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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城市管理局、区新闻中心联办

▲7月8日，西部新城学城大道冯玉祥旧居附近非机动车
道内，一辆严重损坏的货车已停放数月。

曝光台
提升城市专项整治行动

沙坪坝区级机关系统第一选区补选江涛，沙坪坝区级机关系统第二选区补选常斌，虎溪街
道第一选区补选匡毅，小龙坎街道龙泉路选区补选陈英为重庆市沙坪坝区第十八届人民代表大
会代表。重庆市沙坪坝区第十八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六次会议同意代表资格审查委
员会的审查报告，确认江涛、常斌、匡毅、陈英的重庆市沙坪坝区第十八届人民代表大会代表
资格有效。

截至目前，重庆市沙坪坝区第十八届人民代表大会实有代表258人。
特此公告。

重庆市沙坪坝区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2018年7月6日

本报讯 （记者 赵杰昌） 7月9日，记者
从区气象台获悉，预计7月10日至12日，我区
主要以多云到晴天气为主，气温25℃至37℃。

具体天气预报为：9日夜间到10日白天，分散
阵雨转多云，气温25～36℃；10日夜间到11日白
天，多云到晴，27～37℃；11日夜间到12日白天，

多云，28～36℃。
区气象台台长唐晓萍表示，未来三天，我

区最高气温逐渐上升，但由于受西南暖湿气流
影响，未来24小时我区易出现短时强降水、雷
电等强对流天气。提醒市民密切关注气象预测
预警信息，提前做好防范工作。受前期强降水

天气影响，我区西部镇街的地质灾害气象风险
等级偏高，要加强地灾隐患点的监测和巡查。
农业方面，强降水后需及时排除田间积水，追
加肥料，并积极开展纹枯病、稻瘟病等病虫害
的防治。同时，利用降雨过程，做好伏前蓄水
工作。

重庆市沙坪坝区
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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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起迎来新一轮连晴高温天气

本报讯 （记者 喻庆） 7月4日，记者从区发改委
获悉，2018年1-5月，全区80个重点建设项目实际完成
投资约94亿元，其中：产业类项目完成投资64亿元，基
础设施类项目完成投资21亿元，社会民生类项目完成投
资9亿元。那么，各项目建设进度如何？

磁器口后街已对外开放

文旅项目中，磁器口后街（巴渝老街）项目占地110
亩，商业建筑面积 14.8 万平方米，具有至、观、引、
憩、隐、叠、现、驻等8项功能，体现在巷道、上山小
径、半山展示中心、山顶公园、粗瓷工坊、半山叠水等板
块中。该项目已对外开放，整体项目已启动施工道路修
建，土石方开挖。预计2021年完工。

重庆万达文旅城将打造以巴渝文化为背景，万达茂、
室外主题乐园、滨湖星级度假酒店集群、舞台秀场、千年
古刹飞雪寺各大业态相结合的高标准的文化旅游世界地
标。目前主题乐园土方平衡完成60%，秀场桩基工程完
成60%。启动万达茂桩基、地下室工程及机电预留预埋
施工。宿舍地下室和六星酒店地下结构完成。预计2026

年全面完工。

磁器口金沙街小学今年完工

教育项目中，磁器口金沙街小学总建面3.3万平方
米，改扩建后达到48个班规模。新建教学楼、办公楼、
综合楼、食堂、运动场、地下车库、综合管网及室外环境
工程等。目前完成1号、2号楼砌体工程60%，3号楼外
保温工程、内装修工程60%，挡墙工程40%。预计今年
投用。

天星桥中学整体改扩建总建面2万平方米，拆除原教
学楼、办公楼、学生宿舍、食堂等建筑，新建办公楼、综
合楼、宿舍、食堂、教学楼、运动场、训练厅、地下车库
及环境工程。目前完成行政教学楼砌体50%、车库基础
工程50%。预计今年完工。

井口二塘中学扩建项目，规划建设36班初中，包
括新建教学楼及环境等附属工程，建筑面积5000平方
米。目前完成砌体结构、内抹灰工程60%。预计今年
完工。

物流园康安花园九年一贯制学校项目，用地57亩，

总建筑面积2.95万平方米，建设内容包括教学楼、多功能
厅、综合楼、食堂、车库等。目前基础工程基本完工，地
梁施工完成30%，完成总工程量20%。预计2019年完
工。

五云广场地下停车位620个

休闲项目中，物流园中央公园位于物流园口岸中心商
务区内，总规划用地面积268793.5平方米，总建筑面积
8000平方米，包括休闲公园、娱乐商务会所、湖体改造
以及其他相关配套设施。目前正在推进清表清淤工程，完
成总工程量10%。预计2019年完工。

五云广场项目用地73亩，将建设广场、绿地、地下
车库等，其中地下停车位620个。目前正推进清表清淤工
程，完成总工程量10%。预计2019年完工。

万达广场（高九路）项目总建筑面积16万平方米，
商业体量11万平方米，项目定位为区域型全客层购物中
心，涵盖精品零售、特色餐饮、休闲娱乐、儿童亲子等多
元业态。目前完成主体砌筑20%、机电管线20%、内装
30%。预计今年11月30日投用。

1-5月全区80个重点建设项目完成投资94亿元

本报讯 （记者 喻庆） 7月5日上
午，在庄严的升国旗、唱奏国歌仪式后，
新组建的国家税务总局重庆市沙坪坝区税
务局挂牌成立，标志着沙坪坝区国、地税
正式合并，国地税征管体制改革工作在沙
区迈出了关键性的一步。区委副书记、区
长常斌，国家税务总局重庆市税务局联合

党委委员、副局长李勇出席挂牌仪式并为
新机构揭牌。区委常委、副区长苟坪出席
挂牌仪式。

新成立的国家税务总局重庆市沙坪坝
区税务局，具体承担全区范围内各项税收、
社保费和非税收入征管等职责，将有效降低
征纳成本，理顺职责关系，提高征管效率，

为纳税人提供更加优质高效便利的服务。
目前，国家税务总局重庆市沙坪坝区

税务局领导班子已组建到位、综合部门集
中办公到位、“一厅通办”先行到位、履
行职责统一到位。改革期间，纳税服务工
作没受任何影响。纳税人在综合性办税服
务厅、自助办税服务厅、网上办税系统均

可统一办理税收业务，实现“一厅通办”
“一网通办”。

国家税务总局重庆市沙坪坝区税务局
干部一致表示，将进一步传承和发扬税务
精神，开启新征程，树立新形象，展现新
作为，不断提升广大纳税人、缴费人的获
得感。

本报讯 （记者 裴梓臣） 7月5日，记
者从区农委了解到，为保护青山，我区按照

“共抓大保护，不搞大开发”的要求，全力整
治缙云山自然保护区违法违规项目，目前，
已全面完成自然保护区违规违法项目的生态
修复工作。

一个月前，重庆九滨马术俱乐部由于没
有相关手续，违法占用退耕还林地49亩，被
农业、环保等相关职能部门查处。目前该区
域已完成了生态修复工作。记者在现场看
到，原先的违法用地已经进行了翻土作业，
部分地区新撒的草籽、花籽已经发芽。

据青木关镇党委书记王泓维介绍，在生
态修复过程中，该镇根据实际需要，对修复
点位进行了覆土和复绿，目前已全面完成自
然保护区违规违法项目的生态修复工作。下
一步，该镇将对已修复地区加强管护，管护
好修复区域，同时将坚决控制新增违法建
筑，保护好缙云山生态保护区。

据了解，缙云山自然保护区在沙坪坝境内
共13平方公里，由于历史原因，保护区内存在
违法违规项目15个，目前，这15个项目全部
整治完毕，其中，涉及8个整治项目的生态修
复工作也全面完成，恢复绿地面积76.6亩。

国家税务总局重庆市沙坪坝区税务局7月5日正式挂牌
常斌为新机构揭牌

我区全面完成缙云山自然保护区
违法违规项目生态修复工作

▲

7月8日，渝遂高速西永上道口，道路指示牌损坏未
及时修复。

7月9日，居民
在位于石井坡街道
的 11 号人防工程纳
凉点纳凉。

今年以来，我
区共投入140多万元
对纳凉点人防工程
进行升级改造和品
质提升，从 6 月 28
日起至9月底，免费
开放位于中渡口社
区的7号人防工程等
13 个纳凉点。记者
看到各纳凉点内设
电视、开水器、书
籍、桌椅、药品等
物资，供市民享受
清凉。

（ 记 者 何
超 摄影报道）

本报讯 （记者 裴梓臣） 7月6日，农工
党沙坪坝区委举行成立30周年纪念大会。全国
人大常委、农工党中央常委、重庆市人大常委会
副主任、农工党重庆市委主委杜黎明，中共沙坪
坝区委常委、组织部部长陈英，区领导陈忠荣、
周红玲、高昶参加当天的会议。

会上，农工党沙坪坝区委主委、沙坪坝区副
区长周红玲做了以《新时代谱写新篇章 新征程
展现新作为》的报告，全面回顾了农工党沙坪坝
区委30年的辉煌发展历程。

杜黎明代表农工党重庆市委对农工党沙坪
坝区委成立三十周年表示热烈的祝贺，向中共
沙坪坝区委、区政府三十年来给予农工党沙坪
坝区委的关心和支持表示衷心感谢，对农工党
沙坪坝区委30年来取得的成绩给予了充分肯
定。他指出，农工党沙坪坝区委成立以来，不
断夯实思想政治基础，始终坚持正确政治方
向，有效整合党内资源，为人民群众做好事、
实事；深入推进高素质参政议政，围绕中心、
切实履行参政议政职责，为沙坪坝区经济社会
发展提供助力。他要求，农工党沙坪坝区委要
继承和发扬优良传统，全面提升履职能力，以
更高站位、更大自觉、更高目标不断完善农工
党沙坪坝区委建设，提高理论学习水平，全身
心投入到推动区域经济发展的过程中，促进沙
区发展。

陈英代表中共沙坪坝区委、区人大、区政
府、区政协向长期以来为我区经济社会发展做出
积极贡献的农工党各级组织和全体党员致以亲切
的问候。她表示，30年来，农工党沙坪坝区委
带领全区农工党党员不断在医药卫生、人口资
源、生态环境等领域积极参政议政，为沙区经济
社会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希望农工党沙坪坝区
委能够继承发扬优良传统，与中共沙坪坝区委、
区政府长期合作，能够一如既往地支持沙区工
作，积极履行参政议政职责，为我区社会经济发
展出谋划策。同时要进一步加强自身建设，推进
思想、组织等各方面建设。

区人大常委会副主任、民进沙坪坝区委主委
陈忠荣代表各民主党派、工商联、知联会致贺
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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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 郭思云）
7月5日，区人大常委会主任赖
明才主持召开区十八届人大常委
会第十六次会议，审查批准沙坪
坝区2018年新增政府债务额度
及分配方案（草案）的报告，作
出召开区十八届人大三次会议的

决定。区人大常委会副主任何友
明、应平、陈天明、向红、陈忠
荣参加会议。副区长周红玲列席
会议。

会议审查批准了沙坪坝区
2018年新增政府债务额度及分
配方案（草案）的报告。赖明才

强调，要严格把控新增债务资金
投向，将新增政府债务全部纳入
预算管理，接受区人大审查和监
督，增强风险意识，完善债务风
险预警机制。

当天，会议还听取和审议了
区十八届人大三次会议代表资格

审查报告、区十八届人大三次会
议筹备工作进展情况报告；审议
通过区十八届人大三次会议主席
团和秘书长名单（草案）、区十
八届人大三次会议议程 （草
案）；通过了列席人员名单和特
邀人员名单。

沙坪坝区第十八届人大常委会第十六次会议决定：沙坪坝区第十八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将于2018年7月13日召开，会期2天。

赖明才主持召开区十八届人大常委会第十六次会议

重庆市沙坪坝区人大常委会
关于召开沙坪坝区第十八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的决定

（2018年7月5日区十八届人大常委会第十六次会议通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