月 9日新增 5班重庆-素
叻他尼包机航班，截至1月 31日，
出入境流量已经达到 27.6 万余人
次。

据分析，2019年春节期间重庆

机场口岸出入境总流量预计在9.5
万人次左右，与2018年春节的7.4
万人次相比，增幅达到28%。单日
出入境流量最高峰预计出现在2月
10日（大年初六），达到1.4万人次，
突破重庆口岸单日出入境旅客流
量历史最高值。春节期间每日出
入境高峰时间段为 6∶30—8∶30，
12∶30—15∶00，22∶00—次日3∶00
三个时段。

重庆机场口岸

出入境旅客流量连续9天每天破1万人次

喜 气 洋 洋 过 春 节

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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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西溃坝事故遇难人数升至110人
➡巴西米纳斯吉拉斯州民防部门1月31日晚通报说，在第七天的搜救行

动后，已确认该州发生的溃坝事故造成110人死亡、238人失踪。消防部门发
言人佩德罗·阿亚拉说，当日的搜救行动从清晨4时就已开始，共出动15架直
升机、360名救援人员。到目前为止，找到的遇难者遗体都是在地面上可见
的地方，今后的搜寻需要向泥下挖掘，因此进度会减缓。 （据新华社）

金正恩会见访华演出归来的朝鲜友好艺术团
➡据朝中社2月1日报道，朝鲜最高领导人金正恩1月31日在朝鲜劳动党

中央总部大楼会见了访华演出归来的朝鲜友好艺术团，金正恩对艺术团访问
演出圆满进行表示满意，对艺术团成员为巩固朝中友好做出贡献表示感谢。

据新华社哈尔滨 2 月 1 日电
（齐泓鑫 黄腾）黑龙江省应急管理
厅1月31日发布了“8·25”重大火灾
事故调查报告，认定哈尔滨北龙汤泉
酒店“8·25”重大火灾事故是一起责
任事故。20人被追究刑事责任或被
建议移送司法机关，多人受党纪、政
务处分和组织处理。

经过现场勘验、调查询问、现场指
认、视频分析及现场实验等工作，认定
起火原因是二期温泉区二层平台靠近
西墙北侧顶棚悬挂的风机盘管机组
电气线路短路，形成高温电弧，引燃
周围塑料绿植装饰材料并蔓延成灾。

北龙汤泉酒店实际控制人、实际
出资人、时任燕达宾馆董事长、总经
理李艳滨与北龙汤泉酒店法定代表
人张伟平涉嫌消防责任事故罪，报告

建议对二人均处以175079元罚款，
且终身不得担任本行业生产经营单
位的主要负责人，目前二人已被松北
区检察院批准逮捕。包括二人在内，
共有20人涉嫌刑事犯罪被追究刑事
责任或被建议移送司法机关，另有多
人被给予不同程度党纪、政务处分和
组织处理。

报告建议对北龙汤泉酒店、燕达
宾馆、吉林建银实业有限责任公司和
太阳岛风景区资产经营有限公司四
家单位处以不同程度行政处罚。

2018年8月25日4时12分许，
哈尔滨市松北区哈尔滨北龙汤泉休
闲酒店有限公司发生重大火灾事故，
过火面积约400平方米，造成20人
死亡，23 人受伤，直接经济损失
2504.8万元。

哈尔滨“8·25”火灾事故调查报告公布

20人被追究刑责或被建议移送司法机关

2月1日凌晨4点，重庆北站，
深圳东-重庆北列车到站后旅客
排队出站。随着春节的临近，当
日，我市铁路发送客流突破 21 万
人次，同比增加 2.5 万人次，增长
13.5%。预计今日将迎来节前客流
最高峰，预计发送22万人次。

记者 崔力 摄

重庆北站

今日预计发送
22万人次

春节期间水电气供应有保障

条举措确保春节旅游安全有序
本报讯 （记者 韩毅）2月1日，市文化和

旅游发展委员会发布消息，春节期间，我市将采
取六条措施，强化旅游安全管理服务，确保八方
游客来渝玩得高兴、游得安全、行得顺畅。

春运期间，市文化旅游委出台文化旅游安
全稳定“百日攻坚”行动方案，设立了带班领
导、值班处长、值班人员三级工作机制，并在游
客集散中心增加了警力等，切实加强旅游安全
管理服务。

严格落实“先巡查、后开园”和“不安全、不
使用、不开园”，组织开展了水上、雪地、地灾、
特种设备旅游安全专项检查，洪崖洞、渣滓洞、
长江索道等景区开通网上预约；仙女山、金佛
山、南天湖、红池坝等高海拔景区落实防滑、防
降温、除积雪“两防、一除”工作措施。

全市出境旅行社全部纳入全国旅游监
管服务平台安全应急监管体系，实行境外旅
游团队安全“一团一报”严格报批审核；各大
旅行社安排安全应急机动工作组，加强游客
接待高峰时段入渝旅游安全管理服务等。

统筹协调、实地督导长江三峡沿线区县加
强旅游接待安全秩序保障，星级游轮重点加强
航前设施、救生、食品、反恐防爆、传染性疾病
防控等安全检查；“两江游”游船实行网络售票
实名制，每条船增派1名专职安全巡查员；试
行星级游船旅游安全稳定直报制度等。

组织督查全市197家星级旅游酒店、100
家博物馆反恐防暴、火灾隐患排查和禁燃烟花
爆竹工作落实，排查整改面100%，排查整改
一般安全隐患385个等。

综合部署、统筹协调到边到底 景区安全应急管理扎实到位 旅行团队出游安全管理准备充分

长江三峡及两江游细化安全管理

新 华 社 华 盛 顿 2 月 1 日 电
（记者 刘品然 刘晨）美国国务
院 2月 1日宣布，美国将于 2日起
暂停履行《中导条约》义务，启动退
约程序。

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当天在国务
院记者会上说，由于俄罗斯长期违
反《中导条约》的规定，美方将暂停

履行条约义务，启动为期6个月的退
约程序。

俄罗斯一直以来拒绝接受美
国有关俄罗斯违约的指控。

美国和苏联领导人1987年签
署《苏联和美国消除两国中程和中
短程导弹条约》，简称《中导条约》。
近年来，两国互相指责对方违约。

美国宣布启动《中导条约》退约程序

旅游酒店、博物馆游客密集场所
安全设施全面排查

协同加强新开辟旅游航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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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 白麟）2月 1
日，重庆日报记者从国网重庆市电力
公司、市自来水公司和市燃气集团获
悉，上述单位已提前落实各项保供举
措，全力保障我市春节期间水电气供
应。

电

根据预测，春节期间重庆电网
最大负荷为1010万千瓦左右，最大
可调容量达1133万千瓦，电力电量
供应满足用电需求。

节前，该公司也加大了线路设
备隐患排查治理。截至1月31日，
公司新增及改造变压器982台，新

增供电容量15.1万千伏安，为春节
市民用电提供了更加充足的保障。

水

日前，市自来水为确保设备的
安全运行，专门组织技术人员，对
各种供水设备和设施进行全面检
修；对难以预见的突发性设备故
障，也制定了相应的应急措施，配
备了应急抢修设备、材料。

节日期间，该公司将保证抢修
热线24小时畅通。2月4日（除夕）
至2月6日（正月初二），各营业厅暂
停服务。2月7日（正月初三）至2月
10日（正月初六），各营业厅提供抄

表、收费服务，自2月11日（正月初
七）开始，各营业厅正常营业。

气

为做好春节前后供气保障工
作，市燃气集团正全力以赴，采取
多举措保障燃气生产安全、稳定供
应。

除加强与上游气源供应单位
的沟通协调，尽力争取气源指标
外，该集团还在具备LNG和CNG
补充供气条件的站场和加气站，采
用CNG和LNG气源对管网进行补
充供气，同时强化调度调控手段，
合理利用储气设施调峰保供。当
出现供需缺口时，该集团将启动应
急供气预案，按照“保民生、保公
用、保重点”的要求，实施有序供气
保障。

据新华社北京 2 月 1 日电综合
新华社驻巴黎、布鲁塞尔记者报道：
据法国外交部消息，法国、德国和英
国1月31日发表联合声明，宣布三
国已建立了与伊朗开展贸易的专门
机制。这是在美国单方面退出伊朗
核问题全面协议后，欧洲国家采取
实际行动继续落实伊核协议的重要
举措。

据媒体报道，专门机制实际是在
美国主导的全球金融体系之外运作
的支付机制，可以使欧盟继续与伊朗
进行贸易，并帮助欧洲企业绕过美国
对伊朗的单方面制裁。

专门机制的核心是一个名为“贸
易往来支持工具”的“特殊目的实
体”，该实体的目的是保障欧洲与伊
朗的合法贸易往来，最初重点是涉及
伊朗民生的关键领域，如药品、医疗
设备和农产品，长期目标是向愿意与
伊朗进行贸易的第三方经济体开
放。该实体设在法国，仍需要数月才
能开始运作。

联合声明表示，这一专门机制体
现了法德英三国对继续落实伊核协
议的坚定承诺和持续努力，但伊朗全
面有效履行核领域承诺是专门机制
实施的前提条件。

法德英建立专门机制以继续与伊朗开展贸易

美国总统特朗普会见刘鹤

中美经贸高级别磋商结束
新华社华盛顿 1 月 31 日电 （记

者 周效政 胡友松）当地时间1月
31日，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白宫椭圆形
办公室会见来美进行新一轮中美经贸
高级别磋商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
国务院副总理、中美全面经济对话中
方牵头人刘鹤。

刘鹤首先转达习近平主席致特朗
普总统的口信。习近平在口信中指
出，当前，中美关系处在一个重要关键
阶段。上个月，我同总统先生在阿根
廷成功会晤，一致同意共同推进以协
调、合作、稳定为基调的中美关系。根
据我们达成的共识，两国经济团队近
来开展了密集磋商，取得积极进展。
希望双方本着相互尊重、合作共赢的
态度，继续相向而行、加紧磋商，争取
尽早达成对双方都有利的协议，向两
国人民和国际社会发出积极信号，推
动中美关系健康发展，促进全球经济
稳定增长。我愿继续同总统先生以各
种方式保持密切联系。在中国春节到

来之际，我和我夫人彭丽媛教授向总
统先生、梅拉尼娅女士和家人致以新
春问候。

刘鹤表示，一段时间以来，双方经
贸团队一直在抓紧落实两国元首阿根
廷会晤达成的重要共识。本轮磋商期
间，双方围绕贸易平衡、技术转让、知
识产权保护、双向实施机制等共同关
心的议题以及中方关切问题进行了坦
诚、具体和建设性的交流，取得了重要
的阶段性进展，为下一阶段磋商奠定
了基础。双方将继续保持密切沟通，
争取在相互尊重、平等互利的基础上，
尽快达成符合两国和两国人民利益的
经贸协议。

特朗普感谢习近平主席口信，请
刘鹤转达他和夫人梅拉尼娅女士对习
近平主席和彭丽媛教授的亲切问候，
并向中国人民致以新春的祝福。特朗
普表示，我十分珍视与习近平主席的
良好关系，在我们共同引领下，美中关
系坚强有力，不断向前发展。本轮美

中经贸磋商取得了重大进展，我希望
双方尽早达成一个伟大的协议，这对
我们两个国家和世界都具有十分重大
的意义。贸易代表莱特希泽和姆努钦
财长2月中旬将率领美方经贸团队赴
华同中方继续进行磋商。我期待与习
近平主席早日会晤，共同见证美中就
经贸问题达成协议的历史性时刻。

美国副总统彭斯、国务卿蓬佩奥、
财政部长姆努钦、贸易代表莱特希泽
等美方高级官员参加了会见。

又讯 新华社华盛顿1月31日电
（记者 韩洁 熊茂伶）1月 30日至
31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
总理、中美全面经济对话中方牵头人
刘鹤带领中方团队与美国贸易代表莱
特希泽带领的美方团队在华盛顿举行
经贸磋商。双方在两国元首阿根廷会
晤达成的重要共识指引下，讨论了贸
易平衡、技术转让、知识产权保护、非
关税壁垒、服务业、农业、实施机制以
及中方关切问题。双方牵头人重点就

其中的贸易平衡、技术转让、知识产权
保护、实施机制等共同关心的议题以
及中方关切问题进行了坦诚、具体、建
设性的讨论，取得重要阶段性进展。
双方还明确了下一步磋商的时间表和
路线图。

双方高度重视知识产权保护和技
术转让问题，同意进一步加强合作。创
造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符合中国改革
开放大方向，中方将积极回应美方关切。

双方同意，将采取有效措施推动
中美贸易平衡化发展。中方将有力度
地扩大自美农产品、能源产品、工业制
成品、服务产品进口，满足中国经济高
质量发展和人民美好生活需要。

双方就中方具体关切进行了交
流，美方将认真回应中方关切。

双方一致认为，建立有效的双向
实施机制十分重要，有助于确保协商
一致的各项举措落地见效。双方已就
实施机制的框架和基本要点达成了原
则共识，将继续细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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