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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重庆晚报-上游新闻记
者 夏祥洲）我市目前共有水库、水闸、
泵站等各类水利工程 34.4 万个。2019
年 9 月 26 日，经市五届人大常委会第
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重庆市水利工
程管理条例（修订草案）》，并定于12月
1日起施行。

《条例》首次将水利工程管理责任体系
延伸至村（居）民委员会，明确了水利工程

所属行业主管部门的监督管理责任，健全
了水利工程监督管理责任体系。还建立了
水利工程占用破坏补偿赔偿制度；建立了
特殊水利工程保护制度；建立了水利工程
信息档案管理制度。

市水利局相关负责人表示，条例将成
为34万多个水利工程新的防身利器，将全
面提升我市水利工程的建设、管理水平，助
力重庆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重庆市水利工程管理条例》昨起施行

应建违法行为投诉登记制度

市人大法制委主任委员邹钢介绍，条
例明晰了监督管理主体责任。比如，充分
发挥乡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的作用，加
强对业主大会、业委会以及物业服务企业
的日常监督；居（村）民委员会加强对业主
委员会和物业服务企业的指导和监督，协
助街道办事处、乡镇政府做好物业管理相
关工作。此外，明确将物业管理纳入社会
治理体系，细化物业管理区域禁止行为清
单，并明确了住房城乡建设、规划自然资源
等部门的监管职责分工。

值得一提的是，条例规定，相关部门应
当建立违法行为投诉登记制度，并在物业
管理区域内显著位置和业主决策信息系统
公布联系单位、举报联系方式，依法处理物
业管理区域内的违法行为。

任何单位和个人对违反本条例规定的
行为，可以向住房城乡建设主管部门、街道
办事处、乡（镇）人民政府及其他有关部门
投诉举报，有关单位应当及时调查核实，并
依法处理。

明确业主委员会可开设账户

邹钢表示，条例规范了物业管理的关
键环节。一是健全了物业管理区域划分
和调整、物业承接查验等方面制度，进一
步明确建设单位、物业服务企业的权利和
义务。二是规范了物业服务用房配置、车

位车库的租售等内容。三是规定了住宅
物业的建设单位应当通过公开招标选聘
前期物业服务企业，同时提倡业主大会通
过公开招标方式选聘物业服务企业。四是
规范了物业专项维修资金和公共收益等共
有资金的管理。针对业主大会成立前和成
立后两种情形，对共有资金的管理作出相
应规定。明确业主委员会可以开设账户。

记者了解到，条例第八十三条规定，业
主大会成立前，物业专项维修资金由物业所
在地区县（自治县）住房城乡建设部门代管，
存入银行专户。公共收益应当存入物业专
项维修资金账户，并设立单独账目。业主大
会成立后，根据业主大会决定，选择代行管
理或者自行管理。业主决定自行管理的共
有资金，应当存入业主委员会账户，不得以
任何个人或者其他组织名义进行管理。

不得擅自改变物业使用性质

邹钢介绍，条例积极探索在法制化轨

道上规范民宿（网约房）等住宿服务的发
展。同时，鉴于物业管理条例修订重点在
于规制物业管理活动，且在国家尚未出台
有关民宿（网约房）等住宿服务的专门法律
法规的情况下，地方立法不宜规定过细。
对利用小区住宅开展民宿等住宿服务作了
原则性规定，并授权市政府制定具体办法
予以规范。

记者了解到，条例第七十四条规定，
业主、物业使用人应当按照规划自然资
源部门批准或者房地产权证载明的用途
使用物业，不得擅自改变物业使用性
质。确需改变的，除遵守法律、法规以及
管理规约外，应当经有利害关系的业主
同意。

利用小区住宅开展民宿等住宿服务
的，应依法向市场监管、文化旅游、公安、商
务等部门办理相关手续，并同时告知物业
服务企业。

重庆晚报-上游新闻记者 何浩

利用住宅开展民宿应经业主同意
新修订的《重庆市物业管理条例》明年5月1日起施行

11月30日上午，由重庆市体育局、长
寿区人民政府及匈牙利驻重庆总领事馆
联合主办的“中匈建交70周年重庆长寿皮
划艇邀请赛”在长寿湖景区举行，来自英
国、匈牙利两国及山东、广州、成都、上海
等省市的120名参赛选手，在长寿湖上追

波逐浪。
比赛现场，市民除了观赛，还欣赏了

精彩纷呈的动力冲浪板、水上飞人、桨板
瑜伽等表演。“本届皮划艇邀请赛不仅加
强了中匈在‘一带一路’的密切合作，还促
进了长寿区文化旅游事业的发展。”长寿
区副区长张昌红说，“长寿地处重庆腹心，
长江穿境而过，是重庆陆路交通枢纽和长
江上游的重要港口，作为全国唯一以‘长
寿’命名的行政区县，我们始终坚持文化
自信，通过打造体育旅游精品项目，加强
匈牙利与长寿两地在文化、旅游、体育等
领域的交流互动，共同建设长寿区文旅融
合的新局面。”

据了解，长寿湖作为国家级生态旅游
休闲度假区，人文景观众多，其得天独厚
的地理位置不仅为赛事提供了优质的水
上运动场地，也为中匈两国在水上运动的
技术交流及更深入的合作奠定了良好的
水上训练环境基础。

重庆晚报-上游新闻记者 吴思倩

重庆长寿皮划艇邀请赛开赛

联系人：刘老师 联系电话：13983854180

名称

绿地保税港公寓

上邦高尔夫
叠拼别墅

朝天门
盛隆大厦二楼商铺

南坪浪高临街门面

黑山谷度假房

位置

江北区港腾路

九龙坡区上邦路

渝中区朝天门陕西路

南岸区江南大道

黑山谷瑞午上谷院

房型

LOFT复式结构

跃层，三层

多个商铺

商铺

三套房源

装修情况

清水房

清水房

清水房

简单装修

清水房

房屋面积

40平方米

185平方米
实得400平方米

35平方米

30-45平方米左右

价格

价格面议

价格面议

价格面议

价格面议

价格面议

招商招租信息

▲参赛选手竞相冲出起点

首次业主大会怎么开？小区机动车位怎么租售？利用小区住宅开展民宿怎
么管理？……

记者从市人大常委会获悉，新修订的《重庆市物业管理条例》（以下简称条
例）已于11月29日经市五届人大常委会第十三次会议表决通过，条例自2020
年5月1日起施行。

日前，市人大有关负责人对条例进行了解读，你所关心的物业管理问题记者
为你进行梳理。

1.首次业主大会怎么开？

条例规定，一个物业管理区域内，已
交付的专有部分面积达到该区域建筑物
总面积的百分之五十以上，建设单位应
当进行公告，业主可以召开首次业主大
会会议，选举产生业主委员会。

2.怎样罢免业委会成员？

根据条例规定，业主委员会成员受
业主监督。业主大会有权罢免业主委员
会成员。百分之二十以上业主联名，可
向街道办事处、乡（镇）人民政府书面提
出对业主委员会成员的罢免要求。

3.小区机动停车位怎么租售？

条例规定，物业管理区域内规划用
于停放机动车的车位（库），应当首先满
足业主的需要。建设单位依法出售车位
（库），不得出售给业主以外的单位或个
人。未出售或未附赠的车位（库），业主
要求承租的，建设单位不得拒绝。车位
（库）有空余的，经公示后，可临时出租给
业主以外的单位或个人，每次租期不得
超过六个月。

本报讯 （重庆晚报-
上游新闻记者 钱也）重庆
市气象台预计，今天各地多
云转阴天，大部分地区气温
5～14℃。明天中西部阴天
转间断小雨或零星小雨，东
北部多云转阴天，其余地区
阴天。

天气预报

2 日白天，各地阴天到多云，坪坝河谷地区早上有
雾。大部分地区气温 5～14℃，城口及东南部-2～9℃。
主城：多云，早上有雾，气温7～12℃。

2日夜间到3日白天，各地阴天间多云。大部分地区
气温6～13℃，城口及东南部-1～8℃。主城：阴天，气温
9～12℃。

阳光今日现主城

本报讯 （重庆晚报-上游新闻记者
何浩）昨日，2019“中瑞（重庆两江）产业园
杯”国际创新创业大赛颁奖及入驻项目签
约活动在两江新区举行。记者了解到，来
自瑞士、德国、法国、俄罗斯、塞尔维亚等5
个国家的17个项目成功进入决赛，其中
15个项目拟签约入驻中瑞（重庆两江）产
业园国际孵化器。

该项大赛今年3月启动，共计50多个
项目和企业申请参赛，涉及互联网、虚拟
现实、大数据、信息安全、机器人、无人
机、地理测绘、工业设计及自动化、卫星等
行业。

来自瑞士的创业公司 Sensoryx
AG带来的全球首个移动VR/AR手套系
统摘得了此次大赛中小企业组一等奖。
该系统整合了3D手部和手指追踪功能，
提供全方位自由操纵，与所有主流的固定
或移动的头戴设备兼容。使用者在VR/
AR中可直观实时使用双手，无需再单独

使用控制器。
该款产品的优势就是具有独立的一

体化追踪功能，不会受到自我遮蔽或漂移
的困扰，即使在头戴设备的视场之外，也
可继续追踪手部和手指，使用户可在VR/
AR中执行复杂的手部和手指任务。这款
产品的应用很广泛，比如航空、医疗、工业
制造等方面的培训。据悉，该公司准备在
两江新区成立分公司，以后将实现该产品
的研发、生产、销售。

活动期间，项目入驻中瑞（重庆两
江）产业园的签约仪式顺利举行。据悉，
截至目前已有超过40家企业及项目入
驻园区。

两江新区相关负责人介绍，该产业园
也是两江新区国际合作不断深化的一个
缩影。近年来，韩国现代、日本日立、德国
大陆、瑞士皮拉图斯、意大利欧菲等一大
批世界500强企业已入驻两江新区，总数
达158家，占全市总数的54%。

“中瑞（重庆两江）产业园杯”国际创新创业大赛

全球首个移动VR/AR手套
将落户两江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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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福利彩票3D游戏
重庆市开奖公告
第2019321期

重庆市福利彩票发行中心 2019年12月1日

中国体育彩票七星彩
第19138期开奖公告

本期开奖号码：9 1 5 5 9 7 5

中国体育彩票排列3
第19321期开奖公告
本期开奖号码：5 9 3

中国体育彩票排列5
第19321期开奖公告
本期开奖号码：5 9 3 0 5

中国体育彩票胜平负任选9场
第19165期开奖公告

本期开奖号码：0 0 3 3 3 1 0 0 1 0 0 0 3 3

中国体育彩票足球胜平负
第19165期开奖公告

本期开奖号码：0 0 3 3 3 1 0 0 1 0 0 0 3 3

中国体育彩票足球4场进球
第19182期开奖公告

本期开奖号码：0 2 0 1 2 1 3 2

中奖号码：
红色球号码

06 32 31 30 02 12
蓝色球号码

11

中国福利彩票
双色球开奖公告
第2019138期

重庆市体育彩票管理中心 2019年12月1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