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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市永川区规划局
关于确定违法建筑当事人的公告

渝规限拆永字〔2017〕第347号

经查，位于永川区中山路街道迎宾大道141号（烟草

公司）地面、平台、楼顶修建的彩钢、玻璃、砖混房未进入规

划审批程序。因本机关无法确定该违法建筑当事人，现发

布公告，公告时间为十日。请该违法建筑当事人在2017

年12月18日前，到本机关进行登记确认并接受处理；逾期

未登记确认并接受处理的，将由重庆市永川区人民政府根

据《重庆市城乡规划条例》第九十四条第三款的规定，对该

违法建筑实施强制拆除。

特此公告

联系人：黄先生 联系电话：85370017

联系地址：永川区汇龙大道东一路19号（永川区规划

局监察执法大队三中队）

重庆市永川区规划局

2017年12月7日

重庆市永川区规划局
关于确定违法建筑当事人的公告

渝规限拆永字〔2017〕第227号

经查，位于永川区胜利路街道重庆财经职业学院（老大

门）火锅周边搭建的违章建筑，未进入规划审批程序。因本

机关无法确定该违法建筑当事人，现发布公告，公告时间为

十日。请该违法建筑当事人在2017年12月18日前，到本机

关进行登记确认并接受处理；逾期未登记确认并接受处理

的，将由重庆市永川区人民政府根据《重庆市城乡规划条例》

第九十四条第三款的规定，对该违法建筑实施强制拆除。

特此公告

联系人：周先生 联系电话：85370012

联系地址：永川区汇龙大道东一路19号（永川区规划局

监察执法大队二中队）

重庆市永川区规划局

2017年12月7日

1.招标条件

本招标项目永川区茶山竹海宝吉寺

至大风门公路改建工程已由重庆市永川

区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以永发改审批

[2017]346号文批准建设，招标人为重庆

市永川区畅恒交通建设投资有限公司，

资金来自上级补助和业主自筹。项目已

具备招标条件，现对该项目的施工进行

公开招标。

2.项目概况与招标范围

2.1项目概况：永川区茶山竹海宝吉

寺至大风门公路改建工程采用四级公路

标准，设计速度为20Km/h，路线长8.68

公里，路基宽度6.5米（0.25米路肩+6.0

米车行道+0.25米路肩），路面宽度6.0

米，采用沥青混凝土路面，项目含临时工

程、路基工程、路面工程、公路设施及预

埋管线工程、交叉工程、涵洞工程、绿化

及环境保护等工程。

2.2建设地点：永川区茶山竹海街道

办事处云峰村、桂花村。

2.3招标范围：道路、涵洞、交叉、交

通、及附属工程等和本项目招标期内招

标人的答疑资料、澄清资料、其他补遗资

料等。

2.4标段划分情况：本招标项目共划

分1标段。

3.投标人资格要求

3.1本招标项目要求投标人必须具

有独立法人资格，具备建设行政主管部

门颁发的有效的公路工程施工总承包贰

级及以上资质，并在人员、设备、资金等

方面具有相应的能力。

3.2投标单位须按照《重庆市交通委

员会关于规范公路建设市场从业单位信

用记录应用的通知》渝交委路[2014]42

号要求在重庆市公路建设市场信用信息

管理系统进行信息录入，未进行信息录

入的不得参加本项目的投标；在重庆市

公路建设市场信用信息管理系统内被评

定为D级的和受到取消投标资格处罚，

在处罚期内的从业单位不得参与本项目

的投标。

3.3本次招标不接受联合体投标。

3.4本次招标的资格审查方式为资

格后审。

4.招标文件的获取

4.1凡有意参加投标者，请于2017

年12月6日至2017年12月27日，在重

庆市永川区公共资源交易网（http://

www.yczyjy.cn）上直接下载招标文件、

施工设计图、最高限价、工程量清单、答

疑补遗等相关招标资料。不管投标人下

载与否，都视为投标人全部知晓有关投

标过程和事宜。

4.2本招标项目招标文件每套售价

500元，售后不退。投标人在递交投标

文件时，向招标代理机构缴纳招标文件

工本费，否则，招标代理机构有权拒收其

投标文件。

4.3投标人按招标文件第二章投标

人须知前附表第3.5款“投标保证金及提

交与退还”的规定时间内缴纳投标保证

金并在招标文件规定的递交投标文件截

止时间前1.5小时内递交了投标文件，视

为获得投标资格。

5.投标截止和开标时间及地点

5.1 投标截止和开标时间:2017年

12月27日14时30分。

5.2投标和开标地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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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3逾期送达的或者未送达指定地

点的投标文件，招标人不予受理。

6.发布公告的媒体

本次招标公告同时在重庆市招标投

标综合网、重庆市永川区政府门户网、重

庆市永川区公共资源交易网、永川区交

通信息网上发布。

7.联系方式

招标人：重庆市永川区畅恒交通建

设投资有限公司

地 址：重庆市永川区汇龙大道26

号

联系人：谷女士

电 话：15823160729

招标代理机构：重庆永鑫工程项目

管理有限公司

地 址：重庆市渝北区鸳鸯街道金开

大道1230号大雅金开国际3幢9F

联系人：罗小虎

电 话：13648338167

传 真：023-60368871

2017年12月6日

永川区茶山竹海宝吉寺至大风门公路改建工程施工招标公告

迁坟公告
重庆市永川区拉法基水泥项目拟租用永川区红炉镇

龙行，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迁坟范围：

窑子坡村民小组租地红线内的所有坟墓。

二、迁坟时间：

（一）自本公告发布之日起至2018年1月10日止为

租地红线内坟主登记确认时间，2018年2月28日前为迁

坟及办理迁坟补偿时间。

（二）逾期未迁出的坟墓，视为无主坟处理。

三、联系人

窑坡村民小组组长，罗从友，联系电话：13618219526

龙井口村委会主任，刘学全，联系电话：13594251255

特此公告

永川区红炉镇人民政府

2017年12月6日

永川区公共资源交易中心

采购公告
根据永川区财政局下达的采购计划,我中

心 对 重 庆 市 永 川 区 儿 童 医 院 家 具 采 购

（2017A1152）实施采购，相关事宜请登陆重庆

市政府采购网（www.cqgp.gov.cn）、重庆市

永川区人民政府公众信息网（http://www.

cqyc.gov.cn/）、永 川 区 公 共 资 源 交 易 网

(www.yczyjy.cn)下载采购文件。

永川区公共资源交易中心

二O一七年十二月六日

遗失启事
▲ 张 杜 和 遗 失 食 品 流 通 许 可 证（副 本），许 可 证 编 号 ：

SP5003831450086336，声明作废。

▲ 永 川 区 昌 州 文 艺 表 演 队 遗 失 税 务 登 记 证（正 本），税 号 ：

51022919460910055701，声明遗失。

▲吴晓平（身份证号：510231197005101124）遗失保险代理人资格证，证

号：00201009500000017916，声明作废。

▲唐开建（身份证号：500383198611196391）遗失保险代理人资格证，证

号：00200904500000018470，声明作废。

▲聂启洋遗失重庆市永川区星光大道789号1-20-3购房款代收款收据，

收据号：0005665，金额：壹万叁仟贰佰陆拾叁元，声明作废。

重庆市永川区畅恒建设投资有限公司国有资产招租公告
重庆市永川区公共资源交易中心受重庆市永川畅恒交通建设投资有限公司委托，对畅恒公司1宗闲置土地进行公开招租。有关

事项公告如下：

1、项目概况：位于永川区双石镇丁家岩村东王庙村民小组

单位：平方米、元（人民币）

标的
序号

1

房产地址

永川区双石镇几家岩村东王
村民小组

面积（米2）

22166

招租 底价（元/年）

57500

招租
年限

5年

租金递
增标准

年递增率5%

招租保证金（元）

10000

备注

闲置

（不能经营有污染、噪声大，对周边居民产生不良影响的项目）

2、竞价报名：

凡有意参加标的竞价者,须于 2017年 12 月 12 日上午09：

00-10:00将报名资料装订后递交到永川区公共资源交易中心。

3、竞价保证金交纳、退付时间及方式：

凡有意参加标的竞价者,须于2017年 12 月 12 日上午09：

00-10:00永川区公共资源易中心刷银行卡（银联卡）交纳；

竞得人保证金转为租赁保证金，未竞得人保证金当日退

还。未按规定交纳保证金的，视为自动放弃竞价。

4、竞价方式、时间及地点：

（1）方式：有底价电子竞价方式（或有底价公开竞价方式）

（2）时间：标的定于2017年 12 月 12 日 上午10:00

（3）地点：永川区公共资源交易中心电子竞价室

5、联系人及电话

重庆市永川区畅恒交通建设投资有限公司

联系人：欧阳旭 电话：023-49787588

重庆市永川区公共资源交易中心

联系人：唐先生 电话：49811970

本 报 讯（记 者

杨雪）12 月 4日，区

公安局“平安手拉手

警民心连心”宣传小

分队“进社区、进企

业、进厂矿、进学校、

进场镇”第二次宣传

活动在火车站广场

举行。区公安局刑

警、治安、交巡警、禁

毒、出入境、维稳处

突等支队民警及南

大街派出所民警在

现场为群众普及防

范知识，接受群众咨

询。

是日上午，火车

站广场人头攒动。

维稳处突队员为大

家带来了威武帅气

的擒敌拳、警械使

用、警棍盾牌战术及

开阔地高危人员处

置战术表演；民警向

宇和邓黎妮分别演

唱了歌曲《奔跑》和

《阳光总在风雨后》，

向大家展示了公安

民警多才多艺的另

一番风采；活动中的

有奖问答环节更拉

近了警民之间的距

离，同时也普及了安

全防范知识。民警们

还在现场为群众发放

防范宣传资料，接受

群众咨询，既为群众

答疑解惑也收集了社

情民意。据悉，当天

共有200多名群众现

场观看了演出，整个

活动现场警民互动频

繁，气氛热烈。

区
公
安
局

举
行
﹃
平
安
手
拉
手

警
民
心
连
心
﹄
五
进
宣
传
活
动

小偷一般都是在晚上行动，并

且偷东西后都会尽快出售变现。

可你见过大白天行窃，偷东西后还

将赃物藏在被盗地点，准备一起出

手的蟊贼吗？不过，正当大胆蟊贼

准备干最后一笔时，“倒霉”遇见了

正在勘查窃案现场的派出所民警

……

民警勘查案发现场 遇蟊贼自投罗网
位于永川区新区某小区的楼

房完工，正在安装其他设备设施，

准备交付业主。11月25日下午，

工地负责人巡查楼房时，发现 2

栋、3栋楼房6楼以上楼层安装的

点型光电感烟火灾探测器全都不

翼而飞，怀疑有人盗走，于是立刻

报警。

凤凰湖派出所接警后，立刻调

派民警出警。正当民警在两名工

地负责人的带领下，在3栋13层勘

查现场时，两名20多岁的青年上

了楼来。

民警见有人靠近，便开口询

问：“你们是来干啥子的？”一名身

材消瘦的青年回答道：“我们是来

做消防的。”民警继续问道：“在哪

儿做消防？”消瘦青年答：“在顶

楼。”就在这时，工地负责人发现不

对，没等民警继续盘查，便开口质

问二人：“我也是做消防的，还是负

责人，我怎么从来没见过你们两个

呢？”身材消瘦的青年见势不妙，立

刻转身就逃，另一名青年反应慢了

点，被民警当场擒获。身材消瘦的

青年虽然飞奔而逃，但也在数分钟

后被紧追不舍的民警和工人抓获。

“出师”第一案 因贪心“功亏一篑”
两名青年被抓获后，经民警

审查，确是该小区工地失窃案的

犯罪嫌疑人。二人分别为蒋某

（男，25岁，永川人）、张某（男，25

岁，永川人），均为初中文化，辍学

后在外打工，现无业。张某曾在

工地干过活，知道建筑工地在完

工后、楼房交付前会安装相应设

施，其中火灾探测器可以卖钱，正

好新城区在建小区颇多，于是在

一次失业后，便伙同蒋某一起准

备“大干一票”。

24日上午10点过，二人在新

城区转悠后选定一小区下手，二人

发现该小区5楼及以下都有人看

守，而6楼及以上无人看守，便立

刻实施盗窃。二人太贪心，偷完2

栋后，没有急着转移赃物，而是将

赃物藏匿在该栋楼负一楼，准备再

盗完一栋楼后一起转移。于是25

日二人接着盗窃3栋，下午3点30

分左右，二人预计再盗窃一次便将

赃物转移变现。谁知遇到了民警

勘查现场，而负责人两三句话就让

他们漏了馅儿。经二人交代，他们

共盗得赃物约500个，300多个已

转移到作案车辆上，100多个仍在

负一楼，还未来得及转移。

目前，二人已被公安机关依法

处理，案件正在进一步办理当中。

警方提醒：1、工地出入口和周

边尤其要做好防范管理，对进出的

人员和车辆都要详细登记核查。

2、工地内部重要部位应安装视频

监控、安全防盗设施，工地财务室、

建材仓库等重要部位应设专人专

锁管理。3、贵重建材工具要集中

存放，夜间增加人员看守巡查。4、

发现财物失窃后，应立即报警。

盗贼连偷两栋楼 与民警在失窃现场“巧遇”
通讯员 刘斯奇

本报讯（记者 杨 雪）近日，区

交巡警支队民警昼夜奋战，从车祸

现场遗留的一块车辆灯罩碎片中

抽丝剥茧，锁定肇事司机，仅花了6

个小时便侦破这起致人死亡交通

事故逃逸案。

11月25日中午1点半，交巡

警支队事故处理及预防大队民警

接到报警称，永峰路观音桥路段发

生一起交通事故，现场有人倒地，

且肇事车辆已逃离。值班民警火

速赶赴现场，发现伤者是一名男

孩。经医务人员确诊，男孩已经死

亡。案情重大，肇事逃逸影响恶

劣。初查后，区交巡警支队迅速启

动逃逸案件侦办预案，根据现场勘

查以及案发时间环境、现场初步调

查进行仔细分析，明确了案件侦破

方向。

“现场勘查发现事故现场只留

下一小块车辆灯罩残片。但，就是

这一块碎片，我们锁定了嫌疑车

辆。”办案民警告诉记者，通过分析

确定了肇事车辆是一辆小型双排货

车。紧接着，民警马不停蹄对事发

沿途视频进行反复回放，查看比对，

最终锁定嫌疑车辆。民警随即电话

联系到车主，但车主反映车辆是其

丈夫驾驶的。当晚，办案民警连夜

赶到嫌疑人户籍所在地来苏。在强

大的政策攻心和办案压力下，嫌疑

人段某某到来苏派出所投案，如实

供述了自己的犯罪事实，办案民警

对肇事车辆进行了扣留，至此该案

告破。目前，段某某已被刑事拘留，

案件正在进一步办理中。

在此，警方提醒广大机动车驾

驶人，当发生交通肇事后，当事人

应立即停车抢救伤者，保护现场，

并立即向公安交通管理部门报案，

积极配合交警部门的调查工作，且

不可因一时心存侥幸心理而逃离

现场。交警部门绝不会放过每一

个交通肇事逃逸者，他们终将会受

到法律的严厉制裁。

灯罩碎片揪出肇事逃逸者

永川消防深入辖区开展宣传
助力今冬明春火灾防控

本报讯（通讯员 胡 晓）为进一步提高消防宣传力度，扩大消防宣

传覆盖面和影响力，提高全民消防安全意识，增强广大群众预防和抵御

火灾的能力。12月5日，永川区公安消防支队宣传人员深入辖区发放

消防宣传资料，助力今冬明春火灾防控宣传。

在宣传过程中，该支队宣传人员将《消防安全知识宣传册》、消防安

全宣传资料等发放到群众手中，并介绍了相关的消防安全知识，提醒群

众注意消防安全事项，保障自身生命财产安全。活动中，宣传人员耐心

讲解，细致宣传，向群众讲解了日常生活常见火源、如何预防家庭火灾、

如何使用身边的灭火器、初期火灾的扑救方法等消防安全知识，让更多

的群众知道消防、了解消防。随后，该支队宣传人员针对冬季用火用电

用气量增大，易发生火灾事故的特点，采用通俗易懂的语言向居民讲解

电烤炉、电热毯等电器设备的安全使用方法，提醒广大居民冬季用火用

电用气用油的安全注意事项，并就如何应对一些初期火灾和一些简单

的逃生方法作了耐心细致讲解。

下一步，该支队将通过手机短信、电子显示屏、公益广告、微信等多

种宣传平台，普及冬季消防安全知识，并联合消防志愿者加大消防安全

宣传力度，深入社区、车站、商市场等地向群众讲解消防安全知识，查找

火灾隐患，

发放宣传资

料，极大地

提高群众的

消防安全意

识，全力做

好今冬明春

各项宣传工

作。

“暖冬”助困大学生健康体检

12月7日，区红十字医院在重庆大学城市科技学院开展“暖冬”助困

大学生健康体检活动。医务人员为该校664名2018年度参保的重庆市

建卡贫困户家庭大学生进行了视觉电生理检查双眼 、眼部B超、心功能

等项目检查。该活动更好地促进医校合作，全面了解学生的健康状况，

提高体检结果准确率，保障学生的身体健康。

图为医务人员为学生进行视觉电生理检查双眼。 记者 陈仕川 摄

区法律援助中心法律援助进小区

本报讯（记者 张玲 通讯员 郝 瑞）近日，区法律援助中心来到永

川区廉租房小区开展法律援助服务，走访廉租房小区的居民，了解弱势

群体的法律需求，宣传法律援助的基本知识。

在活动现场，来自区法律援助中心的工作人员为居民发放法治宣

传资料，并向居民讲解法律知识，并现场解答了群众关心的家庭婚姻、

抚养与赡养、继承等法律问题。随后，法律援助中心工作人员通过耐心

的讲解，告知其永川区法律援助中心的地点、援助热线、法律援助范围

与流程及申请援助需要准备的资料，为社区构建平安和谐光泽、营造知

法学法守法的社会氛围起到了良好的推动作用。居民们希望法律援助

中心的工作人员多来宣传法律知识，提高廉租房小区居民的法律意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