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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龙坡 把社保“民心工程”铭刻在百姓心坎上
政策传递信心 服务提升温度 改革促进发展

社保利民，服务为民。
九龙坡区社会保险事务中心

始终坚持党建引领，做好民生保
障，着力于“稳增长、惠民生、优服
务、保稳定”，以政策支持传递发展
信心，以便民服务提升民生温度，
以改革创新促进提质增效，把社保
事业办成一项“民心工程”，铭刻在
百姓心坎上。

圆满解决历时5年、涉及226
人的保险转移历史遗留问题；国企
退休职工社会化移交工作走在全
市前列；荣获2021年度重庆市“五
一劳动奖状”荣誉；被评为区“三八
红旗集体”；社保卡绩效考核评价
全市第二……种种成绩是九龙坡
区社保事业迈上新台阶的生动展
现，更是服务民生、服务经济发展
应有的责任担当。

全市首创——
率先研发网上申报登记注册办理系统

社保大厅排队长，办事慢？这样的
现象在九龙坡区社会保险事务中心早已
成为过往。如今群众明显感觉到，办事
窗口更少，服务效率却更高了。

这是由于该事务中心打破科室壁
垒，创新推进“一窗通办、受办分离”综合
柜员制，争取实现群众办事“只进一扇
门，只到一个窗，只排一次队”，大大提高
了办事效率。

与此同时，该事务中心推进业务办
理与互联网的深度融合，提质“网上办”
服务模式，在全市率先研发网上申报登
记注册办理系统，并广泛应用到公共业
务办理中。2020年总计完成网上经办
42万条次，占全区总经办量的76.7%。

一窗通办、网上办等新型业务办理

方式，进一步提高了社保工作效能，
推动高质量发展。高效便民的社保
工作获得群众广泛认可，满意度高达
99%。

营商环境的好坏、优劣直接关系
企业的生存与发展。九龙坡区社会
保险事务中心严格落实惠企政策，
2020年至今为10.92万家次企业减
免缓47亿元，稳定岗位5万余个。

全市首例——
查处一名冒领养老金人员并入刑

社会保险基金是社会保险制度
正常运行的物质基础。九龙坡区社
会保险事务中心坚持标本兼治，打防
并举，织密基金安全“防护网”，坚决
守护好人民群众的“养老钱”“保命
钱”。

为从源头上解决社保基金监管

问题，九龙坡区社会保险事务中心建
立了《九龙坡区社会保险事务中心业
务风险定期排查制度》并制定细则，形
成“分岗查险、分险设防、分权制衡、分
级预警、分层追责”预警防控机制。

对于欺诈骗保行为，九龙坡区社
会保险事务中心坚持零容忍态度，予
以严厉打击。已依法追回3人冒领养
老金13.7万元，其中李某受刑事处罚，
为全市首例。重点整治了服刑人员违
规领取养老待遇，共追回违规领待金
额50余万元。

“严”之有道，“严”中更有情。在
追缴和停发上强硬，在帮扶和纾困上
温暖，九龙坡区社会保险事务中心落
实一人一策，每一个困难群众身边都
有他们的身影。

尤其是老年人的待遇问题，更是
牵挂着全体工作人员的心。他们历时

5年，妥善解决了棘手的违规补缴养
老保险历史遗留问题；严查养老待遇
资格认证，完成养老认证13.1万人，
实现认证超期未停发待遇人数动态
清零。

全市前列——
完成4.7万余名退休人员社会化移交

为了让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
感安全感更加充实、更有保障、更可
持续，社保工作更要聚焦民生，精准
发力，唱响暖心惠民“好声音”。

九龙坡区社会保险事务中心进
一步深化“放管服”改革，大力推行

“减要件、压时限、缩流程”，优化服务
事项清单72项，审批事项精简幅度
和办理时限均压缩30%以上，推进业
务流程再造实现“在线办”“就近办”

“一次办”。

为破解企业和群众的操心事、烦
心事，九龙坡区社会保险事务中心着
力推进机关事业单位养老保险改革，
全覆盖、无遗漏完成1543名退休“中
人”待遇复算；顺利完成117家国企
4.7万余名退休人员社会化移交，走在
全市前列。

该事务中心还聚焦于重点、难点、
群众关心点，深耕打造“为民而动”特
色党建品牌，开通199个基层服务点、
搭建社保政策问答微信群，开展“三进
三送”活动，“线上+线下”累计服务群
众超过4200名。

“十四五”新征程已启航，九龙坡
区社会保险事务中心将继续加强党建
引领，以实际行动践行“记录一生、保
障一生、服务一生”的庄重承诺，提升
群众的满意度和九龙社保的美誉度。

王雪莱 黄丹

2021—20

根据国家和重庆市相关规定，经重庆高新区管委会批准，重庆高新区规划和自然资源局决定公开出让以下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并委托重庆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负责公开出让交易环节的组织实施。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重庆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公开出让公告

二、报名期限
2021年 7月 21日 12时－2021年 8月 10日 12

时。
三、申请人资格
申请人应具备的竞买资格要求详见竞买须知。
四、出让资料查阅、下载
申请人可在报名期限内到重庆市公共资源交易

中心领取出让资料（《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公开出让
竞买须知》、宗地规划条件、宗地规划附图、《国有建设
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示范文本）以及其他相关文
件），也可在报名期限内登录重庆市公共资源交易网
（网址：http://www.cqggzy.com），进入重庆市国有
建设用地使用权和矿业权网上交易系统（网址：

https://td.cqggzy.com/），查阅、下载出让资料。
五、报名方式和程序
本次公开出让的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可采取现

场报名或网上报名方式：
（一）现场报名：申请人可于报名期限内足额交纳

竞买保证金到指定账户，并持报名资料到重庆市公共
资源交易中心提交报名申请。经审查通过的，重庆市
公共资源交易中心确认其竞买资格。

（二）网上报名：申请人可于报名期限内登录重庆
市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和矿业权网上交易系统，按规
定提交竞买申请，在报名期限内足额交纳竞买保证
金，提交报名资料电子档。经审查通过的，重庆市公
共资源交易中心确认其竞买资格。

六、交易方式
报名期限内只有1家申请人取得竞买资格的，

采用挂牌方式出让；报名期限内有 2家以上（含 2
家）申请人取得竞买资格的，将采用现场拍卖方式
出让。

本次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公开出让按照价高者
得原则确定竞得人。若申请人在拍卖环节均未竞价，
竞买保证金最先到账的申请人将确定为竞得人，并以
起拍价作为成交价。

七、竞买保证金交纳
（一）现场报名：申请人在持报名资料到重庆市公

共资源交易中心提交报名申请前，须在报名期限内交
纳保证金至指定保证金账号。

（二）网上报名：申请人在报名期限内登录重庆市
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和矿业权网上交易系统并提交
竞买申请后，交易系统自动生成随机保证金账号。申
请人应在报名期限内交纳竞买保证金至随机保证金
账号。

（三）竞买保证金可用人民币、港元、美元、欧元、
新加坡币、日元支付。使用外币交纳竞买保证金的境
内或境外申请人，应选择对应保证金交纳账号，并按
保证金到账当日的外汇买入价等值竞买保证金的外
币交入外币专用账户。采用外币或境外人民币交纳
竞买保证金的申请人需提前与重庆市公共资源交易
中心联系，确认交款方式和账号。

（四）保证金账户只接受银行转账或电汇方式，不

接受现金或现金汇款，不得代交。
八、联系方式
（一）出让人及联系方式
出让人:重庆高新区规划和自然资源局。
联系地址：重庆高新区高新大道6号，联系人：姚

女士，联系电话：023-68600625。
（二）承办机构及联系方式
承办机构:重庆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
联系地址：重庆市渝北区青枫北路6号渝兴广场

B9、B10 栋，联系人：王先生，联系电话：023-
63628117。

重庆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
2021年7月21日

一、基本情况

工业类

序号

G21049

备注：土地面积以实测为准。

宗地位置

高新区西永组团R分
区

地块规划编号

R10-2/05（部
分）地块

土地用途

一类工业用地

土地出让面积
（㎡）

20759

容积率

1.0≤容积率≤1.5

产业类别

计算机、通信
和其他电子设
备制造业

投资强度
（万元/公顷）

≥6990

产出要求
（万元/公顷）

≥12000

出让年限

50年

出让价款起
始价（万元）

1557

竞买保证金
（万元）

312

备注

1.环保要求详见《重庆高新区生态环境局关于明确西永组团R标
准分区R10-2（部分）地块环保要求的复函》（渝高新环函〔2021〕
31号）。
2.开竣工时间：交地后3个月内开工，开工后2年内竣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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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20日，郑州市民涉水前行。

7月20日，交通警察在郑州市花园路冒雨修复交通设施。

新华社郑州7月20日电 （记
者 翟濯）记者从郑州市防汛抗旱
指挥部获悉，20日，郑州市受强降
雨影响，单日降雨量突破历史极
值，单小时降雨量超过日历史极
值，降雨造成郑州市区严重内涝，
市内交通中断，多处小区停水停
电。20日16时30分起，郑州市防
汛抗旱指挥部已将防汛Ⅱ级应急
响应提升至Ⅰ级。

河南省气象台实况数据显示：
郑州市过去 24 小时降雨量达
457.5mm，16时-17时一小时降
雨量达201.9mm，单日降雨量突
破历史极值，单小时降雨量超过日
历史极值，降雨强度历史罕见。最
大降水量出现在郑州市二七区的
尖岗水库 438.0 毫米，降水量在
250 毫米以上的站点有 26 个，
100-249.9毫米的站点有85个，
50-99.9毫米的站点有42个，25-
49.9毫米的站点有16个。

受强降雨影响，郑州市区道路
出现严重积水，多处路面出现塌
陷，市区道路交通几乎陷入瘫痪。
目前，郑州市80多条公交线路临
时停运，100多条临时绕行，部分

线路就近停靠；郑州地铁全线网车
站已暂停运营服务。此外，受此次
降水影响，郑州市多个小区发布停
水停电通知。大雨已导致部分小
区配电房雨水灌入，为避免发生人
员触电伤亡事件及设备受损后产
生更长时间的停电，河南电力已将
部分供电设备进行停电。

受持续强降雨影响，20日郑
州取消进出港航班260架次；中国
铁路郑州局集团公司管内部分区
段封锁或限速运行，导致部分列车
晚点运行、停运或折返；20日18
时，郑州绕城高速全线、郑少高速
全线、机场全线等部分高速禁止所
有车辆上站。

郑州市气象台20日17时发
布临近预报，目前强降水回波位于
郑州市区、登封东部，巩义南部、新
密北部，最强回波强度达 60-
65dBZ。预计未来2小时，郑州市
区、荥阳南部、新密、登封东部及南
部、中牟西部、巩义大部强降水持
续，局地伴有1小时30-50毫米的
短时强降水、8级左右的短时大
风。目前郑州市持续暴雨红色、雷
电黄色预警中。

新华社北京7月20日电 （记者 刘夏村）记者
20日从应急管理部获悉，针对河南省防汛抢险救灾工
作，国家防总于当日20时启动防汛Ⅲ级应急响应。
国家防总河南工作组已紧急赶赴现场协助开展抗洪
抢险工作。

据介绍，截至发稿时，河南省消防救援总队20日
共处置抗洪抢险救援408起，郑州市消防救援支队出
动消防车548辆次，舟艇25艘次，指战员2710人次，
营救被困人员849人，疏散转移群众1500余人，消防
救援队伍已做好跨区域增援准备。

据悉，7月17日以来，河南省遭遇极端强降雨，中
西部、西北部地区出现成片大暴雨，部分地区特大暴
雨。20日8时至17时，部分地区强降雨天气仍在持
续，其中中部和西北部出现大到暴雨，郑州、焦作、新
乡、洛阳、许昌、平顶山等地的部分地区出现大暴雨，
郑州中西部局地特大暴雨。

国家防总针对河南省防汛抢险救灾工作
已派工作组赶赴现场

新华社郑州7月20日电 （记者 孙清清）记者从
郑州市委宣传部获悉，20日，受持续强降雨影响，雨水
倒灌进郑州地铁五号线地下隧道和列车内。郑州地铁
五号线（海滩寺—沙口路）路段内有市民被困于列车内。

目前，公安、消防、办事处等救援单位已抵达现场
正在紧张救援，车厢内水位已经下降，人员暂时安全。
截至目前，具体列车内被困人数不清。

强降雨致市民被困郑州地铁五号线
救援正在进行

新华社北京7月20日电 （记者 黄垚）记者从水
利部获悉，受强降雨影响，河南部分河流发生超警及超
历史洪水。未来三天，黄河花园口河段可能发生编号
洪水。

据介绍，黄河中游支流伊河，海河南系漳卫南运河
支流共产主义渠、卫河，淮河中游沙颍河上游支流贾鲁
河超警。其中贾鲁河中牟水文站流量超历史，其上游
支流贾峪河常庄水库 20 日 19 时 10 分最高水位
131.31米，低于设计水位（131.34米）0.03米，最大出库
流量525立方米每秒；20时20分库水位130.93米，较
最高水位下降0.38米。

预计未来三天，受强降雨影响，黄河中游伊洛河、
沁河，海河流域漳卫南运河，淮河流域洪汝河、沙颍河
等河流将出现明显涨水过程，黄河中游干流花园口河
段可能发生编号洪水，暴雨区内部分中小河流可能发
生超警以上洪水。

河南部分河流发生超警及超历史洪水

7月20日，车辆在郑州市街头被淹。
本组图片由新华社记者朱祥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