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水 电 气

本报讯 （记者 白麟）国庆、中
秋“双节”将至，为确保节日期间全市
水、电、气稳定优质供应，我市电力、
燃气、自来水供应单位连日来推出一
系列保供举措，让市民过好“双节”。

重庆燃气集团将严格实行24
小时值守，做好气源调度、管网巡
查、入户安检等各方面工作。市民
如有用气问题需要帮助，可拨打重
庆燃气24小时服务电话：966777。

国网重庆市电力公司安排了
101支红岩共产党员服务队、40台
应急发电车24小时待命，3000余
名员工在岗值守，确保节日供电万
无一失。

市自来水公司将保证抢修热线
24小时畅通，各营管所营业网点营
业时间调整为9：00-16：00。市民
如遇用水问题，可拨打“渝水情”客
服热线966886求助。

供应单位24小时待命

“双节”期间我市水电气有保障

文 化

出 游

价格投诉 12358 消费者申诉举报 12315 电力投诉 95598 自来水投诉 966886 燃气投诉 67850498 电信用户申诉 12300 质监投诉 12365 交通服务热线 96096 旅游质量投诉 63866315 建筑安全文明施工投诉 63672076

机构名称：泰康人寿保险有限责任公司重庆渝中支公司
机构负责人：曾姝 机构编码：000020500103
机构原住所：重庆市渝中区民生路235号附1号第50层1、2、3、4、

5、6单元及第48层1、2-1-1、6单元
机构现住所：重庆市渝中区民生路235号附1号第50层1、2、3、4、

5、6单元及第48层1、2-1-1、6单元，邹容路141-
155单号A幢8-3#

成立日期：2003年04月01日 邮政编码：400010
联系电话：63650676
业务范围：个人意外伤害保险、个人定期死亡保险、个人两全保

险、个人终身寿险、个人年金保险、个人短期健康保险、
个人长期健康保险、团体意外伤害保险、团体定期寿
险、团体终身保险、团体年金保险、团体短期健康保险；
为境内外的保险机构代理保险、检验、理赔等业务；保
险咨询业务；经中国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批准的其他
业务。

发证日期：2017年09月18日
发证机关：中国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重庆监管局

保险业务机构地址变更公告
机构名称：泰康人寿保险有限责任公司重庆江北支公司
机构负责人：常张跃 机构编码：000020500105
机构原住所：重庆市江北区建新南路1号中信大厦20-8、20-9-1、

20-9-2
机构现住所：重庆市江北区建新南路1号20-8、20-9-1、20-9-

2、16-1、16-2、16-3、16-9-1
成立日期：2012年07月25日 邮政编码：4000020
联系电话：67515120
业务范围：个人意外伤害保险、个人定期死亡保险、个人两全保

险、个人终身寿险、个人年金保险、个人短期健康保险、
个人长期健康保险、团体意外伤害保险、团体定期寿险、
团体终身保险、团体年金保险、团体短期健康保险；为境
内外的保险机构代理保险、检验、理赔等业务；保险咨询
业务；经中国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批准的其他业务。

发证日期：2017年09月18日
发证机关：中国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重庆监管局

保险业务机构地址变更公告

9月28日23时15分，由国网重庆
经研院负责建设管理的渝黔铁路重庆
沙堡牵牵引变220kV外部供电工程渝
牵北线竣工投运，电源注入渝黔铁路綦
江东牵引站。

渝黔铁路是促进重庆、贵州两省市
经济快速发展的重要交通干线，是加强
西南、西北、华南三大经济区合作，进一
步扩大对外开放的重大基础建设项

目。铁路起于重庆枢纽西站，途经珞
璜、綦江、赶水至贵州。

沙堡牵牵引变工程系渝黔铁路系
列送出工程中的一个子项，与9月先
期投运的綦江东和烧炭嘴牵引变
220kV 外部供电工程共同为渝黔铁
路今年10月联调、联试提供可靠电源
保障，为渝黔铁路今年底顺利通车创
造了有利条件。 何文斌 何莎莎

国网重庆经研院：
渝黔铁路重庆沙堡牵牵引变220kV外部供电工程竣工投运

机构名称：泰康人寿保险有限责任公司重庆分公司
机构负责人：阮宏生
机构编码：000020500000
机构原住所：重庆市渝中区民权路28号16、17层
机构现住所：重庆市渝中区民权路28号16层，17层，18层4、5号房
成立日期：2002年04月25日
邮政编码：400010 联系电话：63722333
业务范围：个人意外伤害保险、个人定期死亡保险、个人两全保险、个人终身寿险、个人年

金保险、个人短期健康保险、个人长期健康保险、团体意外伤害保险、团体定期
寿险、团体终身保险、团体年金保险、团体短期健康保险；为境内外的保险机构
代理保险、检验、理赔等业务；保险咨询业务；经中国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批准
的其他业务。

发证日期：2017年09月25日
发证机关：中国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重庆监管局

保险业务机构地址变更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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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 王伟）9月30
日，记者从市防汛抗旱指挥部获悉，

预计9月30日20时至10月4日08
时，我市有一次较强降雨天气过程。

国庆前期我市新一轮强降雨来袭

天 气

本报讯 （记者 夏婧）9月30
日，龙头寺公园内的重庆两江美术
馆人山人海，首届“巴山蜀水”川渝
中国画名家作品展在此开幕。

重庆日报记者在现场看到，此
次展览集合了大批名家作品，不仅
有周顺恺、陈航、戴卫、彭先诚、叶
瑞琨等活跃在当今画坛上的川渝

名家之作，还有陈子庄、苏葆桢、晏
济元等已故川渝名家的真迹。值
得一提的是，孙其峰、黄永玉等5
位非川渝地区的中国著名画家，也
作为特邀艺术家为展览提供了自
己的珍贵画作。

据悉，此次展览将持续至10月
7日，市民可免费参观。

国庆去龙头寺公园看名家画展
首届“巴山蜀水”川渝中国画名家作品展开幕

本报讯 （记者 夏婧）长达8
天的国庆假期怎么过？在重庆主城
就有近10台大戏等着你。重庆日
报记者获悉，10月 1日至 10月 8
日，从交响乐到川剧，从市内演出团
体到国外乐队，假期好戏不断。

据了解，10月1日，大型传统
剧目《新辕门》将在重庆川剧艺术中
心上演，该剧导演兼主演胡瑜斌是
中国戏剧梅花奖获得者，曾获首届
汤显祖小戏小品大赛导演奖，可谓
功力深厚。10月2日，重庆川剧艺
术中心还将上演一场特别的“川剧
音乐会”，将邀请重庆著名说书人袁

国虎现场助兴。
10月3日，挪威神秘乐团将亮相

重庆大剧院，开启其中国巡演的重庆
站；10月6日，一场交响乐会与一场
小提琴演奏会将同时亮相重庆——
当晚，“亲吻祖国”国庆音乐会将在重
庆市歌剧院上演，而盛中国小提琴演
奏会也将奏响重庆大剧院。

假期演出，话剧当然也不能
少。10月7日，话剧《盗墓笔记III：
云顶天宫》将登陆重庆大剧院。10
月8日，渝州大舞台2017年秋季送
演出下基层活动将分别在北碚区、
九龙坡区举行。

国庆假期好戏连台

本报讯 （记者 韩毅）9 月
30日，重庆日报记者从我市多家
旅游机构获悉，国庆中秋长假，有
出行意愿但未选定行程的市民目
前还有机会“淘”到旅游尾单，且价
格实惠。

针对一些出团量大的热门线
路，旅行商往往采取包机形式降低
机票成本。在临近发团时，若有旅

客因故退团或团未组满，商家为最
大程度保证满座率，会抛出低廉价
格招揽游客应急，这在行业中被称
之为旅游尾单。

据介绍，出境游“捡漏”需要游
客证照齐全，出游目的地要选择免
签或落地签的国家和地区，游客可
根据自己假期时间安排，选择自己
中意的产品。

捡漏出游更实惠

本报讯 （记者 韩毅）9月30
日，市旅游局发布国庆中秋长假旅
游提醒，赴泰国、俄罗斯、巴厘岛的
行程将会有变化，游客要格外注意。

泰国先王普密蓬遗体将于近
期火化。10月1日至29日期间，大
皇宫及玉佛寺将着手准备葬礼，不再
对外开放。我市赴泰旅游的游客要
注意曼谷旅游行程的变化，要尽量穿
黑色或白色等素色服装。

印尼巴厘岛阿贡火山地壳活动
近期持续增强，印尼地质局减灾中
心9月22日将其警戒级别提升至
最高级第四级。如火山爆发，将可
能影响进出巴厘岛机场的航班。

俄罗斯VIM-Avia航空公司
与机场发生债务纠纷，致使该公司
航班大面积延误，造成乘客大量滞
留机场。我市组团旅行社最好暂停
与该航空公司的包机合作。

市旅游局发布长假旅游提醒

赴泰国、俄罗斯、巴厘岛行程有变化

本报讯 （记者 夏婧）10月1日至4日，
第九届中国西部动漫文化节将在重庆悦来国际
博览中心举行。作为与杭州国际动漫节、东莞
动漫游戏展齐名的动漫展会，中国西部动漫文
化节已经成为具备国际视野的国际性动漫综合
大展，同时也是我市重要的文化品牌。

据了解，中国西部动漫文化节是西南地区
最大规模和最高档次的动漫游戏类综合展会，
由重庆广播电视集团（总台）主办。此次动漫节
总展出面积达5万平方米，展出场馆分为特展
馆、同人展和Live秀、电竞馆等。

重庆日报记者了解到，此次动漫节耍事多、
视野广。为增加动漫节的文化多样性，组委会
特增设创业创新展、非物质文化遗产展、“一带
一路”文旅融合展等。此外，组委会从全国19
个赛区数十万名选手中选拔出的优秀选手，将
参加现场举行的中国 Cosplay-top 榜总决
赛。与此同时，世纪诺亚、方圆之间、血盟、橘子
山、SCA五家顶级服装道具团队将携专业CO-
SPLAY道具与服装亮相现场，展会现场每天还
有上百套COS服装免费提供给重庆动漫迷现
场拍照。

当然，现场的正版游戏、名人签售、组品展
览也不容错过。如漫画《中国惊奇先生》的正版
手游将首次亮相中国西部动漫文化节，作者权
迎升还将进行现场签售。

据悉，今日上午，第九届中国西部动漫文化
节现场还将举办“媒体技术融合与动漫产业发
展交流会”。

第九届中国西部
动漫文化节今日开幕

本报讯 （记者 李星婷 通讯员 段雪梅）9月30
日，历时8年打造的奉节县夔州博物馆正式对外开放。该
馆主要展示奉节的历史、文化、地理面貌等，并建有专门的

“诗词巅峰”单元，体现出该县的诗词文化特质。
夔州博物馆位于该县夔门街道白帝城风景区附近，该馆

投入5000多万元建设，展厅面积2000余平方米。展厅以奉
节历史为主线，共3个展厅9个单元、500多件展品。展出的
文物绝大多数都是第一次与观众见面，如峡江地区迄今发现
最大的楚式青铜大鼎、惟妙惟肖的宋三彩等。

“据不完全统计，历代曾有1000多名诗人在夔州（今
奉节）写下1万余首诗。”夔州博物馆负责人雷霆军说，因此
博物馆建有专门的“诗词巅峰”单元，采用VCR、配乐、朗诵
等多媒体方式，对精选的4000余首古诗进行呈现，观众可
以按照朝代、诗人等进行分类点播。

据悉，夔州博物馆的开放时间为上午9点至下午5点，
市民可免费参观（周一闭馆）。夔州博物馆附近还有包括
大成殿、鲍公馆等文物在内的夔州古建筑群，这些古建筑
群也与夔州博物馆同期免费开放。

用多媒体方式展现4000余首古诗
奉节县夔州博物馆正式开放

旅行途中，很多人除了欣赏美景，最喜欢的就是品
尝当地特色美食。那么，国庆中秋长假，外地游客来到
重庆，怎样才能体验到正宗的“重庆味道”呢？别犯愁，
重庆日报记者梳理了重庆的多种“网红小吃”，赶快来看
一看吧！

小面 说到重庆给人的印象，人们肯定首先想到的是
火锅、桥都、山城等。而事实上，在重庆美食中，有一种传
统特色小吃比火锅更普及，那就是重庆小面。重庆的大街

小巷，遍布小面馆。随便走进一家，你就能品尝到麻辣小
面、牛肉面、肥肠面、杂酱面等各种口味地道的面条。

酸辣粉 酸辣粉是重庆传统名小吃，历来就是重庆
人的最爱之一。其采用红薯粉条为原材料，配以油辣子
海椒、花椒、姜葱蒜、醋等调料及特制臊子，具有“麻辣鲜
香，油而不腻”的特点，素有“天下第一粉”的美称。

山城小汤圆 重庆老字号小吃，以猪油、白糖粉、黑
芝麻粉等制作而成。看上去小巧玲珑，吃起来香、甜、
软、糯、滑、嫩。如果你来到重庆，一定要去解放碑八一
路好吃街品尝一下最正宗的山城小汤圆。

磁器口陈麻花 一种自清朝末年开始在巴渝大地
流传的传统小吃，具有香、酥、脆、爽，久放不绵的特点。

有原味、椒盐、麻辣等10余种口味，老少皆宜。
怪味胡豆 当酸、甜、麻、辣、咸五味同时“纠缠”在

一起时，便诞生了一种新味型——怪味。而重庆怪味胡
豆，就是具有这样一种怪味的传统小吃。将胡豆用油酥
后穿上糖衣，依然有些硬度，但不粘手、不油腻。入口
时，你需先用大牙将之压碎，然后可感受到麻、辣、酸、
甜、咸、鲜、香、脆的种种滋味。

油茶 这是一种极具重庆特色的美食，通常只有在
小吃摊上才能买到，因而并不被外地人所熟知。但很多
来重庆吃过油茶的网友，都对它念念不忘。它是在米糊
上面撒上香脆的油炸馓子，再配以特制的调料制作而
成。其特点是粘稠鲜亮，麻辣香脆，油而不腻。

来重庆玩，千万别错过这些网红小吃
本报记者 黄光红

本报讯 （记者 杨永芹）9月
30日，来自重庆高速集团的消息
称：30日下午14时起，我市高速公
路迎来自驾出行高峰，其中前往四
川、湖北、湖南、贵州、广西、陕西等
方向车辆较多。

重庆高速集团称，从9月30日
我市高速公路车流量看，易拥堵路
段主要集中以下区域：G85渝昆高
速（成渝路）西环至永川、G93成渝
环线（渝遂路）高滩岩至铜梁、G50
沪渝高速（渝长路）东环至长寿、
G75兰海高速（渝武路）北环至合
川、G75兰海高速（渝黔路）南环互
通至綦江和G65包茂高速（渝湘
路）南环互通至南川等路段。

10月1日，我市高速公路将迎来
黄金周车流出行最高峰，日行车辆可
能突破135万辆次，请市民错峰出行。

10月1日
高速公路将迎来
车流出行最高峰

本报讯 （首席记者 张珺）记者9月30日从市公安局交
巡警总队获悉，国庆中秋假期将至，重庆交巡警收集整理了我

市28处道路交通隐患点段，希望广大市民途经以下路段时注
意谨慎驾驶，确保行车安全。

重庆交巡警公布国庆出行道路交通隐患路段

2017年国庆出行道路交通安全隐患路段提示

9 月 30 日，南
川区慢谷森林花
园举办菊花文化
节活动，吸引市民
前 来 赏 菊 游 玩 。
慢谷森林花园国
庆期间举办菊花
文化节活动，邀请
游客来此赏菊游
玩。
通讯员 胡波 摄

国庆菊花展
花香醉游人

欢 度 国 庆 中 秋

交 通

项目名称：重庆市江北区唐家沱J
分区j07-1-4、j07-1-8号地块控规一
般技术性内容修改

项目位置：重庆市江北区唐家沱J
分区j07-1-4、j07-1-8号地块

申请单位：重庆市规划局江北区分局
公示时间：2017年10月1日-10

月7日
公示地点：重庆市规划局江北区分

局、建设项目现场、重庆市规划局展览
馆公示厅

咨询电话：67745848

规划公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