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重庆大剧院大剧场

林兆华戏剧作品《三姐妹·等
待戈多》

演出时间：1月11、12日 19∶30
演出票价：40/100/180/280/

480/680/880元
演出单位：张若昀、崔永平、

李浩天、陈雅狄、刘洋、周情云、轩
传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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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庆国泰艺术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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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代滑稽
戏《顾家姆妈》

演出时间：2018 年 1 月 1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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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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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庆川剧艺术中心
“龙凤呈祥”大剧院

川剧《江姐》
演出时间：2018年1月12日、

13日、14日19时30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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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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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重庆日报记者从两江新区了
解到，2018年，两江新区将用内陆开放
优化经济布局，不仅将升级打造数字经
济产业园，还将建设六大国别产业园，规
划建设国际商务生态旅游城。

在照母山下打造数字
经济产业园

“目前，我们已经形成了以照母山科
技创新城为核心的数字经济产业链，为
建成数字经济产业集聚区提供了有力支
撑。”两江新区产业发展集团总经理李宁
称。

李宁介绍，目前位于照母山下的两
江新区互联网产业园已引进腾讯、猪八
戒、微标科技、海云数据、中科云丛等创
新型企业300多家，这些企业每年创造
的产值达8亿元，R&D（研究与开发）投
入占比达到3.92%，目前已申报高新技
术企业近50家，申报高新技术产品100
余项。

李宁表示，升级打造数字经济产业
园有利于聚焦产业要素，形成数据驱动
型创新体系和发展模式，让数字经济实
现蓬勃发展。下一步，两江新区将把照
母山下包括互联网产业园、服务贸易产
业园在内的园区，打包升级为数字经济
产业园。

其实，早在今年9月，两江新区就与
大数据产业发展红火的贵安新区签约，
携手抢占数字经济“风口”。根据协议，

双方将以贵安新区电子信息产业园、数
字经济产业园、集成电路产业园和两江
新区国际云计算产业园、仙桃大数据谷、
水土高新园、互联网产业园等园区为平
台，依托贵安新区建设全国首个国家级
大数据产业集聚区、国家绿色数据中心
及两江新区将大数据和云计算作为战略
性新兴产业发展定位等实际情况，共同
在产业园区规划建设、政策优惠制定、重
大项目合作建设、大数据人才合作互助
等方面合作，加快云计算大数据与传统
产业对接升级。

按照规划，两江新区还将在2020年
底前引进和培育10家以上大数据龙头
企业，建成5个数字化工厂，40个数字化
车间和400个智能生产单元，水土国际
云计算大数据中心服务器支撑能力达到
30万台。

两江新区全域加快
建设六大国别产业园

两江新区是中国内陆首个国家级开
发开放新区，加上具备中新（重庆）战略
性互联互通示范项目、中国（重庆）自由
贸易试验区等开放要素优势，正吸引全
球先进生产要素加速落户。

“我们正加速打造中德、中日、中韩、
中意、中新、中以六大国别产业园，在技
术研发、生产经营、服务网络、贸易流通、
人才服务等方面开启国际合作。”李宁介
绍。

其中，中德产业园旨在加大两江新
区与德国等欧洲国家合作力度，总投资
30亿元，包括龙盛高端制造园、水土智能
制造园和莱茵河小镇三部分。

中德龙盛高端制造园毗邻韩国现
代、东风小康、上汽通用五菱等五大汽车
整车厂，建筑规模22万平方米，由德国
GMP设计事务所规划设计，预计2019
年初建成。产业定位是承接德国先进机
械制造产业转移，发展汽车关键零部件
研发制造、电子信息产品、基础电子元器
件及器材制造等高端制造业集群。李宁
透露，将重点引进德国工业4.0的优质企
业和中小企业中的“隐形冠军”，打造德
国企业的集聚区。

中德水土智能制造园毗邻中国国家
机器人检测与评定中心（重庆分中心），
将于2018年底建成。产业定位是机器
人及核心基础部件、智能传感器、智能终
端设备等智能制造产业体系。厂房区采
用定制模式招商，已有数家企业意向入
驻。

莱茵河小镇将引入德国餐厅、啤酒
馆等德国特色的主题商业，集餐饮、休
闲、文化、娱乐、酒店式公寓为一体，成为
德国人的重庆聚集地。

两江产业集团副总经理谢静表示，
其他国别产业园也将仿照中德产业园
的模式建设，每个国别产业园都将配套
一个风情小镇，方便国际人士生活的同
时，提升投资环境，也为重庆旅游增添
去处。

礼嘉片区规划国际
商务旅游生态城

说到提升环境，两江新区还计划在
礼嘉片区，规划建设重庆最具“国际范”
的区域——国际商务旅游生态城。

李宁介绍，根据规划，礼嘉片区将被
打造成为国际商务旅游生态城，集中建
设外事区、国际总部、新型商业艺术设施
群等。

“今后几年，礼嘉半岛将成为两江产
业集团倾力打造的产业新城升级版。”李
宁说，未来将高品质打造礼嘉中心、两江
体艺中心、音乐厅、图书馆（档案馆）等地
标性建筑，建设城市新中心。

未来的礼嘉将布局3-5所国际学
校，可与国际知名学院合作。此外，为
丰富群众的生活，建设体量6-8万平方
米的体育演艺中心，打造西南地区最全
面的室内运动专业级场馆和时尚演绎
中心。也许不久的将来，NBA、时装周
等国际知名赛事和大型活动会被引进
重庆。

音乐艺术中心体量1-1.5万平方米，
包含交响乐厅、歌剧院、室内音乐厅、多
功能音乐厅、流行音乐厅、录音棚等。依
托3000亩公园建设，打造50万平方米
城市环线绿廊，将礼嘉半岛打造成为高
端业态聚集、城市功能完备、生态环境
优美、社区功能完善的国际化美丽山水
新城。

升级数字经济产业园 建六大国别产业园 规划国际商务旅游生态城

内陆开放促两江新区优化经济布局
本报记者 陈钧

本报讯 （记者 李珩）1月7日晚，
由雷佳领衔主演的复排歌剧《白毛女》在
涪陵大剧院震撼上演，带领观众重温了
那段红色记忆，聆听发自肺腑的高唱。

歌剧《白毛女》是毛泽东同志《在延
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公开发表后，延
安鲁迅艺术文学院在新秧歌运动中创作
出的中国第一部新歌剧，也是民族歌剧
的里程碑。

复排歌剧《白毛女》由文化部出品，
同时还制作了3D舞台艺术片，中国歌
剧舞剧院歌剧团、交响乐团参加演出。
复排歌剧《白毛女》通过佃户杨白劳父
女与地主黄世仁围绕土地问题的冲突，
历史性地将艺术表现目光投向农民与
土地问题，以杨白劳被逼卖女自杀的悲
剧命运、喜儿遭凌辱的凄惨遭际，向世
人展现出这个在中国农村延续数千年
的土地制度之残酷及其反人性的本质，
从而把艺术针砭矛头直指“把人逼成
鬼”的旧社会；而喜儿历经千辛万苦终
获解放、恶霸地主黄世仁终得惩治，不
但表明翻身农民获得土地是新社会之
土地制度完全不同于旧社会的根本标
志所在，也使得“新社会将鬼变成人”的
昂扬主题成为亿万贫苦农民发自肺腑
的由衷高唱。

演出结束后，观众掌声雷鸣，久久不
愿离去。“我太激动了，不仅听到了熟悉
的旋律，还看到完整的舞台呈现，希望今
后在家门口看到更多类似这样的精品。”
涪陵市民吴先生说道。

民族歌剧开山之作《白毛女》震撼上演

本报讯 （记者 黄琪奥）1月7日，重庆日报
记者从大足区图书馆获悉，由大足区文化委和大
足区图书馆联合打造的该区首个24小时自助图
书馆——大足区24小时自助城市书房正式向市
民开放。

据了解，大足区24小时自助城市书房位于大
足区宏声广场，面积为20平方米，藏书2000册。

“这个自助图书馆无人值守，选书借书还书都由读
者自行完成。市民只需凭二代身份证或大足区图
书馆读者证，就可在任意时间来读书。”大足区图
书馆工作人员说。

据了解，为了方便读者借书，该书房配置了自

助借还书机、电子图书借阅机、电子报刊阅读机等
设施。“城市书房已和大足区图书馆实现了统借统
还。市民凭借大足区图书馆读者证，一次最多可
以借5本，借书期限为30天，到期后可免费续借
一次。”这位工作人员说。

大足24小时自助城市书房对市民开放

本报讯 （记者 黄琪奥）1月
7日，重庆日报记者从市体育局获悉，
2018年重庆市青少年武术散打锦标
赛已在北碚缙云体育中心落下帷幕。

据了解，本次散打锦标赛是由

市体育局和市教委共同主办，共吸
引了来自我市区县体校、学校、武术
协会、行业体协、武术馆、武术校及
有关单位共计400余位武术散打爱
好者前来参赛。

2018年重庆市
青少年武术散打锦标赛落幕

本报讯 （记者 杨艺）近日，
华润微电子（重庆）有限公司揭牌暨
战略合作备忘录签约活动在西永微
电园举行。现场，华润微电子控股
有限公司、市经信委、重庆西永微电
子产业园区开发有限公司签署了战
略合作协议，三方将致力于将华润
微电子（重庆）有限公司打造为全国
最大的功率半导体基地，促进我市
集成电路产业发展。

据悉，华润微电子控股有限公
司是国内唯一纯国资、全产业链，并
实现产品设计自主、制造过程可控
的微电子企业。

随着央企间产业重组整合全面
展开，去年11月6日，经国务院国
资委批复，同意将中航航空电子系
统有限责任公司所持中航（重庆）微
电子有限公司股权，划转给华润微
电子控股有限公司。在此背景下，

去年12月 28日，华润微电子（重
庆）有限公司正式揭牌成立。

据悉，本次整合在中国半导体
产业发展史上创造了三项第一：央
企间微电子业务的第一次重组；国
内半导体产业关键战略资源（8英
寸晶圆生产线）的第一次整合；国内
分立器件产品和业务规模最大的一
次整合。整合后，华润微电子控股
有限公司的功率器件业务将占国内
市场份额的6.5%。

根据签约，华润微电子（重庆）
有限公司成立后，将设立国家级功
率半导体研发中心、建设国内最大
的功率半导体制造中心，同时完善
上下游产业链等。协议的签署，不
仅能将晶圆制造升级扩产，还将带
来从原材料制造、IC设计到封装测
试的完整产业链条，带动重庆集成
电路产业基地升级。

华润微电子入驻重庆西永微电园
将打造全国最大的功率半导体基地

《白毛女》剧照。 （涪陵大剧院供图）

市民正在24小时自助城市书房内阅读书籍。 （受访者供图）

重庆演出信息

参赛选手正在比赛中。 （受访者供图）

砥砺奋进谱新篇 凝心聚力结硕果
——涪陵食安创建提前完成阶段性目标

2017年2月8日，涪陵区召开创建国家食品
安全示范城市动员会，由此拉开了涪陵创建国家
食品安全示范城市的序幕。

2017年，全区联动，全民参与，凝心聚力，
攻坚创安，涪陵食品安全以全新的风貌精彩亮
相——市场规范，秩序井然；餐饮小店让市民吃
得放心；蔬菜、肉类等餐厨原料让市民买得安心；
学生的小餐桌被纳入直接监管；示范街区、企业、
酒店成为“食安涪陵”闪亮新名片……不管是商
贾游客还是城市居民，无不称赞涪陵食品安全保
障变样了。这就是涪陵区努力争创国家食品安
全示范城市换来的结果，也是全区人民共同努力
的结果。

据悉，自开展“食品安全示范城市”创建以
来，该区认真贯彻落实保障食品安全“四个最严”
要求，按照市委、市政府的决策部署，截至去年年
底已提前完成阶段性创建目标：134项创建目标

中已完成101项，为总任务的75.3%。其中，“党
政同责落实到位”指标28项完成27项，完成率
96.4%；“食品安全源头治理有效”指标53项完成
40项，完成率75.5%；“违法犯罪行为有效控制”
指标12项完成12项，完成率100%……为确保
在2018年8月保质保量通过验收打下了坚实基
础。

涪陵是如何实现的？

党政同责 狠抓“一把手”工程

牢固树立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坚持党
政同责、标本兼治，切实保障人民群众“舌尖上的
安全”，是涪陵实际践行的准则。

据了解，自“国家食品安全示范城市”创建工
作启动以来，涪陵区委、区政府高度重视，专题部
署、高规格推进。成立了以区长任组长，常务副

区长和分管副区长任副组长、19个部门主要领
导为成员的高规格创建领导小组，狠抓“一把手”
工程。并将创建工作作为提升食品安全治理水
平有效的载体、创新的平台、重要的抓手，采取召
开党委常委会、政府常务会、部门联席会、现场办
公会、工作专班调度会，实行定期督查、每月通报
等方式，研究重难点问题，督查督办工作任务落
实情况，以党委、政府责任落实推动创城责任落
地，为食品安全工作提供强有力的组织保障。

同时，该区还出台了一系列制度，将“四有两
责”落实作为创建工作的最根本保障。完善监管
体制，增加乡镇编制，提高基层监管能力。为18
个乡镇基层监管机构调剂新增了72个行政编
制，并增设18个正科级领导职数，招录了18名
专业对口的大学毕业生充实监管队伍，初步建立
起了区、乡、村三级监管体系。强化长效监管制
度，在食品“三小”监管、追溯体系管理等重难点

问题上用劲发力。加大经费投入，补足基层所基
础设施不足、设施装备短缺等“短板”，落实了示
范创建工作经费350万元，乡镇、街道落实经费
400余万元……

真抓实干 示范引领效应凸显

食品安全监管战线长、涉面广，监管难度
大。2017年，涪陵正是靠着真抓实干的精神，打
响了创建攻坚战，成为探索食品安全治理路径的

“排头兵”，让示范作用日益凸显。
其中，部门合力显著得到进一步增强。该区

通过组建涪陵区食品药品安全委员会，进一步完
善了任务明确、责任明晰的监管部门责任体系，
有效凝聚了监管合力。去年全年先后召开部门
协调会11次，解决重点难点问题30余项，安排
部署全区性整治工作9项，组织开展联合执法行

动5次。
同时，保障水平明显提升。该区在全区食用

农产品基地、农贸市场、超市等建立了11个快检
室，2017年全年共完成食品抽检4440批次，食
品抽检合格率从2014年度的97.6%提升到2017
年度的99.1%，不合格产品核查处置率达100%；
去年全年立案查处食品违法案件363件，收缴罚
没款449.34万元，案件办结数量较前一年提高
16.5%。

另一方面，监管难点变亮点。创新建立定科
定所、定人定片“双定”食品安全日常监管责任
制、制定并实施《食品药品行政执法记录全过程
制度》、网格化管理、实行3分定量考核，以及创
新建立了“外派学习—顶岗培训—实作指导—所
办联动”“四位一体”的基层食品药品队伍培养模
式等亮点频现，成为我市食品安全示范创建中的
响亮名片。

在创建活动中，食品安全整体满意度也由
创建初期的50.1提升至如今的66以上，群众获
得感相比以前得到显著提高。如今在涪陵大地
上，响应民生需求、勇于创新、敢于担当、注重实
效的食药监人，正谱写出食品安全共治共享的
新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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