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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委常委会会议暨市党史学习教育领导小组会议召开

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
研究部署
“我为群众办实事”实践活动
陈敏尔主持并讲话

据重庆日报消息 4 月 7 日，市委常委
会会议暨市党史学习教育领导小组会议召
开。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对革命文
物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审议“我为群众办
实事”实践活动实施方案，研究部署加强对
“一把手”和领导班子监督有关工作。
市委书记、市党史学习教育领导小组
组长陈敏尔主持会议并讲话。市委副书
记、市长、领导小组副组长唐良智，市委副
书记、领导小组副组长吴存荣，市委常委出
席。市人大常委会、市政协党组主要负责
同志，
市政府、市政协负责同志参加。
会议指出，革命文物承载党和人民英
勇奋斗的光荣历史，是弘扬革命传统和革
命文化、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激发
爱国热情、振奋民族精神的生动教材。重庆
有着光荣的革命传统，
留下了丰富的红色资
源，加强革命文物工作，对当前深入开展党
史学习教育具有现实意义，
对长远弘扬革命
精神、传承红色基因具有重大意义。要深入

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
全面
提升革命文物工作质量水平，坚持保护第
一，摸清资源底数和保存状况，制定完善保
护规划方案；注重合理利用，树牢正确历史
观、党史观，深化研究阐释，用好红色资源，
讲好党的故事、革命的故事、英雄的故事，
更
好发挥革命文物的教育功能。全市各级党
委和政府要强化组织领导和工作保障，
把革
命文物保护利用工作摆上重要议事日程，
压
实工作责任，
完善政策保障，
强化督促检查，
切实把革命文物保护好、管理好、运用好，
发
挥好革命文物在党史学习教育、革命传统教
育、
爱国主义教育等方面的重要作用。
会议指出，当前，我市党史学习教育工
作进展有力有序。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
总书记关于党史学习教育的重要讲话精神，
坚持知行合一，
处理好
“学党史”
“悟思想”
与
“办实事”
“开新局”的关系，扎实开展“我为
群众办实事”
实践活动，
让干部受教育，
让群
众得实惠。要把握目标要求，
紧紧抓住人民

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
着力
贯彻新发展理念办实事，
着力巩固拓展脱贫
攻坚成果办实事，
着力保障基本民生需求办
实事，
着力深化政务服务改革便民利民办实
事，
着力推进基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
化办实事，
切实增强人民群众获得感幸福感
安全感。要注重工作实效，提高工作质量，
因地制宜、因事制宜，尽力而为、量力而行，
精准安排实事项目，把实事办好、好事办
实。全市各级党组织要加强组织领导，
落实
工作责任，营造良好氛围，推动党史学习教
育取得实实在在的成效。
会议指出，加强对“一把手”和领导班
子监督是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全面从严
治党重要论述的必然要求，是加强领导班
子和干部队伍建设的现实需要。要提高政
治站位，落实管党治党政治责任，突出监督
重点，把对“一把手”的监督作为重中之重，
不断增强自我净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
自我提高能力，真管真严、敢管敢严、长管

长严，以强有力的政治监督保障党中央决
策部署落实到位。
“一把手”要以身作则、以
上率下，带头做到“两个维护”，带头落实党
内监督各项制度。全市各级党委（党组）要
加强对监督工作的领导，发挥好党内监督
带动作用，纪委监委要发挥专责机关作用，
不断增强监督效能。各级领导干部要正确
对待党组织和群众的监督，主动接受监督，
习惯在受监督和约束的环境中工作生活。
会议审议全市脱贫攻坚先进个人和先
进集体拟表彰对象建议名单。会议强调，
经过广大干部群众艰苦努力，我市交出了
脱贫攻坚硬核答卷，与全国人民一道告别
了延续千年的绝对贫困。要把成绩总结
好，把先进典型选出来，把正确导向树起
来，激发全市干部群众攻坚克难、勇立新功
的精气神。要深入持久做好巩固拓展脱贫
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各项工作，
持续推进脱贫地区发展和群众生活改善。
市有关部门负责人参加。

陈敏尔在市疫情防控工作领导小组会议上强调

有序有效周全安全推进疫苗接种
加快构筑保障人民健康免疫屏障
唐良智出席

据重庆日报消息 4 月 7 日，市疫情防
控工作领导小组召开会议。市委书记、领
导小组组长陈敏尔主持会议并讲话。他强
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
示精神，认真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
署，加强组织领导，强化责任担当，有序有
效、周全安全推进新冠肺炎疫苗接种工作，
确保按时高质量完成各项任务，加快构筑
保障人民健康的免疫屏障。
市委副书记、
市长、
领导小组组长唐良智，
市委副书记、领导小组副组长吴存荣，领导
小组成员和有关市领导参加。
会议指出，开展新冠肺炎疫苗接种，是

预防控制疫情最有力的举措。习近平总书
记高度重视，对疫苗研发、生产、供应、接种
等每个关键节点都作出重要指示批示。全
市各级各有关部门要充分认识这项工作的
重要性和紧迫性，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
上，加快推进疫苗接种工作，有效降低新冠
病毒传播风险，保障人民生命安全和身体
健康。要突出接种重点，集中力量推进重
点地区、重点人群接种，持续抓好卫生健
康、交通、教育、文旅等重点行业和大型商
超、大型企业、大型商务楼宇、机关事业单
位等重点单位人员接种。要加强接种能力
建设，从方便群众的角度出发，进一步做好

疫苗、人员、场地各方面准备，强化疫苗供
应保障、精准调配，提高服务水平，确保接
种力量充足、物资充足，提高接种服务的可
及性、便利性。要做到安全规范，加强接种
医护人员培训，严格疫苗规范化管理使用，
做好疑似异常反应监测和应急救治，确保
疫苗接种每个环节安全可靠。要切实加大
宣传引导力度，及时向社会公布疫苗安全
性、有效性等权威信息，消除群众疑虑，让
群众明白接种、愿意接种、放心接种。各区
县和各有关部门要以对人民生命健康高度
负责的精神，落实好“四方”责任，切实加强
本地区、本系统疫苗接种的组织领导，充分

发挥好基层力量作用，确保各项工作落实
到位。
会议强调，当前，全球疫情仍然在大流
行，常态化疫情防控仍然不能放松。要慎
终如始做好“外防输入、内防反弹”各项工
作，保持指挥体系高效运转，严格入境人员
闭环管理，做好国内中高风险地区来渝返
渝人员健康监测，引导广大群众继续做好
个人防护，不断巩固来之不易的疫情防控
成果。要统筹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
适时精准调整防控措施，维护正常生产生
活秩序，
确保防控不松懈、发展不停步。
市有关部门负责人参加。

同心奔小康

科普宣讲 12 年 她在这里帮孩子开启
“好奇之门”
外太空有什么？灾难来临我们该怎么
做？人的大脑究竟如何运作……
这一个个问题都能在重庆科技馆找到
答案。
作为重庆市科普基地，自 2009 年 9 月
重庆科技馆开馆以来，
无数青少年在这里探
索未知世界的奥秘，
了解大自然的神奇。
提升公民科学素质的重要渠道是科普
推广。作为重庆科技馆的科技辅导员，郑
博文用 12 年的时间参与科普宣讲，她让无
数青少年在幼年种下了一颗好奇的种子，
不断探索科技知识。

宇航科技厅 她为孩子们打开新世界
今年 34 岁的郑博文是重庆科技馆第
一批科技辅导员，2009 年 9 月重庆科技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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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馆她就在这里。
当时重庆科技馆有生活厅、防灾厅、国
防厅、交通厅、基础科学厅、宇航科技厅等，
郑博文的第一站是宇航科技厅。
在宇航科技厅，郑博文也会讲一些宇
航历史。比如中国人对航天的探索早在明
朝就有，
“万户飞天”
就是典型。
“讲这些知识的时候，里三层外三层都
是人。”郑博文说，科技馆的出现，给重庆人
民带来了一个获取知识的新场所，观众为
了感受神舟飞船，排很长的队。

从听到问 观众科学素养有了提升
郑博文的第二站是防灾厅，这里有模
拟地震体验、模拟暴风的体验、模拟洪水灾
害的体验等等。

“当时我最大的感受是，观众的问题越
来越多了。”郑博文说，在网络的普及下，市
民了解到科学知识越来越多，也更加注重
灾害预防。
2014 年前后，郑博文每次讲到灾难预
防知识，市民都会不断问询正确的逃生方
法，
他们跟科技辅导员的交流越来越多。
“最近几年，我感觉知识完全不够用，
很多小孩子天马行空的想法很有挑战性。
比如，那些编程的专业知识会一再把我们
难到。”郑博文称，在今年的风能大赛中，孩
子们有很多创新想法，老师都没有尝试过，
他们便一起探索。

推出科学课 从被动约到
“秒光”

学课，每周二到周五学校可以预约。这门
课和小学的科学课标结合，让孩子更直观
的了解课程内容。
郑博文称，科学课刚推出时，科技馆工
作人员要主动联系学校，如今这门课非常
火爆。
“现在我们有 100 余堂科学课，3 月份
一公布课程表后，当天这个学期的科学课
就全部被预定完了。
”
此外，科技馆周末的科普活动也是一
推出计划，名额立马就被抢光。
“ 科技馆后
台的数据显示，观众的重复率越来越高，
我们明显感受到市民的科学知识也越来
越 丰 富 ，对 科 学 的 探 索 欲 望 越 来 越 强 。”
郑博文说。
重庆晨报·上游新闻记者 陈竹

早在 2015 年，重庆科技馆就推出了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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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运输证，渝交运管渝字500381023707声明作废 ◆遗失重庆西璧蒂文化传媒有限公司财务专◆遗失吴义军、钟美会之子吴沛泽在重庆市中医院出 02368628877、13389609381、13883594837 CF201200019075（金额 3000 元），CF2012 建设单位或致电建设单位、环评单位；6、公众提 和自然资源局对垫江县城市控制性详细规划
重庆皋隽商贸有限公司2021 年1月26日
生的出生医学证明，编号：P500002214声明作废。 重庆恒升拍卖有限公司 2021 年 4 月 8 日 00023554（金额 2000 元），特此声明作废 出意见的起止时间为：即日起 10 个工作日内。 牌出让，现就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重庆市万辉建筑安装工程有限公司承建的
璧山区 2019 年节水型社会建设项目御湖小学节
水改造工程已竣工结算。凡与该工程项目有经
济活动的单位或个人限于
2021 年 4 月 8 日至
◆遗失重庆市第九十五初级中学校生物教师王思政◆遗失重庆纵泽科技有限公司财务专用章 2021 年 4 月 22 日前双方完清其债权债务，
逾期
中学二级教师资格证010209200890，声明作废 壹枚（编号5001057039389），声明作废 视为自动弃权，同时不再受理和承担相应经济及
◆遗失江北区付艺玲餐饮店公章,编号5001057060523声明作废 ◆遗失重庆彬妮商贸有限公司公章壹 法律责任。特此公告。联系电话:13609407888
重庆市万辉建筑安装工程有限公司 2021年4月8日

垫江县规划和自然资源局关于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挂牌出让公告

◆遗失重庆溢沐科技有限公司财务专用章一枚，编号用章壹枚（编号5001078223468），声明作废
一、出让人的名称和地址：出让人：垫江县规划和自然资源局
遗失中国人寿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注销公告：经重庆宪琴电子商务经营部（统一社会信
地址：桂阳街道桂西大道南阳内转盘 联系电话：74684675、74684677、74501155
注销公告
注销公告
5001078017239；法人章（边志晖）一枚，声明作废 ◆遗失重庆市兴永晟科技有限公司公章◆遗失唐智勇、杜娟510212198104051623之女唐海萌（500106
二、挂牌地块概况
（统一社 重庆秀山土家族苗族自治县支公司开 用代码 91500107MA5U31N847）投资人决定拟将
经报请上级卫生主管部门同意，拟将注销
◆马红梅遗失购买中粮天悦壹号楼盘的壹枚，编号5001078238007，声明作废 20080417032X）在潼南区妇幼保健院的出生医学证明，声明作废 经重庆市鹏创信息技术服务有限公司
建筑密度 绿地率 出让 保证金 底价 重庆市体育运动学校医务室（医疗机构执业许
出让面积
会信用代码 91500107MA612XJF3A）股东会 具给李佳玲的机动车综合商业保险重 注销，根据《个人独资企业法》的有关规定，请债权人 编号
容积率
地块位置
用途
◆李真辉遗失食品经营许可证正、
副本，
许可
收据1份，收据编号0005013，声明作废。◆遗失重庆威纳茨光电科技有限责任公司公章壹枚(编号5001
（%）
（%） 年限 (万元) (万元) 可证登记证号 PDY60411250010412D4001），
(㎡)
研究决定，本公司拟将注销。根据《公司法》规 庆增值税普通发票代码 050001900104 债务人在登报之日起60日之内，到本企业办理债权
法人：奚正龙、主要负责人：张睿智，均无债权
＞0.7
dj2021- 垫江工业园区
按规划 按规划
◆李剑遗失叉车司机证，证号 510 087092764)、财务专用章壹枚(编号5001087092765)声明作废 证编号：JY25001071008072，声明作废。 定在登报之日起 45 日内，请相关债权债务人 号码 24312506 金额 4252.79 作废
债务清偿手续。特此公告！2021年4月8日
50年 20
72.43
工业 6191 ＜1.5
要求
1-006 县城组团内
要求
债务关系纠纷。请相关人员于登报之日起 45
28219810530023X，声明作废。◆遗失潼南区红利食品店食品经营许◆重庆市福昊企业服务有限公司公章500381710 到本公司办理债权债务清偿手续。特此公告。
青岛时刻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与黄丽萍债权转让暨债务催收公告
重庆市鹏创信息技术服务有限公司
三、竞投者资格：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外的公司、企业，除法律、法规另有规定外，均可报名参加竞买。日来办理清算手续。特此公告。
根据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与青岛时刻资产管理有限公司签订的
《受托资产转让协议》
，
3397，
财务专用章5003817103398各一枚作废
◆遗失陈逊注册会计师印章，编号110001610089，声明作废 可证正本 JY15001521003524 作废
2021 年 4 月 8 日
2021 年 04 月 08 日 青岛时刻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将其对公告清单所列借款人享有的主债权及借款合同、担保合同、
四、挂牌期限、地点及竞价方式：凡愿参加竞投者，可于即日起至 2021 年 4 月 20 日下午 5 时（节假
◆经营者：汤朝霞遗失2018年12月27日核发的营业执照副◆遗失:重庆日报报业集团发行公司尤康红编◆遗失重庆市黔江区李美红餐馆（统一社会信用 减资公告:经恒璞精材（重庆）科技有限公司（统一社会信 抵 债 协 议 、还 款 协 议 和 其 他 相 关 协 议 项 下 的 全 部 权 利 ，依 法 转 让 给 黄 丽 萍（身 份 证 号 日除外）到垫江县公共资源交易网上下载挂牌交易文件和垫江县规划自然资源局地产服务中心索取，
寻亲公告
，青岛时刻资产管理有限公司特公告通知各借款人、担保人（或相关义 定于 2021 年 4 月 22 日上午 10 时在公共资源交易中心桂西大道南阳公园机关办公中心 2 号楼 2 楼举行
本，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2500103MA607MN534声明作废 号 NA202、童光荣编号 NA286、冷家平编号代码：915001140564717922）公章壹枚，声明作废 用代码：91500000MA61AWRD9Y）股东会决议，本公司 420684198801091040）
本人邓邦林，于 2008 年 8 月在重庆市璧
务人）以及其他相关当事人。黄丽萍（身份证号 420684198801091040）现公告要求公告清单 现场竞买揭牌会，本次挂牌采取现场报名方式，有意竞买者在 2021 年 4 月 22 日上午 9 时前汇入指定的
◆遗失渝北区永权砂锅粥馆《食品经营许可证》正NA409、杨天明编号NA458工作证，声明作废 ◆黄永先遗失人民警察证，证号120666，特此声明 拟将注册资本从630.42万元减少到50万元。根据《公司 中所列包括但不限于借款人、担保人（或相关义务人）等其他相关当事人，从公告之日起立即向 竞买保证金专户(开户银行、账号、户名等信息详见重庆市公共资源交易网（垫江县）（https://www. 山区大路镇三江村 3 组收留一名怀孕精神异常
“土地交易”栏目，本地块招标（出让）公告页面底端的《本项目投标保证 女性，该名女性于 2008 年
（身份证号 420684198801091040）履行主债权合同及担保合同约定的还本付息义务或 cqggzy.com/ dianjiangweb）
本，许可证编号：JY25001120199874，声明作废。 ◆重庆市龙吉运输有限责任公司，渝 BF8281，◆姚中翠保险执业证00001850000000002019071147遗失补办 法》规定必须在登报之日起45日内，请债权债务人到本公 黄丽萍
相应的担保责任。特此公告 注：联系人：李铮
电话：13667658885
金指定收取账户信息》。以到银行账上时间为准，否则不予受理报名），并凭银行到账凭据进入揭牌会 9 月 15 日生育一名女婴后
◆遗失张晓东保险执业证02000050010580020170500680作废 道路运输证号：500115029202，遗失作废 ◆杜素莲保险执业证00000550023000002020003658遗失补办 司办理债权债务清偿手续。特此公告!2021年4月8日
青岛时刻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黄丽萍（身份证号 420684198801091040） 2021 年 4 月 8 日 场，要求竞买人提供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或法定代表人委托书、营业执照附本、资质证明书、承诺书、竞 50 天左右离开不知所终，
公告清单
单位：人民币元
买申请人签署意见的《竞买须知》2 份、居民身份证及印鉴，填写竞买申请，经审查合格后方取得竞买资 本人几经寻找女婴亲生父
◆重庆旭卓辰昱商贸有限公司公章500381704◆卢方恒遗失重庆医科大学附属永川医院住院医药费用专◆遗失长寿区万顺镇万顺村村民选举委员会公章一枚声明作废 减资公告：重庆丰全建设工程有限公司(统一社会信用
母，乃杳无音信，在此期间
担保人
贷款本金余额
贷款利息余额 格。该地块每次增价不得少于 5 万元人民币，价高者得。
将 序 借款人 借款合同编号 执行依据
9587、发票专用章5003817049588声明作废。用收据1张，发票号000358295，金额8137.08元，声明作废。◆遗失长寿区万顺镇白合村村民选举委员会公章一枚声明作废 代码91500119MA604WUG93)经股东会研究决定，
五、其他约定条件（见须知、中国土地市场网和垫江县人民政府网规划和自然资源局板块）：竞买者 本人将其女婴收养至今，
/根额度
（2020 年 4 月 2 日）（2020 年 4 月 2 日）
注册资本由壹亿元减少为1200万元。根据《公司法》规 号 名称
报名前，需先由垫江县工业园区管委会出具符合产业政策的证明材料。竞买者参加竞买时需提交土地 取名：邓家颖，现登报寻找
0.00
304,391.24
◆重庆中艺现代农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公章5003817024230财◆遗失重庆可虎克商贸有限公司公章壹◆遗失华科智通微电子（青岛）有限公司重庆分公 定，请债权债务人持有效证件于本公告之日起 45 日内 1 彭军、彭宇、123084070266 （2016）渝 0112 彭莉、陈强、
其亲生父母。联系人：邓
保证金不属于银行贷款、股东借款、转贷和募集资金的承诺书及有支付土地价款的资金的承诺书。
费明如
民初 11561 号 肖兴洋、彭伟
务专用章5003817024231发票专用章5003810543252声明作废 枚（编号5001087175327），声明作废 司公章壹枚（编号5001141218820），声明作废 到本公司办理债权债务清偿手续。2021年4月8日
垫江县规划和自然资源局 2021 年 4 月 2 日 邦林 电话：15683825795
0.00
304,391.24
合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