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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演出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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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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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代滑稽戏《顾家姆妈》

演出时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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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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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讯 （记者 李珩）虽然是大太阳，但天气还是冷
冷冷。1月10日，据重庆市气象台预计，今明两天重庆各
地将持续暖阳相伴，但多地最低气温将在0℃以下。

1月8日，市气象台拉响今年首个霜冻预警，到了9日
“三九”首日，全市大范围气温又再创新低。实况监测显
示，除黔江和石柱外，其余区县均创下了入冬以来的气温
新低。主城最低气温也仅2℃，综合历年数据来看，主城的
最低气温创下了自1985年以来的“三九天”首日最低值。

据市气象台预计，今明两天重庆东部大部及中西部的
大足、荣昌、渝北、綦江、万盛、南川等地的最低气温将在
0℃以下，不过暖阳相伴，最高气温也将缓升至12℃。后天，
霜冻天气结束，全市各地天气也将由多云逐步转为阴天。

气象专家提醒，今明两天重庆持续低温霜冻天气，各
地务必做好农作物的防冻工作。同时，今明阳光较好，有
条件的市民可抓住机会外出晒晒太阳。

主城“三九天”首日
创下自1985年以来

最低温
今明多地最低气温降至0℃以下

本报讯 （记者 陈波）1月10日，重庆日
报记者从市民政局获悉，近段时间我市出现的
大幅降温天气，导致12个区县出现低温冷冻灾
害，52006人受灾，直接经济损失5270.3万元。
市民政局已提前下拨棉被、棉大衣等救灾物资，
帮助受灾群众抵御低温冷冻灾害。

据了解，连日来，我市多地出现低温天气，
城口县城最低气温达-6℃，巫溪、开州、梁平、垫
江、酉阳、秀山、綦江、万盛、北碚、潼南、大足、荣
昌等12个区县城区最低气温-3～-0.4℃，其余
地区最低气温0～3℃，导致部分区县发生低温
冷冻灾害。

据悉，此次灾害导致合川区古楼镇枇杷园
损失较重，枇杷受灾面积1667公顷，成灾面积
1500公顷，直接经济损失达4200万元；开州
区白泉乡18000株马尾松受灾，南门镇3000

亩未采摘的柑橘受损；万盛经开区石林镇茶
园村一饮水管道冻裂，造成 600 余人饮水困
难。

据统计，此次低温冷冻灾害已导致我市合
川区、开州区及万盛经开区52006人受灾；农作
物受灾面积3570.07公顷，其中绝收面积15.87
公顷；直接经济损失5270.3万元。

灾害发生后，市民政局密切关注灾情发展，
及时收集、统计、上报灾情，指导受灾区开展救
灾工作，切实保障好受灾群众基本生活，保证受
灾群众有热饭吃、有冬衣穿、有温水喝、有保暖
的临时安全住处、有病能及时就医。

各受灾区县民政局也及时派出工作组赶赴
灾害现场调查核实灾情，会同农业部门评估农
经作物损失情况，提前下拨棉被、棉大衣等救灾
物资，帮助受灾群众抵御低温冷冻灾害。

重庆12个区县
遭受低温冷冻灾害

市民政局提前下拨棉被、棉大衣等救灾物资

本报讯 （记者 李星婷）2018年高校招收保送生
工作已拉开帷幕。1月10日，重庆日报记者从市教育考
试院获悉，根据教育部有关规定，省级优秀学生等五类
考生具有保送资格。不过，从2020年起所有高校停止
省级优秀学生保送生的招生。

据了解，凡教育部公布的2018年全国普通高等学校
名单中的高校均有资格招收保送生。其中，省级优秀学

生、中学生学科奥林匹克竞赛国家集训队成员、部分外国
语中学推荐优秀学生、公安英烈子女、退役运动员等五类
考生具有保送资格。

重庆日报记者了解到，按照保送程序，具备保送资
格的考生应向有关学校或部门提出保送申请，经审核确
认并通过多级公示后，参加有关高校组织的保送生综合
考核。高校确定拟录取保送生名单并进行公示。省级

招生考试机构于普通高校招生全国统一考试前，对拟录
取保送生信息进行审核确认，办理录取手续，已确认保
送录取的学生将不再参加普通高校招生全国统一录取。

不过，值得注意的是，按照教育部要求，对2017年
秋季及以后进入高中阶段一年级的学生，将取消省级优
秀学生保送资格条件，2020年起所有高校停止省级优
秀学生保送生的招生。

五类学生2018年高考可获保送资格

2020年起高校停止省级优秀学生保送生招生

➡1月10日，重庆当代力帆足球俱乐部发布官方消息称，已与尹聪耀签订了
合同，宣告其正式加盟当代力帆。 （记者 黄琪奥）

尹聪耀加盟重庆当代力帆

本报讯 （记者 任雪萍）“路，还是
路！这千百年来，我们独龙族，就栽在没
有路上！”“只有修路，才能使我们这个民
族具有造血的机能。”1月10日晚，由云
南省话剧团倾力打造的大型话剧《独龙天
路》在国泰艺术中心上演，为重庆观众讲
述了云南怒江傈僳族自治州独龙族乡亲，
在老县长高德荣的带领下，如何坚持修
路，建设幸福家园的动人故事。

话剧《独龙天路》以云南怒江州独龙
族头人、全国优秀共产党员高德荣为原
型，以独龙族人民生产生活的变化和高德
荣带领乡亲们修路架桥、发展生产、脱贫
致富、保护本民族文化为主线，再现了当
地人民走出蛮荒之地、建设美好家园的追
梦历程。

重庆日报记者在现场看到，随着音乐
响起，舞台上的云南少数民族地区风情越
来越浓，别具风格的服饰、巍峨的群山、奔
腾的独龙江，让人仿佛置身美丽的云南。

不仅舞台写实，台词也非常接地气儿，“只
有不要脸才能挣到脸”等谐谑的台词赢得
观众阵阵掌声。

“我觉得这个剧与以往主旋律题材的
话剧有些不同，它没有大的口号，也没有
刻意渲染，却让人与演员产生了同样的情
绪：要发展，就要修路，就要保留好当地的
民族特色。”观众李丽称。

“我们就是用真实、真诚的话让观众
感受到独龙人坚持修的不仅仅是一条路，
而是代表了独龙人对未来幸福生活的追
求，对本民族文化传承与坚守的情感。”该
剧导演杨昕巍说。据悉，该剧11日晚还
将在国泰艺术中心上演。

再现独龙族建设美好家园的追梦历程再现独龙族建设美好家园的追梦历程

话剧话剧《《独龙天路独龙天路》》在渝上演在渝上演

1月10日，彭水润溪乡，一辆
农村客运班车从银装素裹的高山
上经过。针对近期的冰雪灾害，
该县交通管理部门在加强农村地
区客运驾驶员安全教育培训的同
时，及时掌握客运线路沿线天气
情况，提高对多雾、易结冰路段的
安全管控，保障高海拔农村地区
居民的出行安全。据介绍，截至
2017年底，该县已建成农村客运
招呼站（点）357个，实现全县241
个行政村全部通客车，切实解决
群众出行问题。

记者 崔力 摄

冰雪中的
农村客运车

1月10日晚，由云南省话剧团打造的大型话剧《独龙天路》在重庆国泰艺术中心
上演。 记者 熊明 摄

本报讯 （记者 匡丽娜）1月10
日，重庆日报记者从市教委获悉，重庆
市中小学生从1月27日起放寒假，下
学期于2月26日正式上课。市教委要
求，各中小学在寒假期间，小学一二年
级不布置书面作业，各中小学不得集
体补课。

近日，市教委印发了《关于做好
2018年中小学幼儿园寒假有关工作的
通知》，该《通知》要求各区县教育部门
和中小学、幼儿园要严格遵守党风廉政
建设和依法从教有关规定。严格遵守
财经纪律，严禁违反规定发放津贴、补
贴、奖金和实物。严格执行廉洁从教要
求，严禁违规收受学生及家长礼品礼金
消费卡等，严禁接受管理服务对象的宴
请或者旅游、健身、娱乐等活动安排。

遵守减轻学生课业负担的规定。
严格控制学生寒假作业量，小学一、二
年级不布置书面作业，其他年级可根

据学生实际布置适量寒假作业。各中
小学在寒假期间不得以任何名义和形
式组织学生集体上课、补课。中小学、
幼儿园教师不得动员、组织学生参加
各类辅导班和培训班，禁止教师私自
办班、有偿补课等违规行为。高三年
级如有特别需求，补课时间不得超过
一周，但严禁收取任何费用。

不得违规考试招生。寒假期间，
各中小学不得开展招生登记、报名、考
试等工作，也不得利用任何社会机构
名义举行考试招生。中小学、幼儿园
不得在假期将校舍及设施设备租借给
社会机构、学术团体和个人举办各类
补习班、培训班和招生考试。

市教委相关负责人表示，各区县
教育行政部门要加大监督执法问责力
度，对发生严重违规违纪行为造成严
重后果或恶劣影响的，要严肃进行责
任追究。

小学一二年级不布置书面作业
我市各中小学27日起放寒假

商业、住宅类

序号

18005

18006

备注：1、土地面积以实测为准；2、竞买人取得《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成交确认书》后2个工作日内申请办理订立《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逾期则《国有建设用
地使用权成交确认书》自行失效。

土地位置

巴南区李家沱组团A、B分区A01-3/05、
A01-4/05、A01-6/05、A01-7/05、A01-
9/05、A02-2/05、A02-4/05、A02-5/05、
B10-1/05、B10-3/05、B10-4/05、B10-

7/05号宗地

巴南区界石组团M分区M38-3/02、M39/
02号宗地

用途

二类居住用地、
商业用地、商务

用地

二类居住用地

土地面积
（㎡）

275420

91572.4

总计容建筑面积
（㎡）

≤816669.2

≤157742.9

最大建筑密度

按规划要求

按规划要求

绿地率

按规划要求

按规划要求

出让价款起始价
（万元）

322721

55211

备注

该宗地总用地面积
413亩，其中二类居
住用地286亩，商业
用 地 和 商 务 用 地
127亩。

重庆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
重庆联合产权交易所集团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公开出让公告

2018-2

根据《招标拍卖挂牌出让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规定》，现对以下拟供应宗地按出让年限商业40年、办公40年、住宅50年、工业50年予以公
告，公告时间为2018年1月11日12：00－2018年1月31日12：00。公告时间内有2家以上（含2家）申报的，将择日采取招标拍卖方式确
定受让方；公告时间内有1家申报的，将挂牌出让。招标拍卖日期另行通知。请有意受让者在公告截止前到重庆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重庆
联合产权交易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土地和资源交易分中心索取出让具体要求和相关资料并进行报名，联系电话：63650270、63656187
（FAX），地址：重庆市北部新区龙睛路2号凯比特大厦A1栋1楼，联系人：王先生。出让人：重庆市国土资源和房屋管理局，地址：重庆市渝
中区人和街99号。

详情请登录重庆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重庆联合产权交易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网站：www.cqggzy.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