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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渝西矿业集团富家洞煤业有限公司

通告
本公司职工：李治才、夏德高、孔令书、何家洲、刘兴明、

凌波、彭祖强、陈其华、唐家远、唐显谷、吴明富、张前海、龙方

利、陈友云、涂山前、潘昌德、潘时均。因我司于2017年6月

16日恢复生产正式上班，请你们于本通告登报之日起七天内

返矿上班。如你逾期未归，我司将根据相关规定，与你们解

除劳动合同。

特此通告

重庆渝西矿业集团富家洞煤业有限公司

2017年10月11日

重庆渝西矿业集团富家洞煤业有限公司

通 告
本公司职工：龙碧坤因未经批准离职外出，在规定期间内

未回企业报到上班，严重违反企业劳动纪律，按照劳动合同法

律等相关法律法规，从2017年8月20日起对你作出自动离职

处理，解除双方劳动关系。

请你于本通告登报之日起30日内回公司办理相关手续并

进行离岗体检，逾期一切法律责任及民事责任自负。

特此通告

重庆渝西矿业集团富家洞煤业有限公司

2017年10月11日

1.招标条件

本招标项目由渝国土整备〔2017〕1

号文件批准建设，招标人为重庆市永川

区土地储备整治中心，资金来自区级农

村土地整治专项资金。项目已具备招标

条件，现对该项目的施工进行公开招标，

特邀请有条件、有意愿的潜在投标人参

与投标。

2.项目概况与招标范围

项目位于重庆市永川区青峰镇佛岩

寺村，实施规模为308.4733公顷，新增耕

地 55.3089 公顷。项目预算总投资

1241.2447 万 元 ，其 中 工 程 施 工 费

1197.71万元。

项目计划工期 180日历天。计划

2017 年 11 月 20 日开工至 2018 年 5

月 18 日竣工，具体工期以开工令和施工

合同约定为准。

招标范围为设计文件载明的土地平

整、灌溉与排水、田间道路和其他等工程

项目的施工。

本项目作为一个合同段招标。

3.投标人资格

3.1本次招标实行资格后审，投标人

应满足下列资格条件：

3.1.1具备以下任一资质：（1）建筑工

程施工总承包三级及以上资质，（2）市政

公用工程施工总承包三级及以上资质，

（3）水利水电工程施工总承包三级及以

上资质，（4）公路工程施工总承包三级及

以上资质；（5）地质灾害治理工程施工丙

级及以上资质。

3.1.2投标人企业营业执照、资质证

书、安全生产许可证应在有效期内。

3.1.3拟派项目现场管理人员具备以

下条件：（1）项目经理须具有二级及以上

建筑工程或公路工程或市政公用工程或

水利水电工程或矿业工程专业的注册建

造师证书、中级及以上职称证书和安全

生产考核合格证书（B证）；（2）技术负责

人须具备建筑工程或公路工程或市政公

用或水利水电工程或矿业工程或地质工

程中级及以上相关技术职称；（3）拟派项

目管理人员配备齐全、合理，包含造价

员、材料员、施工员、质检员、安全员，且

造价员须具备执业资格证书，安全员须

具备安全生产考核合格证书（C证），材

料员、施工员、质检员须具备上岗证书；

（4）拟派项目经理、技术负责人及其他管

理人员具有所属社保局出具的该企业缴

纳的社会基本养老保险证明。

3.1.4投标人拟派项目管理班子（含

项目经理、技术负责人、质检员、安全员、

材料员、造价员、施工员）任一成员未承

担在建市、区级农村土地整治项目或中

标本区本年度农村土地整治项目（以投

标截止日前一个工作日重庆市国土资源

和房屋管理局公众信息网上公布的名单

为准，由招标人开标后查询）。

3.2本次招标不接受联合体投标。

4.招标文件的获取

4.1本招标项目不需报名，开标时直

接投标。招标公告发布至投标截止时间

前，投标人可以直接登录重庆市永川区

公共资源交易网(http://www.yczyjy.

cn)下载招标文件、图纸、补遗等所有开

标前发出的有关资料。不管下载与否都

视为投标人全部知晓有关招标过程和所

有事宜。在招标公告发布至投标截止时

间期间，各潜在投标人应随时关注重庆

市永川区公共资源交易网 (http://

www.yczyjy.cn)上发布的本项目的招

标文件及相关修改内容。

4.2招标文件每套500元, 由投标人

在递交投标文件时向招标代理机构缴

纳，否则招标人和招标代理机构有权拒

收其投标文件。

5.投标文件的递交

投标文件递交的截止时间及开标时

间：2017年11月8日10:00时（北京时

间），地点为：重庆市永川区公共资源交

易中心(地址：重庆市永川区人民北路6

号，重庆市永川区便民服务中心三楼)。

6.发布公告的媒介

本次招标公告同时在重庆市永川区

政府门户网、重庆市招标投标综合网、重

庆市永川区国土资源和房屋管理局公众

信息网、重庆市永川区公共资源交易网

上发布。

7.联系方式

招标人：重庆市永川区土地储备整

治中心

联系人：凡老师

电 话：023-49851375

招标代理机构：重庆大成国地工程

咨询有限公司

联系人：余老师

电话、传真：023-65410333

2017年10月10日

永川区青峰镇佛岩寺村土地开发整理项目施工招标公告
1.招标条件

本招标项目由渝国土整备〔2017〕1

号 文批准建设，招标人为重庆市永川区

土地储备整治中心，资金来自区县级农

村土地整治专项资金。项目已具备招标

条件，现对该项目的施工进行公开招标，

特邀请有条件、有意愿的潜在投标人参

与投标。

2.项目概况与招标范围

项目位于永川区何埂镇，新增耕地

37.2800hm2，新增耕地占建设规模比例

为15.37%。

本项目总投资为 809.3452 万元。

其中工程施工费为683.2057万元。

项目计划工期180日历天。计划

2017年11月20日开工至2018年5月

20日竣工，具体工期以开工令和施工合

同约定为准。

招标范围为设计文件载明的土地平

整、灌溉与排水、田间道路、农田防护与

生态环境保持和其他等项目施工。

本项目作为一个合同段招标。

3.投标人资格

3.1本次招标实行资格后审，投标人

应满足下列资格条件：

3.1.1具备以下任一资质：（1）建筑

工程施工总承包三级及以上资质，（2）市

政公用工程施工总承包三级及以上资

质，（3）水利水电工程施工总承包三级及

以上资质，（4）公路工程施工总承包三级

及以上资质；（5）地质灾害治理工程施工

丙级及以上资质。

3.1.2投标人企业营业执照、资质证

书、安全生产许可证应在有效期内。

3.1.3拟派项目现场管理人员具备

以下条件：（1）项目经理须具有二级及以

上建筑工程或公路工程或市政公用工程

或水利水电工程或矿业工程专业的注册

建造师证书、中级及以上职称证书和安

全生产考核合格证书（B证）；（2）技术负

责人须具备建筑工程或公路工程或市政

公用或水利水电工程或矿业工程或地质

工程中级及以上相关技术职称；（3）拟派

项目管理人员配备齐全、合理，包含造价

员、材料员、施工员、质检员、安全员，且

造价员须具备执业资格证书，安全员须

具备安全生产考核合格证书（C证），材

料员、施工员、质检员须具备上岗证书；

（4）拟派项目经理、技术负责人及其他管

理人员具有所属社保局出具的该企业缴

纳的社会基本养老保险证明。

3.1.4投标人拟派项目管理班子（含

项目经理、技术负责人、质检员、安全员、

材料员、造价员、施工员）任一成员未承

担在建市、区级农村土地整治项目或中

标本区本年度农村土地整治项目（以投

标截止日前一个工作日重庆市国土资源

和房屋管理局公众信息网上公布的名单

为准，由招标人开标后查询）。

3.2 本次招标不接受联合体投标。

4.招标文件的获取

4.1本招标项目不需报名，开标时直

接投标。招标公告发布至投标截止时间

前，投标人可以直接登录重庆市永川区

公共资源交易网(http://www.yczyjy.

cn)下载招标文件、图纸、补遗等所有开

标前发出的有关资料。不管下载与否都

视为投标人全部知晓有关招标过程和所

有事宜。在招标公告发布至投标截止时

间期间，各潜在投标人应随时关注重庆

市永川区公共资源交易网 (http://

www.yczyjy.cn)上发布的本项目的招

标文件及相关修改内容。

4.2招标文件每套500元, 由投标

人在递交投标文件时向招标代理机构缴

纳，否则招标人和招标代理机构有权拒

收其投标文件。

5.投标文件的递交

投标文件递交的截止时间及开标时

间：2017年11月7日10时00分，地点

为：重庆市永川区公共资源交易中心(重

庆市永川区人民北路6号，重庆市永川

区便民服务中心三楼)。

6.发布公告的媒介

本次招标公告同时在重庆市永川区

政府门户网、重庆市招标投标综合网、重

庆市永川区国土资源和房屋管理局公众

信息网、重庆市永川区公共资源交易网

上发布。

7.联系方式

招标人：重庆市永川区土地储备整

治中心

联系人：凡老师

电 话：023-49851375

招标代理机构：重庆方园招标代理

有限公司

联系人：秦老师

电话、传真：023-49811591

2017年10月10日

永川区何埂镇鱼龙村土地开发整理项目B施工招标公告

根据《重庆市医疗机构管理条例》规定，现将拟设置永川

金全中医医院有关情况（详见附件）予以公示，公示期为1周

（2017年 10月11日—10月17日），公示期内若有疑义，请与

区卫生计生委医政医管科联系。凡以单位名义反映情况的材

料要加盖公章，以个人名义反映情况的材料要具实名。

联系电话：49822995 49822963

邮寄地址：重庆市永川区工业园区凤凰湖管委会永津大

道15号医政医管科

邮编：402160

重庆市永川区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

2017年10月11日

附件：

拟设置永川金全中医医院基本情况

类别：中医医院

名称：永川金全中医医院

地址：永川区南大街临江路90号

所有制形式：非营利性

床位：30张

服务对象：社会

诊疗科目：内科、外科、妇产科、康复科、眼耳鼻咽喉科、

麻醉科、医学检验科、医学影像科

投资总额：20万元

重庆市永川区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关于
拟设置永川金全中医医院征求意见的公示

9月20日晚上7点30分，由永川区

文化体育服务中心（原永川川剧艺术

团）精彩演绎的经典川剧传统大幕戏

《铡美案》在区文化艺术中心准时上

演。有500多个座位的一楼座无虚席，

二楼也坐了不少人。当熟悉的音乐响

起，动人的声腔，精彩的唱段，让全场观

众深深沉醉在这部传统川剧的魅力之

中。演出整整进行了两个半小时，精彩

表演不时赢得满堂喝彩。

为了弘扬川剧艺术，支持戏曲传承

发展，区委宣传部、区文化委创新开展

了“川剧月月演”活动。自2016年4月

20日启动以来，永川区文化体育服务中

心几乎月月坚持高质量的演出，让观众

尽享传统文化“大餐”，受到永川市民追

捧和欢迎，提升了永川市民的文化发展

成果获得感，增强了永川这座城市的文

化厚度。

观众提前守候场场爆满

在9月“川剧月月演”要演出大幕戏

《铡美案》的消息发出后，很多人在朋友

圈相约提前去占座位。因为从以往演

出来看，几乎每次演出观众都爆满，大

有一座难求之势。果不其然，上演当

日，晚上7点半的演出，有的观众五六点

就去等着进场了。演出结束后，有些观

众还久久不舍离去。

因为观众对传统文化的热度这样

高，区文化委回应市民文化需求，从今

年7月起，将“川剧月月演”的演出地点

从原川剧团剧场搬到了区文化艺术中

心，从原来的两百多个座位增加到如今

的700多个座位。

观看《铡美案》时除了有众多的老

戏迷，也有很多年轻父母带来接受传统

文化熏陶的小观众。由于舞台两边有

演员唱词屏幕显示，小观众们也完全能

看懂演出内容，和老戏迷一样看得津津

有味。

几位老观众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

示，因为从小喜欢看戏，所以对很多传

统经典剧目的剧情都极为熟悉，且对剧

中的经典唱段也都耳熟能详，所以，每

当剧中的音乐响起，他们都会和着拍子

一起哼。

家住新城区的曾阿姨是川剧的忠

实粉丝，她告诉记者，已经不记得在电

视上看过多少场《铡美案》，但是，在永

川自家门口观看永川人自己演绎的经

典川剧传统大幕戏《铡美案》还是第一

次。看《铡美案》的过程中，包拯的铁

面无私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演得

非常好。

73岁老演员把剧团当成家

舞台上，身着戏服的演员董华德步

伐矫健、沉稳有力，其实，她已经73岁高

龄了，但仍坚持上台演戏。

“今天正在排练的《铡美案》，我年

轻的时候就一直演，非常熟悉。我熟悉

每一个动作，在演出时还能帮衬着点，

和年轻演员们探讨一下一些细节问

题。”国家二级演员董华德退休后被永

川区文化体育服务中心返聘，每月工资

虽然只有1千多元，但她非常高兴能继

续留在剧团和年轻演员们相互探讨、交

流等。

董华德说，从进团的那一刻起，她

就把剧团当成了自己的家。看到如今

政府给予的优惠扶持政策，剧团队伍

逐渐壮大，她十分欣慰。她说：“为了

能更好的工作，我从新城区搬回了原

来的老房子住。舞台就是我的事业，

我愿意为这份事业从一而终地做下

去。”

团结齐心给观众呈上精彩演出

10月10日上午，记者走进永川区

文化体育服务中心时，看到剧团的演员

们正在认真的排练。饰演包拯的国家

二级演员黄光伦，唱得高亢激昂，余音

缭绕，震人肺腑。而秦香莲的饰演者王

心莲、吴芳踮着脚尖，绷直了大腿转身

等动作，让台下人员情不自禁地大呼

“好”。

观众们可能不知道，9月20日晚的

精彩演出背后有很多感人故事。饰演

包公的黄光伦由于过于疲劳，当天晚上

演出前，嗓音突然沙哑了。为了保证演

出效果，他坚持上场，音乐没有降调，一

个人唱了一个多小时。

而永川区文化体育服务中心办公

室主任、演员刘绍川，在演出翻跟头

的时候骨折了，治愈后医生要求休息

一年。但由于剧团人员少，为了整个

剧团的演出效果，他依然坚持登台上

场。

由于剧团经费紧张，区文化体育服

务中心的所有员工为了演出尽量节省

开支，很多杂事亲力亲为。“大家很团

结，很齐心，由于人员少，所有的演出我

们都上场，搬运道具、音响，男女老幼齐

上阵，只为给观众呈上一台台精彩的演

出。”区文化体育服务中心主任周治国

说，“川剧月月演”活动观众反响热烈，

给了演员们满满的动力，我们将坚持认

真做好接下来的每场演出。

川剧月月演 市民“享大餐”
本报记者 张 玲

松溉镇地处永川县南部长江北岸，是水陆交通要道。该镇幅员辽

阔，是当时永川最大的乡镇之一。解放初期，被击溃的国民党残军和

敌特人员勾结地方反动势力，趁新生政权立足未稳，人民解放军大部

队正向成都、雅安方向挺进，暂时无法抽身平定地方匪患之间隙，伺机

观望，蠢蠢欲动。旧的乡镇、保甲建制原封不动，旧政权人员与地主恶

霸、反动会道门等封建势力，串通一气，煽动不明真相的群众，组织土

匪武装，成立所谓“第15兵团永荣泸边区游击队”、“中国国民革命军东

西山游击军区司令部”，白升云自封司令，陈鹤鸣自封县长。

永川县第四区人民政府设于松溉镇。1950年1月25日，所谓的

救国军大刀队进攻松溉镇，遭到区公所人员及解放军的坚决打击，土

匪死亡3人，其余望风而逃。但土匪不甘心失败，扬言为死亡弟兄报

仇，火烧区公所，活捉八路娃。一时间松溉地区局势紧张，人心惶惶。

2月5日，匪司令纠集匪徒3000人攻打永川城，被中国人民解放军12军

35师103团打得落花流水，抱头鼠窜。溃逃后，土匪勾结江津、合江、泸

县等地土匪数千人妄图攻打松溉，企图占据水陆交通，孤立永川城。政

治指导员兼区长闻立修、副区长赵明利得知土匪攻打松溉的情报后，便

与西南服务团、二野军大、西南军大学员组成基本武装队，由二野军大宋

均豪同志担任作战指挥，地下党员刘永怀、吴平镜组织区机关人员负责

情报、联络工作。团结民主爱国人士龙志云、镇长皮文蔚、治安队长曹云

高收集枪支弹药，控制武装力量，让40余名保丁站在了人民的阵营。赵

副区长通过龙志云去说服一保保长张乡林，拿出该保枪支15支（汉阳

枪），子弹2箱，以及国民党溃军过松溉时未来得及运走的小钢炮炮弹数

十枚。西南服务团成员孙贤铎、李伦常，青干班学员王思巩、胡忠、谷明

才去作镇公所保安兵工

作，教育他们认清形势，坚

定立场。保安兵听后，纷纷

表示一定坚持立场，和区政

府共进退。（未完待续）

（区档案局供稿）

松溉保卫战（一）

专题片（301永川综合频道每晚19:45）
周一 七彩棠城

周二 今日永川《农贸市场整治》

周三 七彩棠城《柳和物流园》

周四 法治视线《投 案》

周五 今日永川《我们的城市更宜居了》

电视剧
301永川综合频道《桂山剧场》每晚21：00

周一至周日 年代剧《英雄祭》17-37集

主演：王巍 黄觉

302永川生活频道《昌州剧场》每日15:35

周一至周日 抗战剧《冲天炮》5-25集

主演：王伟光 吴孟达

党建大联播（302首播永川生活频道19：20）
周三 共产党员

周四 红岩本色

周五 重庆党建

永川网络电视台网址：www.ycw.gov.cn

永川电视台下周节目预告
（2017年10月16日至2017年10月22日）

川剧月月演剧照。 区文化体育服务中心供图

凤凰湖园区的“凤凰”传奇
（上接2版）
卢静认为，新能源运用创新，并非什么艰深技术，主要讲究的是实

用，是通过别人的成熟技术进行转换、研发、生产。只要做好前期市场

调研、招商推广、产品规划，一切就OK。因此，她与技术人员常有争

执。曾经，卢静为了一项智能控制系统研发，与技术员一起讨论了一

天一夜，反复研究“在应用层面，我们到底能做什么？现在有哪些技术？”

曾经，她和硬件工程师就如何权衡硬件平台、软件承载进行过激烈讨论，

最终敲定在一个统一硬件平台上，实现了个性化、智能化千变万化使用

的软件创新。“创新需要年轻人，软件研发尤其如此！”卢静说。

据了解，现重庆斯达莱特公司有组装生产线、太阳能版生产线共

两条，建立了7个区域市场，遍及重庆、西安、陕南、河北、四川、湖南、云

南等地。2016年下半年开始拓展业务，产值仅300万元；2017年，国

内目标产值1500万元。业务遍及深圳、云南、西藏，从重庆出发，还将

到成都、北京、上海等地设立办事处，针对不同的市场人群、环境，让智

能化太阳能等新能源走进每个人的生活。卢静总在探索灯具不光有

照明功能，还能和人实现互动。譬如重庆夜景灯漂亮，但还缺乏与人

互动，于是公司开始研发与人互动的智能化夜景灯；思考灯光智能化

教育，开发孩子智能……

当然，卢静看到永川餐饮火爆，她今年4月注册了重庆爱乔士餐

饮，已在金科、凤凰湖、二转盘、大南门等地开设了分店，计划在永川开

10家连锁店，以健康、生态、营养的理念让消费者“我爱我选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