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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 杨永芹）1月11
日，重庆日报记者从市交通行政执法
总队高速公路第三支队了解到，为确
保冬季及春运期间高速公路桥梁安全
运行，13日起到20日，渝湘、黔恩高速
部分桥梁检测，实施交通管制。

高速执法部门提醒广大驾驶员朋
友，检测期间，通行这些路段时，要及时
关注路况提示信息，提前规划好行车路
线，严格遵守道路交通安全法律法规，

按照现场施工人员指挥、交通标志提示
有序通行。如遇特殊情况及恶劣天气
检测将顺延，市民想了解路况信息可以
拨打电话96096或12122咨询。

13－20日渝湘、黔恩高速部分桥梁检测
将实施交通管制

本报讯 （记者 杨永芹）货车车
主办理高速公路ETC卡，可绑定信用
卡，且不需再缴纳高速公路通行费保证
金。

1月11日，重庆高速集团称，主城
区路桥通行费征收改革后，集团针对长
期通行绕城高速及以内六条射线的车主
推出套餐通行费，以减轻车主负担。但
购买高速公路套餐通行费，需要先办理
通渝记账卡（全国联网ETC卡）。

为方便货车用户通行高速公路，办

理通渝记账卡，此次重庆高速集团与华
夏银行联合，推出了货车绑定信用卡办
理非现金支付（通渝记账卡）业务。即通
渝卡账户绑定华夏银行信用卡（若无华
夏银行信用卡须先申请）后，用户通行高
速公路后直接从绑定的信用卡内扣取通

行费。
此外，重庆高速公路称，货车若不想

绑定信用卡，也可采用第三方担保办理
模式和用户自己缴纳保证金模式，具体
办理流程可致电023—67093965咨询。

重庆高速集团提醒，目前正值货车

非现金支付业务以及套餐通行费办理高
峰，从1月11日起至2月1日，重庆高速
ETC营业网点营业时间有所延长：北
环、G65渝北营业时间为8∶00-22∶00，
二郎、四公里为8∶30-21∶00，G65巴南
为9∶00-19∶00，小湾为7∶00-22∶00。

货车车主办理ETC卡可绑定信用卡

本报讯 （记者 李珩）这两天的阳光
暖洋洋的，不过，1月11日，据市气象台预
计，阴雨天气将在明天重返重庆。

昨天的重庆依然阳光明媚，截至15
时，重庆市大部地区气温都升到了10℃以
上，最暖的是北碚，已经13.7℃了，璧山、荣
昌、开州也紧随其后。

据重庆市气象台预计，今天，云量增
多，各地以多云间阴的天气为主，局地低温
仍在-5℃左右，部分地区有霜冻。明天，
阳光撤离，阴天当道，局地有零星小雨，大
部地区气温1～12℃，城口及东南部-1～
10℃。

具体来看，12日白天，各地多云到晴，
部分地区有霜冻。大部地区气温-3～
14℃，城口及东南部-6～10℃。主城区：
多云间晴，4～12℃。12日夜间到13日白
天，各地阴间多云，局地有零星小雨。大部
地区气温0～12℃，城口及东南部-2～
7℃。主城区：阴间多云，7～10℃。

气象专家提醒，白天的气温虽然在逐
步回暖，但早晚寒意依旧较重，在此提醒
市民朋友，出行请注意适时添加衣物，谨
防感冒。

本报讯 （记者 黄光红）1月11
日，“2017年重庆十大信用典型案例”
发布活动在两江新区举行。重庆市国
税局、重庆海关、江北区人民政府、垫
江县人民政府和市银行业协会等选送
的10个案例，获“2017年重庆十大信
用典型案例”奖项。

近年来，在全市各部门、各区县的
积极推进下，重庆信用体系建设取得积

极进展。尤其是在守信联合激励和失
信联合惩戒方面，重庆已在21个领域建
立“红黑名单”制度，产生并向市公共信
用信息平台推送“黑名单”数据超过30
万条、“红名单”数据2.6万条以上。

据国家信息中心发布的《中国城市信
用状况监测评价报告》显示，近几年来，在
全国36个省会及副省级以上城市中，重
庆城市综合信用指数一直位列前三。

2017年重庆十大信用典型案例出炉

本报讯 （记者 兰世秋 实习生 林曦玺）1月
11 日，2018北京图书订货会在中国国际展览中心开
幕。重庆出版集团携200多个品种的精品图书参加订货
会，其中，国家“十二五”重点图书出版规划项目、国家出
版基金资助项目、重庆市出版基金资助项目——《大足
石刻全集（11卷19册）》（以下简称《大足石刻全集》）引
起各方关注。

本届订货会的参展单位达736家，展示了2017年以
来的新书和精品图书近50万种。重庆出版集团以“匠心
情怀 创新发展”主题展的形式精彩亮相。

订货会现场，该集团出版的《大足石刻全集》《西方
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研究丛书》《重庆之眼》《龙虾派
对》《冰与火之歌》（纪念版）等200多个品种的精品图书，
引起了众多图书采购单位和读者的浓厚兴趣。

其中，《大足石刻全集》由重庆出版社与大足石刻研
究院强强联手，历时14年精心打造。

该书对大足石刻中列入世界文化遗产的5处石窟进
行了系统的考古调查和整理，按区域和编号序列，将传
统的考古学研究手段和现代的科学技术手段融为一体，
客观、全面、系统地反映了大足石刻的发展历程和现存
状况。

全书为精装大8开本，包括记录拓片1852张，测绘
图、示意图、效果图、地图等2470幅，摄影照片、航拍照
片、卫星照片、正射影像等3942幅。其内容丰富，印制
精良，很好地兼顾了科学保护与文献价值、学术价值和
艺术性的有机统一，填补了出版史和考古史的空白。

著名石窟考古学家丁明夷先生对这套书的评价是：
“《大足石刻全集》谓之为我国针对一个大型石窟群编写
的第一部比较全面的考古报告集并非过誉。它不仅可
与日本《云冈石窟》比肩，在研究深度、拍照水平、测图质
量和编排次第上，也有一定的突破，代表着21世纪大足
石刻研究的新成就。”

重庆演出信息

重庆大剧院大剧场

德国汉堡节日交响乐团音乐会
演出时间：1月14日 19∶30
演出票价：40/100/180/280/480/

680/880元
演出单位：德国汉堡节日交响乐团

俄罗斯经典芭蕾舞剧《天鹅湖》
演出时间：1月16、17日 19∶30
演出票价：40/100/180/280/480/

680元
演出单位：俄罗斯芭蕾舞剧院

重庆国泰艺术中心

国泰艺术中心剧院
越剧《梁山伯与祝英台》袁范版
演出时间：1月19、20日 19∶30
演出票价：180/280/380/580/680元

云瑚音乐厅
意大利钢琴家瓦妮莎·贝纳利·

穆塞勒钢琴独奏音乐会
演出时间：1月26日 19:30
演出票价：80/180/280/380元
演出单位：瓦妮莎·贝纳利·穆塞勒

云卫剧场
话剧都市三部曲《闺蜜有毒》
演出时间：1月12-13日 19∶30
演出票价：80/180/280元
演出单位：重庆话剧团

重庆文化宫大剧院

“姑苏谐韵”滑稽戏巡演 国家
艺术基金2017年度资助项目 苏州
市滑稽剧团 儿童滑稽戏《一二三，

起步走》
演出时间：

1月13日 14∶
00/19∶30

演 出 票
价：60/80/100
元

“姑苏谐韵”滑稽戏巡演 国家艺
术基金2017年度资助项目 苏州市
滑稽剧团 校园滑稽戏《青春跑道》

演出时间：1月14日 19∶30
演出票价：60/80/100元

【小橙堡】经典童话人偶剧《小红帽》
演出时间：1 月 21 日 10∶30/

15∶30/17∶30
演出票价：50/80/120/180/240元
套票：200（120*2）/300（180*2）/

400（240*2）

重庆市歌剧院艺术厅

“一剪梅”经典歌曲音乐会
演出时间：1月19日 19∶30
演出地点：重庆市歌剧院艺术厅
演出票价：40元
演出单位：重庆市歌剧院

“红梅报春”经典歌剧音乐会
演出时间：1月26日 19∶30
演出地点：重庆市歌剧院艺术厅
演出票价：40元
演出单位：重庆市歌剧院

施光南大剧院

大型多媒体3D亲子音乐剧《阿
拉丁与神灯之沉睡精灵》

演出时间：1月23日 19∶30
演出地点：施光南大剧院
演出票价：50/100/150元

重庆川剧艺术中心
“龙凤呈祥”大剧院

川剧《江姐》
演出时间：1月12—14日 19∶30
演出票价：180/280/380元
演出单位：重庆市川剧院

咨询热线：400-809-6039
官方网址：http：//www.cqpw.cn
手机购票：关注微信公众号，点

击进入微商城购票

重庆出版集团“出征”2018北京图书订货会

历时14年打造
《大足石刻全集》惊艳亮相

1月10日，在渝中区解放碑国泰广场，众多市民在阳光下晒太阳。当日，我市主城天气晴朗，阳光明媚。
记者 熊明 摄

赶紧晒太阳赶紧晒太阳
明日又阴雨明日又阴雨

重庆出版集团携 200 多种精品图书参加 2018 北
京图书订货会，其中，历时 14 年打造的《大足石刻全
集》惊艳亮相。

（重庆出版集团供图）

重庆市质量技术监督局关于
《2018年重庆市生产领域产品质量监督抽查计划》公开征求意见的公告

为更好服务经济社会发展，促进质量社会共治，提高

产品质量监督抽查工作的针对性和有效性，根据《产品质

量法》、《重庆市产品质量条例》、《产品质量监督抽查管理

办法》（国家质检总局第133号令）等法律法规规定，结合

重庆市财政专项经费预算、产品标准及检验机构技术保障

能力状况，市质监局组织制定了《2018年重庆市生产领域

产品质量监督抽查计划(征求意见稿)》。

2018年将继续加强对可能危及人体健康和人身财产

安全、影响国计民生以及消费者、有关组织反映有质量问

题的工业产品实施监督抽查。征求意见稿中列入计划的

产品有日用消费品、建筑装修材料、农业生产资料、工业生

产资料、汽车摩托车及相关产品、危化品及其包装物、电子

信息类产品、食品相关产品、计量产品、条码产品等10大

类287种，产品范围基本涵盖了全市生产领域的主要工业

产品。

为科学制定重庆市市级监督抽查计划，现将《2018年

重庆市生产领域产品质量监督抽查计划(征求意见稿)》全

文公布，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欢迎各界人士提出意见和

建议，以便进一步修改完善。

公开征求意见时间为2018年1月12日至1月17日，

公众可以通过以下途径和方式提出反馈意见：

1.邮件反馈：电子邮件地址：zjc213@163.com；

2.信函反馈：通信地址：重庆市质量技术监督局质量

监督处2003室，重庆市江北区五简路9号，邮政编码：

400023；

3.电话(传真)反馈：电话（传真）号码：(023)89012674。

重庆市质量技术监督局
2018年1月12日

2018年重庆市生产领域产品质量监督抽查计划
（征求意见稿）

一、日用消费品（67种）
纺织品（5种）：1.桑蚕干茧；2.棉花；3.絮用纤维制品；4.

床上用品；5.地毯

服装（3种）：1.学生服；2.儿童服装；3.服装

鞋类（6种）：1.旅游鞋；2.皮鞋；3.胶鞋；4.胶靴；5.鞋材；

6.其他鞋类产品

家用纸制品（5种）：1.纸巾纸（含湿巾）；2.卫生纸(含卫

生纸原纸)；3.纸尿裤(含纸尿片/垫)；4.卫生巾(含卫生护

垫)；5.其他家用纸制品

家用电器产品（9种）：1.房间空气调节器；2.电冰箱；3.

家用电动洗衣机；4.电热毯、电热褥垫、电热垫；5.电风扇；

6.液体加热器和冷热饮水机；7.电热水器；8.室内加热器；9.

其他家用电器产品

燃气用具（3种）：1.家用燃气热水器；2.燃气调压设

备；3.商用燃气用具（包含中餐灶、蒸饭柜、燃气蒸箱）

日用电器及通用电器（3种）：1.铅酸蓄电池；2.固定式

灯具；3.LED灯具及光源

眼镜（2种）：1.定配眼镜；2.眼镜架

日用化工品（6种）：1.洗衣粉（含洗衣膏）；2.餐具洗涤

剂；3.衣料用液体洗涤剂；4.合成洗涤剂；5.蚊香；6.其他日

用化工品

通用电器产品（5种）：1.器具开关；2.家用和类似用途

插头插座；3.塑料外壳断路器；4.镇流器；5.其他通用电器

产品

文艺体育用品（8种）：1.摩托车乘员头盔；2.电子琴；3.

中小学课本、练习用本；4.印刷品；5.书写笔；6.救生设备；7.

课桌椅（凳）；8.其他文体用品

皮革制品（2种）：1.箱包、背提包；2.其他皮革制品（不

含皮鞋）

儿童玩具（1种）：1.儿童玩具

家具（4种）：1.沙发；2.床垫；3.橱柜；4.其他家具产品

玻璃制品（3种）：1.玻璃（酒）瓶；2.玻璃杯；3.玻璃器皿

其他日用消费品（2种）：1.日用五金；2.其他日用消费品

二、建筑装修材料（68种）
铝合金建筑型材（1种）：1.铝合金建筑型材

塑料型材（1种）：1.门、窗用未增塑聚氯乙烯（PVC-

U）型材

水泥制品、混凝土制品（7种）：1.通用水泥；2.预应力

混凝土空心板；3.钢筋混凝土排水管；4.混凝土路面砖；5.

环形混凝土电杆；6.预应力混凝土枕；7.其他水泥制品、混

凝土制品

墙体材料（7种）：1.烧结普通砖；2.烧结空心砖及砌

块；3.烧结多孔砖；4.混凝土空心砌块；5.蒸压加气混凝土

砌块；6.环保节能石膏砖；7.其他新型节能环保墙体材料

建筑防水材料（2种）：1.防水涂料；2.防水卷材

建筑钢材（8种）：1.钢筋混凝土用热轧带肋钢筋；2.钢

筋混凝土用热轧光圆钢筋；3.冷轧带肋钢筋；4.热轧型钢；

5.结构用焊接钢管；6.结构用无缝钢管；7.镀锌钢板；8.其他

建筑钢材

人造板（4种）：1.细木工板；2.实木地板；3.中密度纤维

板；4.其他人造板

电线电缆（2种）：1.电线；2.电缆

胶粘剂（3种）：1.乳白胶；2.胶水；3.其他胶粘剂

油漆涂料（5种）：1.木器涂料；2.陶瓷涂料；3.内墙涂

料、外墙涂料；4.油漆；5.腻子粉、腻子膏

塑料管材及管件（6种）：1.塑料管材及管件；2.PP-R

管材及管件；3.PE管材；4.PVC管材及管件；5.电工塑料套

管；6.其他管材、管件

建筑门窗（9种）：1.防盗门；2.钢质门；3.木质门；4.塑钢

窗；5.铝合金窗；6.彩色涂层钢板窗；7.室内套装门；8.硬聚

氯乙烯〔PVC〕室内门；9.其他建筑门窗

建筑保温材料（6种）：1.绝热用模塑聚苯乙烯泡沫塑

料（EPS）板；2.绝热用挤塑聚苯乙烯泡沫塑料（XPS）板；3.

界面砂浆；4.抹面胶浆；5.无机保温砂浆；6.其他建筑保温

材料

其他建筑装修材料（7种）：1.普通纸面石膏板；2.装饰

石膏板；3.卫生洁具；4.石材；5.民用阀门、水嘴；6.陶质砖；

7.其他建筑装修材料

三、农业生产资料（13种）
肥料（7种）：1.复混肥；2.磷肥；3.农业用尿素；4.农业用

碳酸氢铵；5.磷酸一铵、磷酸二铵；6.有机肥；7.钾肥

农业机械（5种）：1.潜水电泵；2.汽油机水泵；3.微型耕

耘机械；4.机动脱粒机；5.植物保护机械

农用薄膜（1种）：1.农用薄膜

四、工业生产资料（70种）
包装产品（不含食品包装物）（5种）：1.瓦楞纸箱；2.塑

料编织袋；3.水泥包装袋；4.集装袋；5.其他包装产品

电工器材及电力设备（3种）：1.变压器；2.高低压成套

设备；3.其他电工器材及电力设备

工业用化工产品（7种）：1.化学试剂；2.染料、颜料、油

墨；3.蓄电池电解液；4.硫酸；5.己二酸；6.有机化工产品；7.

无机化工产品

机械电子产品（12种）：1.小功率电动机；2.漆包圆绕

组线；3.泵类产品；4.阀门；5.电机、发电机；6.电焊机；7.风

机；8.紧固件；9.机床；10.高低压成套设备及桥架；11.机器

人及智能设备；12.其他机械电子产品

能源产品（5种）：1.车用压缩天然气；2.液化石油气；3.

润滑油；4.生物柴油；5.页岩气

消防器材（11种）：1.消火栓箱；2.防火门；3.阻燃耐火

电线电缆；4.灭火器；5.阻火圈；6.消防应急灯具；7.防火卷

帘；8.防火阀；9.住宅厨房/卫生间排气道；10.玻镁复合风

管；11.火灾报警产品

劳动防护用品（7种）：1.劳动防护用品；2.其他防护鞋

（电绝缘鞋、防静电鞋及导电鞋、耐酸碱皮鞋）；3.安全带、

安全网；4.防护服（防静电工作服、阻燃防护服、防酸工作

服）；5.防护口罩；6.防毒面具；7.安全帽（塑料、玻璃钢、橡

胶、植物编织、防寒）

冶金产品（7种）：1.冶金产品；2.重熔用铝锭；3.钢丝

绳、钢绞线；4.火车配件（闸瓦）；5.铜粉；6.铜管；7.其他冶金

产品

工业用橡胶制品（3种）：1.阻燃输送带；2.橡胶密封制

品；3.其他橡胶制品

工业用塑料制品（1种）：1.其它塑料制品（不含包装用

塑料、车用塑料件、日用塑料）

工业用玻璃制品（3种）：1.汽车安全玻璃（夹层玻璃、

钢化玻璃）；2.建筑安全玻璃（夹层玻璃、钢化玻璃、中空玻

璃）；3.其他玻璃制品

其他工业生产资料（6种）：1.防盗保险柜（箱）；2.公路

护栏；3.广播、通信铁塔及桅杆（电视塔、广播塔、微波塔、

通信）；4.汽油发电机组；5.其他通用设备；6.垃圾焚烧炉

五、汽车摩托车及相关产品（33种）
1.制动软管；2.间接视野装置；3.汽车座椅及座椅头

枕；4.汽车门锁及汽车门铰链；5.汽车燃油箱；6.摩托车燃

油箱；7.摩托车后视镜；8.摩托车用电器；9.汽车、摩托车

用制动蹄；10.汽车灯具；11.摩托车灯具；12.轻型汽车用

汽油机；13.摩托车发动机；14.柴油机；15.通用汽油机；

16.汽车整车；17.两轮摩托车；18.三轮摩托车；19.电助力

自行车；20.汽车轮胎；21.摩托车轮胎；22.汽车低压线及

线束；23.汽车内饰件；24.机动车制动液；25.安全带；26.

汽车回复反射器；27.汽车防盗报警系统；28.汽车变速

器；29.离合器；30.消声器；31.摩托车缸体；32.转向器；33.

其他零部件和附件

六、电子信息类产品（10种）
1.无绳电话终端（模拟无绳电话机、数字无绳电话

机）；2.微型计算机、便携式计算机；3.服务器；4.与计算机

相连的打印设备；5.与计算机连用的显示设备；6.计算机内

置电源及电源适配器充电器；7.锂电池；8.电脑用键盘；9.

手机耳机配件及线材；10.其他电子信息类产品

七、危化品及其包装物（6种）
1.包装桶（袋）；2.玻璃钢罐体；3.压缩、液化气体；4.溶

解乙炔；5.液氨；6.其他危化品

八、计量产品（12种）
1.HS高能声波物位计；2.压力表；3.冷水水表（IC卡

表、远传表）；4.膜式燃气表（含IC卡表）；5.流量计（气、液）

6.电流互感器；7.二氧化硫气体分析仪；8.电能表；9.钢卷

尺；10.汽车衡；11.数字仪表；12.其他计量产品

九、食品相关产品（7种）
1.塑料包装容器工具；2.纸包装容器；3.玻璃包装容器

工具；4.洗涤剂及消毒剂；5.油墨(仅指食品及包装物用）；6.

水质处理剂；7.工业和商业用食品电热加工设备

十、条码产品（1种）
1.条码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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