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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演出信息
重庆市歌剧院艺术厅

春的韵律音乐会
演出时间：3月23日19∶30
演出票价：40元
演出单位：重庆市歌剧院

山花烂漫音乐会
演出时间：3月30日19∶30
演出票价：40元
演出单位：重庆市歌剧院

国泰艺术中心

云瑚音乐厅
比利时钢琴家尼古拉斯·康德独
奏音乐会
演出时间：3月23日 19∶30
演出票价：380/280/180/80元

重庆铜管五重奏 爵士乐专场
音乐会《情迷爵士2》
演出时间：3月24日 19∶30
演出票价：280/180/100/80元
演出单位：重庆铜管五重奏

重庆大剧院

大剧场
2018Gary曹格城市唱游格友会
演出时间：3月18日 19∶30
演 出 票 价 ：100/180/280/480/
680/880元

维也纳Eggner三重奏音乐会
演出时间：3月21日 19∶30
演出票价：30/50/80/100元

“鬼吹灯”姐妹篇——悬疑探险
舞台剧《摸金玦》
演出时间：3月29日 19∶30
演出票价：40/100/180/280/480/
680元

涪陵大剧院

大型民族舞剧《桃花源记》
演出时间：3月26日 19∶30
演出地点：涪陵大剧院
演出票价：40/80/120/180
演出单位：湖南省歌舞剧院有限
责任公司

施光南大剧院

施光南大剧院第三届市民音乐会
《“俄罗斯大师”钢琴三重奏音乐会》
演出时间：3月25日 19∶30
演出地点：施光南大剧院
演出票价：30/50/80/1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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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代表团实现冬残奥会金牌零突破！17日，在2018年平昌冬残奥
会轮椅冰壶决赛中，中国队通过加时局以6：5险胜挪威队，奋勇夺冠。这也
是中国代表团在历届冬残奥会上夺得的首枚金牌。

中国轮椅冰壶队夺得中国冬残奥会历史首金

本报讯 （记者 黄琪奥）3月17日晚，中超
第三轮比赛在奥体中心打响。凭借费尔南多和
刘卫东的出色表现，重庆斯威4比1大胜来访的
江苏苏宁，本赛季主场保持全胜。

上场比赛客场完败于山东鲁能，让斯威主帅
保罗·本托初步感受到中超的残酷。面对来势汹
汹的对手，保罗·本托对球队首发阵容进行了一
定的调整：费尔南迪尼奥取代队长吴庆和费尔南
多分居两翼，许久未登场的刘卫东则取代卡尔德
克出任中锋。

比赛开始后，拥有多名速度型球员的重庆斯
威很快占据了场上主动。第14分钟，阿吉雷进入
禁区后被苏宁球员踢到，主裁虽先判罚了点球，

但在询问场边视频助理裁判后，改判为禁区内的
间接任意球。好在斯威球员并未受到判罚的影
响，费尔南多在接到费尔南迪尼奥的传球后，爆
射破门，帮助球队取得领先。10分钟后，费尔南
迪尼奥左侧突破后送出妙传，刘卫东后点头球破
门，把场上比分扩大为2比0。

虽然江苏苏宁在第32分钟由特谢拉扳回一
球，但在全场3万多名重庆球迷的助威声中，越战
越勇的重庆斯威先后在第59分钟和第72分钟由
丁捷和刘卫东再进2球，把比分锁定为4比1。

本场比赛结束后，多赛一场的重庆斯威的联
赛排名上升到第4位。3月30日，重庆斯威将做
客上海，挑战上海上港。

44∶∶11 重庆斯威主场大胜江苏苏宁重庆斯威主场大胜江苏苏宁

本报讯 （见习记者 赵迎昭）3月
16日，重庆日报记者从大足石刻研究院
获悉，历经两年多施工，大足石刻宝顶山
大佛湾水害治理工程（一期）竣工，并通
过由重庆市文物局组织的专家验收，世
界最大石雕半身卧佛面容重现于世。

石刻也会“生病”
要保持“血管”畅通

“大佛湾是宝顶山摩崖造像集中区
域，卧佛、千手观音、圆觉洞等是其代
表。”大足石刻保护工程中心副主任、高
级工程师燕学锋介绍说，长达31米的卧
佛气势宏伟，艺术处理技法巧妙，“卧佛

只表现了上半身，双脚隐入岩际，右肩陷
于地下，给人以想象空间。”

在燕学锋眼中，岩体石刻是有生命
的，也会“生病”。水害普遍、岩体稳定性
较差、岩体风化严重是大足石刻的三大

“病害”。其中，水害对卧佛危害最严重，
加之重庆高温高湿的自然环境，卧佛表
面多处出现苔藓、黑色挂流、盐分等物
质。

重庆日报记者了解到，大佛湾水害
治理工程（一期）于2015年8月1日启动
实施，在两年多时间中，卧佛一直处于

“闭关”状态。该工程的成功实施，为“大
足石刻宝顶山卧佛、小佛湾摩崖造像保
护修缮工程”提供了前提条件。

据介绍，大佛湾水害治理工程（一
期）主要以防渗帷幕灌浆为主，地表截排
水为辅。通过改造和修建截水沟，清理
并铺设土工防渗层，解决地表径流和覆
盖层孔隙水对岩体石刻的影响，并通过
裂隙灌浆、帷幕灌浆、增设水平导水孔等
手段，在很大程度上解决了岩体石刻造
像裂隙渗水问题。

重庆日报记者在现场看到，在卧佛
上方长达100余米的地带，分布着200
多个灌浆时留下的圆孔痕迹。“灌浆形成
的防渗墙可以防止水体对岩体石刻的危
害，但专家们在施工过程中发现，局部地
段治水效果不明显，还存在加重的趋
势。”燕学锋说，出现问题后，专家认为疏
水比堵水治理效果更佳。于是，施工方
及时增加了几个疏水孔，使得卧佛后方
水位显著降低，崖壁的水害大为减轻。

“卧佛内部要保证一定的水循环，保
持‘血管’畅通。”燕学锋说。

修复还需6年时间
难度不亚于千手观音

据了解，上世纪50年代开始，文物
保护部门曾对卧佛进行过多次局部防渗
排水治水工作，但涉及范围小，未能达到
整体治水目的。“本次治理工程，是在几

十年治理工程基础上，以完整系统思路
开启的研究性项目。”燕学锋说。

作为川渝石窟保护重点示范项目，
“大足石刻宝顶山卧佛、小佛湾摩崖造像
保护修缮工程”借鉴了大足石刻千手观
音保护修复工程的成功经验，由国家文
物局、重庆市文物局进行统筹管理，项目
实施过程中以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主
导，联合大足石刻研究院、敦煌研究院、
兰州大学、中国地质大学、浙江大学、清
华大学、北京大学等单位，发挥各自学科
优势，对各种病害治理面临的关键技术
问题进行共同攻关。

据介绍，目前卧佛水害治理已基本
达成目标，接下来将进行更为艰巨的卧
佛表面修复工作。重庆日报记者了解
到，千手观音修复了8年，卧佛修复难度
不亚于千手观音。与千手观音只修复手
不同的是，卧佛还要修复佛像本体及相
关附属造像，要求更高，修复工期不低于
8年，目前还需6年左右的时间。

修复后的千手观音金光灿灿，那么卧
佛等岩体石刻今后修复是否会重新施以
彩绘呢？燕学锋表示，“卧佛表面的彩绘
修复还处在研究论证阶段，要根据岩体石
刻的历史情况，结合大量文献，做严谨细
致的前期工作，在修旧如旧的原则下，保
留岩体石刻的历史信息和原真性。”

大足石刻宝顶山大佛湾水害治理工程（一期）竣工

世界最大石雕半身
卧佛面容重现于世

水害治理后的卧佛头部。 （大足石刻研究院供图）

3月17日，“中华意蕴——中国油画艺术国际巡展国内汇报展”（重庆
站）在四川美术学院美术馆开幕，展览展出了国内60余位著名油画家的约
150幅精品。“中华意蕴”展首次整体全面地展示当代中国油画取得的最高艺术成
就。此次展览将持续至4月1日，免费对公众开放。记者 兰世秋 摄影报道

“中华意蕴”展川美开展
展示当代中国油画最高艺术成就

越南前总理潘文凯去世
➡越南前总理潘文凯17日在越南南部胡志明市去世，享年85岁。潘文

凯是越南社会主义革新开放初期党和国家高级领导人之一，在任期内越南制
定颁布多项推动私营经济发展和对外开放的法律法规。 （据新华社）

3月17日，重庆奥体中心，重庆斯威球员庆祝
胜利。 本组图片由记者万难摄

新华社北京3月17日电 外交部
发言人陆慷17日答记者问时说，中方
对美方签署“与台湾交往法案”表示坚
决反对，并已向美方提出严正交涉。

有记者问，据报道，美方已签署
“与台湾交往法案”。中方对此有何
评论？

陆慷说，正如中方多次指出的，
该案有关条款尽管没有法律约束

力，但它严重违反一个中国原则和
中美三个联合公报规定，向“台独”
分裂势力发出了严重错误信号。中
方对此坚决反对。

陆慷说，中方敦促美方纠正错
误，停止美台官方往来和提升实质
关系，慎重妥善处理涉台问题，以免
对中美关系和台海地区和平稳定造
成严重损害。

美国签署“与台湾交往法案”

我外交部就此向美方提出严正交涉

新华社北京3月17日电 （记
者 梅世雄）国防部新闻发言人吴
谦17日就美方签署“与台湾交往法
案”发表谈话，表示中国军队对此坚
决反对。

发言人指出，台湾是中国的一部
分，台湾问题纯属中国内政。该案有
关条款尽管没有法律约束力，但它严

重违反一个中国原则和中美三个联
合公报规定，干涉中国内政，损害了
中美两国两军关系的发展氛围。中
方要求美方信守承诺、改正错误，不
得实施上述法案有关条款，停止美台
官方往来，停止美台军事联系，停止
对台售武，以免对中美两国两军关系
和台海和平稳定造成严重损害。

国防部新闻发言人吴谦就“与台湾交往法案”发表谈话

中国军队对此坚决反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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楼宇经济，作为一种新型的都市经
济形态，是现代服务业转型升级的重要
引擎。一个小小的空间，往往就能创造
出巨大财富。

为了构建现代经济体系，向“纵向”空
间要效益，近年来，我市主城各区大力发
展楼宇经济，一栋栋商务楼如雨后春笋般
拔地而起。商务楼宇供应量过剩、结构性
不足、空置率高等问题也随之出现。

我市楼宇经济发展的真实情况究竟
如何？

过去一年里，市政协委员宋春梅调
研了主城区近20栋楼宇，写出《关于加
快我市楼宇经济发展的建议》。

走访每层楼摸清真实空置率

“楼宇经济，是现代化经济体系的重
要内容。但是，我平时出入一些商务楼
办事时发现，有些楼宇的空置率比较
高。”宋春梅告诉重庆日报记者，为了弄
清楚真实情况，她从2017年初开始跑现
场，到主城各区商务楼宇进行实地调研。

宋春梅说，通常自己不会向楼宇管
理方表明市政协委员的身份，“如果只是
听介绍，在他们的带领下参观几个入驻
的企业，这样的方式太走马观花。”

宋春梅的调研方式很“朴实”，就是

去每层楼看。
通过每层楼逐一走访，宋春梅发现，

一些楼宇不仅空置率高，产业定位也不
明确，里面既有外贸企业、科技型企业、
中介公司，也有美容的、卖衣服的、做指
甲的。“企业不分大小、种类，感觉‘捡到
篮子都是菜’。”宋春梅说。

“楼宇的服务也跟不上，整体档次偏
低。”宋春梅告诉重庆日报记者，去年7
月的一天，主城气温高达39℃。当时她
正在一栋商务楼里调研，爬了半天的楼，
再也走不动了，就准备去乘电梯。没想
到，这栋大楼电梯设置本来就不足，还坏
了1个，又没有及时维修。她等了10多
分钟才挤进一部电梯，当时汗如雨下。

通过与一些入驻企业交流，她发现
楼宇管理方提供的服务，大多停留在保
安、保洁、设施设备管理等基础阶段，特
别是一些老旧楼宇，其智能化、自动化、
信息化服务水平很低。整体水平与北上
广深等一线城市相比存在较大差距。

与多个市级部门交流找症结

通过大量调研，宋春梅发现，一方
面，楼宇经济已经成为我市培育新增长
点、形成新动能的有效途径。全市重点
培育和认证的楼宇产业园，已入驻中小
微企业15000家，实现产值400多亿元。

另一方面，楼宇经济也存在一些突
出问题。如楼宇市场相对过剩，购物中

心商业楼宇空置率超过10%；发展档次
偏低，高端精品楼宇数量少；功能定位雷
同，入驻企业关联度低，难以形成产业集
聚效应；区域发展不平衡；产业效益较
低，亿元税收楼宇不足40栋；牵头主管
部门不明确，缺乏战略和规划布局。

为了确保调研数据准确，掌握更全
面的信息，宋春梅多次与市经信委、市商
务委相关部门进行沟通、交流，并前往市
统计局查询更全面的数据。

“通过与相关部门沟通，我发现最大
的症结是缺少统一的规划，没有做到全
市一盘棋。”宋春梅说，目前各区楼宇经
济80%以上集中在IT业、金融业、贸易
业和中介服务业，同质化竞争严重。

“其实每个区，甚至不同的地段，完
全可以结合其产业特色，打造相关的楼
宇经济，形成上下游配套齐全的产业
链。”宋春梅称，如某大型医疗机构附近
的楼宇，就可以规划为“医疗产业一条
街”，某重点学校附近，可以规划为“教育
产业一条街”。

建议开展专业化个性化服务

经过扎实的调查、研究，今年重庆市
两会期间，宋春梅提交了《关于加快我市
楼宇经济发展的建议》。全文2000多
字，内容充实，数据详实，有理有据。

宋春梅建议，加快我市楼宇经济发
展，首先要优化楼宇经济区域布局，坚持

特色化、差异化定位，结合城市规划和轨
道交通规划，引导楼宇经济连片开发，利
用楼宇推动产业、资本、人才、信息等要
素集聚，促进产业链、价值链延伸，增强
区域产业辐射带动力。

其次，要大力提升楼宇经济整体效
益，针对老旧存量楼宇，科学制定整合、改
造、提升方案；利用闲置楼宇发展众创空
间；对于历史文化深厚、环境资源独特的
城区，要更多地依托老大楼、老厂房、老场
馆等独特楼宇资源，量身定制个性化楼
宇，推动楼宇从形态到内涵的全面提升。

同时，要着力构建楼宇经济政策支
撑体系，考虑设立楼宇经济市级专项资
金，重点支持商用楼宇提档升级、公共服
务平台建设、楼宇招商、入驻企业发展
等，切实降低楼宇业主和入驻企业经营
成本，提高行业竞争力。

此外，在完善楼宇经济配套服务方
面，宋春梅建议，引进国内外知名的商务
楼宇物业管理顾问公司，引导建立楼宇经
济发展促进中心等第三方机构，同时扶持
本地优秀物业管理企业，开展专业化个性
化楼宇服务，快速提升楼宇管理品质。

“我发现各区已经有一些动作。”宋
春梅称，比如江北区，正在将过去闲置多
年的几栋楼宇，改造为博士产业园，明确
定位和招商。渝中区也在通过改造闲置
楼宇、废旧厂房为文创产业园的方式，吸
引企业入驻。

女政协委员爬完主城20栋楼
写成楼宇经济发展建议

本报记者 曾立

本报讯 （记者 杨骏）近日，
市公租房管理局发布公租房申请公
告（第29号），3月29日将举行主城
区公租房摇号配租，凡在3月22日
前提交申请并符合公租房保障条件
的申请人均可参加此次摇号。

本次摇号配租共有15个公租
房小区，房源主要集中在九龙坡区
城西家园、九龙西苑、金凤佳园，巴
南区樵坪人家，沙坪坝区学府悦园、
康居西城和渝北区空港乐园，其余
小区的腾退房源也将组织摇号配

租。已推出接受申请的江南水岸公
租房项目商业等配套设施正在抓紧
完善，待达到使用条件后及时进行
摇号配租。各公租房小区的具体房
源和对应申请人数可在申请点咨询
了解，建议申请人结合自身需求和
房源情况，合理选择申请房源。

市公租房管理局特别提醒申请
人，一定要通过主城各区公租房申
请点提交申请，不要相信任何中介
或个人“代办申请包配租”的承诺，
以免上当受骗。

主城区15个公租房小区

3月29日摇号配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