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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 黄琪奥 实习生 林
曦玺）市民健身将有新去处了。1月23日，
重庆日报记者从在璧山举行的重庆市城市
体育公园现场会上获悉，未来三年，我市将
兴建50个城市体育公园，力争实现每个区
县至少有一个城市体育公园。

根据占地面积和可开展运动数量的不
同，城市体育公园分为大、中、小、微型四个
等级，其中，除微型以外，其他三类公园都需
要建设多块专业标准场地。

“随着近年来市民健身热情的日益高
涨，我市公共体育设施供给能力不足的问题
已然凸显。”重庆市体育局相关负责人表示，
为解决这一问题，市体育局于去年7月出台
了《重庆市城市体育公园资助管理暂行办
法》，决定对符合条件的大、中、小型城市体
育公园分别给予最高500万元、300万元和
200万元的资金补助，以此来推动和促进全
市城市体育公园建设。

去年，市体育局共收到8区县申报的申
请资助城市体育公园项目11个，经过资料
审核、现场复核、结果公示和局长办公会议
审议等程序，决定授予璧山区东岳体育公园

“2017年市级城市体育公园”的称号，并给
予项目一次性补助资金500万元。

重庆未来三年将建50个城市体育公园
力争实现区县全覆盖

本报讯 （记者 黄琪奥 实习生 林
曦玺）过年不知道去哪里，那就来三峡博物
馆看展览吧。1月23日，重庆日报记者从重
庆中国三峡博物馆获悉，作为该馆“新春文
化系列展”的重要组成部分——“新春文化
系列展：福犬迎春”展览将于今日腊八节当
天，在该馆拉开帷幕。

重庆日报记者了解到，本次“福犬迎春”
展览共展出与生肖狗和春节民俗相关的馆
藏文物200件，包括三峡博物馆收藏的185
件文物珍品，涉及陶瓷、玉器、年画、剪纸等
多个类别，其中绝大多数为首次与观众见
面。整个展览分为生肖物语、灵犬百相、年
俗风情三个部分，分别讲述生肖的起源与影
响、狗在中国人生活中所扮演的角色，以及
过年的新旧习俗。

在展出的众多文物中，首度与市民见面
的东汉彩绘陶狗吸引了重庆日报记者的注
意，这只陶狗不仅色彩绚丽、做工精致，仔细

端详，还能看到其红色项圈和额头上精雕细
琢的褶皱，可谓惟妙惟肖。“这只陶狗最初出
土于丰都，可谓是一只千年萌宠。”三峡博物
馆有关负责人介绍，狗年来临之际，他们还
以它的形象为原型，开发了一款全新的卡通
形象——“汪德福”，并借此推出了包括帆布
袋、纸巾袋、U形枕、手机袋在内的文创产品，
让市民能更好了解生肖狗背后蕴藏的丰富
文化内涵。

除了能看到这些精美的文物外，重庆日报
记者了解到，春节期间，三峡博物馆还将结合
春节传统习俗和此次展览，推出包括“DIY花
灯”“腊八五谷画”“拓印年画”在内的一系列体
验活动，届时市民不仅可以亲手制作花灯，还
可以“汪德福”为蓝图，制作一系列富含狗元素
的作品，从而度过一个充实的狗年春节。

据悉，本次展览将持续到3月25日，在
此期间，感兴趣的市民可去三峡博物馆免费
参观。

汉代彩绘陶狗首度与市民见面
腊八节去三峡博物馆看“福犬迎春”展

今年，重庆中国三峡博物馆将举行
哪些展览？重庆日报记者在昨日了解
到，今年，这里除将继续举行壮丽三峡、
远古巴渝、重庆：城市之路、抗战岁月等
常设展览之外，还将举行王的盛筵：西南
青铜礼乐文化展、中国画·绘画大师抗战
时期作品系列展之：回望归鸿——徐悲
鸿抗战时期绘画作品展等多项重磅展
览。

展览名称：风流清逸，萧疏奔放——
吉林省博物院藏“南张北溥”书画特展

时间：2018年5月-7月
地点：4楼临时展厅
看点：张大千与溥儒两位先生是近

现代以来活跃于中国画坛的两位名家，
他们凭借自己的画笔，对中国画的发展

产生了巨大影响。此次展览将展示张大
千先生早中期作品及溥儒先生一部分带
有“嘉榞”上款的绘画作品，让观众能近
距离接触大师的作品，了解这些作品背
后的故事。

展览名称：世界文明与艺术系列展
之中非珍品雕像艺术展

时间：2018年6月9日-9月9日
地点：1楼临时展厅
看点：本次展出的120件木雕展品

均来自不同年代，将系统展示刚果王国
中12个不同风格区域的木雕艺术类型，
从而让观众能更好了解非洲木雕艺术。

展览名称：回望归鸿——徐悲鸿抗
战时期绘画作品展

时间：2018年8月15日-11月18日

地点：4楼临时展厅
看点：此次展览展出作品均为徐悲

鸿抗战时期的鸿篇巨制：《愚公移山》《巴
人汲水图》《负伤之狮》《六骏图》《泰戈
尔》《喜马拉雅山》等。这些作品在70多
年后，再次回到重庆，将让观众跟随大师
的足迹，重回那些尘封已久的过往。

展览名称：王的盛筵：西南青铜礼乐
文化展

时间：2018年9月-2019年4月
地点：1楼临时展厅
看点：本展览将通过对区域内最高

等级王室、贵族文化的展示，延伸出“秦
灭巴蜀”“汉武帝开发西南夷”两件早期
西南地区重大历史事件，真实展现西南
地区融入华夏版图的进程。

2018，三峡博物馆这些展览不容错过
新闻链接>>>

1月23日，市民在新建的璧山区东岳体育公园健身。 记者 卢越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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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 李珩）1月24
日是腊八节，重庆将笼罩在阴雨低温
中。据市气象台预计，受新一轮强冷
空气影响，我市局地降温幅度将达
9℃，全市最低气温将跌至-6℃左右。

据最新气象资料分析，1月23日

夜间至26日，重庆将有一次明显降
温、降雨（雪）天气过程，东南部、中西
部偏南地区及东北部偏东地区日平均
气温将下降6～9℃，最低气温将降
至-6～-2℃，其余地区平均气温下降
5～7℃，最低气温将降至-2～2℃。

重庆最低气温将降至-6℃

本报讯 （记者 杨铌紫）小小
暖心包，让母亲感受冬日的温暖。
1月22日，市妇联“让母亲温暖过
冬”母亲邮包发放活动在江津区蔡
家镇福德村举行。活动仪式上，市
妇联向50位贫困母亲代表发放“母
亲邮包”，为她们送去冬日的温暖。

作为受助贫困母亲代表，家住
江津蔡家镇福德村二社的古锡辉在
当天领到了“母亲邮包”，她说，“去
年全家实现了脱贫摘帽，但仍然得
到党和政府的关心，继续享受低保
户政策，这次妇联组织又送来了充
满关爱的邮包，非常感动！”

50位贫困母亲获赠“暖心包”

本报讯 （记者 夏元）1月23
日，重庆市西部水资源开发有限公
司揭牌成立。该公司将牵头启动渝
西水资源配置工程建设、运营和管
理，保障区域供水安全。

渝西地区包括永川、大足、荣昌
等11个区，幅员面积1.25万平方公
里，人口948万。此前，该区域水资
源总量和人均水资源量均低于重庆
全市平均标准。为此，国家水利部，
市委、市政府对渝西水资源配置工

程进行多次专题研究。
据悉，渝西水资源配置工程分

为提水建设、水库建设两部分，具体
项目包括续建安居、小沔2座泵站，
新建长江金刚沱、嘉陵江草街等7
座泵站等，计划新增提水流量50.28
立方米/时，新增提水供水量12.99
亿立方米；通过实施建设渝西地区
54座水库，计划新增供水量1.45亿
立方米，解决偏远、高海拔地区人民
群众“用水难”。

保障区域供水安全

渝西水资源配置工程启动

本报讯 （记者 周尤）1月18日，
由共青团南岸区委等主办的“全民阅读·
青听南岸”——读·幸福《南书房》一周年
主题活动，在南滨路精典书店举行。

活动现场，来自南岸区的知名作家以

及读书节目《南书房》的往期嘉宾等汇聚
一堂，围绕“幸福南岸·共同缔造”这一主
题，分享了对“幸福”的感悟，朗读了自己
写下的对生活的理解和体会，吸引了近
200名青年参与。活动现场，爱心企业还

为听障儿童赠送了绘本作为新年礼物。
据介绍，本场读书活动是“全民阅读·

青听南岸”留声阅读大赛的线下特别活
动。大赛于2017年12月2日正式启动，
截至目前，累计参与人数已达36821人。

南岸举行“全民阅读·青听南岸”一周年主题活动

本报讯 （见习记者 崔曜）1
月23日，重庆日报记者从重庆机场
集团获悉，2018年春运将于2月1
日拉开帷幕，重庆机场预计迎送旅
客495万人次。

据介绍，春运将为期40天，重
庆机场预计起降航班3.3万架，迎
送旅客495万人次，日均旅客吞吐
量约12.4万人次。节前客流高峰
预计出现在2月10日左右，节后返
程高峰预计在2月25日前后。

春运期间，重庆机场将加开至
广州、深圳、汕头、海口、三亚、厦门、
杭州、兰州、合肥、大连、台北、澳门
等航班，共计约450班次。另外，重
庆机场还将新增前往河内、合艾、兰
卡威等地的国际航班。

运力方面，国航、南航、海航等航
空公司将在广州、深圳、海口、三亚等
航线上增加波音787、波音777、空客
330等宽体机。今年春运期间共有
近15架宽体机投放，创下历史新高。

春运期间，旅客办理值机服务
也更加方便。出港旅客除了可在候
机楼内值机柜台人工办理乘机手续
以外，还可以选择自助值机系统、微
信及网上值机平台办理乘机手续。
重庆机场在T2、T3航站楼内共设
置了超过100台自助值机系统，可
以满足高峰时期旅客的需求。

此外，重庆机场长途汽车站将
新增至长寿、奉节、威信班车，恢复
至万州、开州班车，加密泸州、宜宾、
自贡等线路班次。

春运期间

重庆机场预计迎送旅客495万人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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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日12：00－2018年2月1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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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商业、住宅类

序号

18010

18011

18012

二、工业类

序号

G18002

土地位置

江北区大石坝组团E

分区E14-2-1/03号

宗地

两江新区龙兴组团K、

H分区K27-1/01、

K29-1/01、K30-3/

01、K31-1/01、K31-

8/01、K33-2/01、

H25-2/01号宗地

两江新区龙兴组团K、

H分区K28-1/01、

H1-3/01、H2-3/01、

H3-2/01、H4-2/01、

H14-2/01、H24-3/

01号宗地

土地位置

九龙坡区中梁山组团I
分区I04-2/04号宗地

用途

二类居住

用地

二类居住

用地、商业

用地、其他

服务设施

用地(民办

学校)

二类居住

用地、商业

用地、商务

用地、其他

服务设施

用地(民办

学校)

用途

二类工业
用地

土地面积
（㎡）

4473.8

265302.6

357563.2

产业类别

交通运输设备
制造业

总计容建筑
面积
（㎡）

≤15658.3

≤295167.8

≤529668.7

土地面积
（㎡）

25201

最大建筑密度

≤40%

按规划要求

按规划要求

可建面积(㎡）或
容积率

≥0.7

绿地率

≥30%

按规划要求

按规划要求

投资强度
（万元/公顷）

≥5000

出让价款起始价（万元）

9861

89619

142131

产出要求
（万元/公顷）

≥15000

出让价款起始价
（万元）

2546

备注

该宗地土地总面

积 397.95 亩，其

中二类居住用地

201.79亩，商业用

地59.28 亩，其他

服务设施用地（民

办 学 校）136.88

亩。

该宗地土地总面

积 536.34 亩，其

中二类居住用地

278.75亩，商业用

地 、商 务 用 地

114.17亩，其他服

务设施用地（民办

学校）143.42亩。

备注

环保要求详见《重
庆市九龙坡区环
境保护局关于明
确中梁山组团I分
区I04-2/04号宗
地相关环保要求
的复函》。

G18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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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序号G18002、G18003两宗地以网上交易方式出让。

两江新区龙兴组团V
分区V3-1/01号宗地

二类工业
用地

交通运输设备
制造业 35843.9 ≥0.7 ≥5000 ≥10000 907

环保要求详见重
庆市环境保护局
两江新区分局《关
于两江新区水土
组 团 B38- 1/01
（部分）等 6宗建
设用地环保意见
的函》（渝环两江
函 〔2017〕 339
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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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