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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届中国荣昌年猪节周末开幕

本报讯 1月27至28日，第十届中国荣昌年猪节将盛
大举行。本届年猪节将以“好吃就来荣昌城，味美还数熊猫
猪”为主题，展开多种特色“年猪”系列活动，不仅好吃好看，
还很好玩，届时游客可前往万灵古镇万灵福邸参与。

在活动现场，游客不仅可以品尝到由正宗荣昌猪加工的
“千人刨猪宴”，还可以观赏到年猪节文艺汇演和年猪祭祀，
以及各种围绕年猪进行的民俗文化活动和亲子体验活动。

合川邀您去看“三江灯会”

本报讯 好玩儿的耍事又来了！第二届重庆·合川三江灯
会已于本月19日开幕，该活动将延续至3月18日，共计59天。

据悉，本届灯会以合川三江文化为题材，共设计了60
多组大中型灯组和水上灯组，共分为三江文化、滨水休
闲、合川记忆、童心童趣、合川火龙秀五大主题灯组，布展
面积超过300余亩。

周末到黑山谷乐享万人团年节

本报讯 眼看着春节将至，各地游子都踏雪而归，赴
阖家团圆之喜，度新春佳节之乐。2018黑山谷万人团年
饭活动要持续到本周日。

活动期间，景区将组织周边农户开展赶场大集市，万
盛当地土特产、农副产品、特色美食、民俗工艺品等纯正
年货应有尽有。

本报讯 近日，来自重庆中旅集团
的消息显示，2017年重庆中旅共组织
出境总游客量达到325319人次，并在
同年成功吸引入境游客57121人次，成
为为我市输送和集散游客的重要纽带。

近年来，重庆旅游发展迅猛，不仅
吸引了大量国内游客，在国际市场也开
始占有一席之地。美国东部时间2017
年12月31日晚，重庆的城市旅游宣传
片在“世界的十字路口”——美国纽约
街头的户外巨型屏幕上出现，重庆市作
为纽约时报2018新年倒计时活动官方
指定合作城市，把重庆旅游形象推广融
入了纽约时报广场新年倒计时庆典现
场，而重庆中旅也积极参与其中。

重庆市旅游商会会长、重庆中旅集
团董事长刘放表示，“将眼光从市内转
到市外，从国内放眼海外，‘走出去’在
国际市场配置资源，是重庆企业加快发
展的必然选择。”

基于此，重庆中旅积极以全球化的

眼光去拓展新的市场和布局，发展海外
投资业务，并将此为据点和起点，谋划
在旅游、酒店、金融、科技、地产等方面
开展全面的合资合作。

早在 2015 年，重庆中旅和重庆
旅商投资集团就在资本驱动和科技
创新两大核心上着力，首次签约
NAGOG PARK 投资项目。据了
解，该项目位于美国东部波士顿

（Boston）西北的 ACTON 小镇风光
优美的湖边，距离波士顿城中心约
30分钟。重庆中旅集团和美方合作
投资该项目包含 3 栋 A 级商业写字
楼，入住率高达 95%以上，年化投资
收益不低于 12%-20%。在美国纽
约，共同投资建立的美国CC旅商国
际纽约公司也运作良好。刘放表示：

“中国作为世界发展最快的国家，与
商业发展最成熟的美国市场相结合
是有效且双赢的发展方式，作为世界
之都的纽约无论在旅游资源还是在
商业模式及文化上都具有独一无二
的优势，重庆中旅集团将立志于深度
开发纽约的旅游、文化和商业资源。”
此外，由重庆中旅集团、重庆旅商投
资集团共同投资打造的迈阿密重庆
府辣妈火锅店也运转良好，在美国居
民享受可口火锅的同时，也能了解中
国文化，爱上重庆产品，进而带动重
庆旅游业的发展。

从游乐到专业 我市冰雪运动持续升温

行业·案例

走出去 为世界呈现一个多彩的重庆

体旅·资讯

本版文由记者彭光灿采写

2017年重庆中旅组织出境总游客量超32万人次

刚刚过去的2017年，体育加速跑
进新时代。与此同时，中国马拉松也
继续蓬勃发展，马拉松赛事不断增
多，其传播已经不仅仅限于对赛事本
身的宣传，而是倾向于赛事内容、城
市内涵、马拉松文化等深度融合传
播，马拉松传播理念和传播结构已经
开始发生改变。如何才能真正做好
马拉松的赛事营销？

首先，在传播视角方面，马拉松
传播应该服务国家战略，以国家视角
体现中国故事。

传播不仅限于媒体传播，它的根
本目的是传递信息，进而传播思想和
态度，传递一种社会现状。马拉松不
仅是人、赛事、城市的活动，也是体育
领域反应中国发展，传递中国声音的
重要阵地。因此，作为马拉松的传播
者，应把握好传播视角，自觉承担起讲
述中国故事，传播国家形象的责任。

其次，在传播理念方面，确立一个
明晰的传播理念作为指导思想非常必
要。例如：用一场赛事营销一座城市。

城市和赛事是相互依存，相互促
进的关系。城市通过马拉松讲述发
展理念，展示发展新篇章；而中国马
拉松，也通过各具特色的城市，传递
着永不放弃、拼搏向上的体育精神。

马拉松不是在某个特定场所举
办的比赛，而是贯穿城市最具特色的
道路和景点的一场大众赛事。每一
场赛事都会迎来大量外地甚至是国
外跑者参加，这些跑者会对举办城市
产生特定的印象。

马拉松赛事是传播城市的良好
契机，我们认为运营马拉松赛事不是
找一座城市运营一场赛事，而应该是
要通过一场高水准、专业化、独特性
的赛事来营销好一座城市。马拉松不是一个
单一的赛事，而是融入在人们生活当中，反应
着城市特质和人文精神。

最后，在传播方法层面，应注意讲述方法，
实现个人用户的精准传播。

一篇文章传递到受众手中后，大致会经历
以下几个阶段：你已经成功吸引了我的注意（到
达）——文章很有感染力，我愿意花时间读下去
（内容）——我很认同文章所提及的思想（态
度）——我也想加入到这项运动中去（行为）。

因此，必须强调标题的可读性，强化人物
的故事性，先有对受众的吸引，然后才有受众
聚集，而后才能谈对受众的影响，按照这样的
路径，优质内容才能产生越来越大的影响力。

◎新华网体育产业中心
总经理 侯大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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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于迈阿密的重庆府辣妈火锅店

逐渐升温的冰雪运动滑雪受青睐

重庆市采矿权公开出让公告
渝矿采出字〔2018〕1号

根据国土资源部《矿业权交易规则》、《重庆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重庆市整合建立统一的公共资源交易平台实施方
案的通知》，现对以下采矿权予以公告，公告时间为2018年1月26日12:00-2018年2月28日12:00。公告日期内有2家以
上（含2家）申报的采取拍卖方式确定受让方，拍卖时间另行通知；公告时间内只有1家单位申报的将采取挂牌出让。本次公
开出让的采矿权采用网上交易，出让详细资料和具体要求，竞买申请人可在公告期内登录重庆市公共资源交易网（网址：
http://www.cqggzy.com）进入重庆市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和矿业权网上交易系统查阅、下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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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次公告将在重庆市国土房管局公众信息网：www.cqgtfw.gov.cn、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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

备注：
一、序号GC18001-GC18002采矿权出让人：彭水苗族

土家族自治县国土资源和房屋管理局，地址：彭水县汉葭镇
河堡街2号。

二、交易网址及CA办理：
（一）本次公开出让采矿权易网址为重庆市公共资源交

易网（网址：http://www.cqggzy.com）。
（二）网上交易申请人应当办理CA数字证书，凭CA数

字证书登录网上交易系统申请报名、交纳保证金、进行报价。
CA数字证书办理单位名称：东方中讯数字证书认证有

限公司，地址：重庆市南岸区复兴街9号中讯时代6-1，联系
电话：4000235888。

三、竞买申请人在公告期内登录网上交易系统并提交竞
买申请后，交易系统自动生成随机保证金帐号。竞买申请人
应在公告期内交纳竞买保证金至随机保证金帐号，交款人需
与竞买申请人一致，保证金账户只接受银行转账或电汇方
式，不接受现金或现金汇款，不接受代交款和个人名义交
款。竞买保证金到账截止时间为：2018年2月28日12:00。

为避免因竞买保证金到账时间延误，影响您顺利获取网
上交易竞买资格，建议您在保证金到账截止时间的1至2天
之前交纳竞买保证金。

如成功竞得，已缴纳的保证金可抵作采矿权出让收益，

由竞得人委托重庆联合产权交易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支付
至财政非税收入专户；如未竞得，可在成交日之后1个工作日
内办理退还手续，不计利息。

四、采矿权竞买人资质要求：竞买人须具备独立企业法
人资格。

五、风险提示：
（一）采矿权投资存在有不可预计的风险，包括出让文件

所表述的有关矿产资源情况（矿层厚度、矿石质量、储量等）
与实际开采有差距的风险，包括但不限于安全、地质灾害防
治、环境保护等要求、对特定采矿方法、选矿方法限制以及国
家产业政策或者矿产资源规划调整的影响、不可抗力的影响
等风险。竞买人参加竞买并提交申请，即视为竞买人对采矿
权现状和出让文件已完全认可并自愿承担所有风险。

（二）有关该宗采矿权的用地、用水、用电、公路、环保、基
础设施等工作，由竞得人自行负责并依法完善相关手续。

（三）若竞得人竞得该宗采矿权后，在办理采矿登记所需
要件时进行安全、环境评价等认定为不适宜开采的，该宗采
矿权按不成交处理。

（四）待《重庆市矿业权出让基准价》正式出台后，若本次
成交价低于重庆市矿业权出让基准价，竞得人应按照基准价
补齐出让差价并签订补充合同（或重新签订采矿权出让合
同）。

序号

GC18001

GC18002

采矿权名称

彭水县桑柘
镇插旗山建
筑石料用灰

岩矿

彭水县鞍子
镇冯家村建
筑石料用灰

岩矿

地理位置

彭水县桑
柘镇

彭水县鞍
子镇

矿种

建筑石料
用灰岩

建筑石料
用灰岩

矿区范围拐
点坐标

详见《出让
文件》

详见《出让
文件》

储量
（万吨）

339.5

447.3

开采面积
（Km2）

0.0754

0.088

开采
标高

+1340
米至+
1280米

+770米
至+710

米

生产规模
（万吨/年）

51

51

出让年限
（年）

6.3

8

出让起始
价款

（万元）

155

202

保证金
金额

（万元）

61

71

序号

X18032

X18033

X18034

X18035

土地位置

巴南区南彭

镇一宗地

巴南区界石

镇桂花村宗

地

渝北区加州

片区宗地

九龙坡区中

梁山组团F

分区3-5/

02地块

规划用途

原用途

住宅

商业、

车库

商住用

地

商业用

地、商

务用地

现用途

住宅

商业、

车库

商住用

地

二类居

住、商

业商务

混合用

地

土地面积（㎡）

原面积

779.2

53456

1432417

28647

现面积

779.2

53456

1130775

28647

规划部门确定的总建
筑规模（㎡）

原规模

1909.04

189805.4

4229006

42977

现规模

2942.83

189805.4

4817704

42977

规划部门确定的地上
或计容规模（㎡）

原规模

1909.04

58185.47

/

42977

现规模

2942.83

58185.47

3894327

42977

应补交地
价款金额
（万元）

54

3032

7327

1464

原土地使用
权人

重庆市巴南

区南彭街道

农业服务中

心

重庆市城投

公租房建设

有限公司

重庆中渝物

业发展有限

公司

重庆中梁山

煤电气有限

公司

调整依据

该项目已竣工验收，根据房

测 报 告 ，建 筑 面 积 增 加

1033.79 平 方 米（ 住 宅

772.864 平 方 米 、商 业

260.926平方米），补缴地价

款。

该项目为划拨的公租房项

目，已竣工验收。现土地使

用权人申请将该项目中计容

商业58185.47平方米、不计

容车库131619.93平方米分

摊的土地取得方式由划拨转

为出让，补缴地价款。

该项目部分竣工、部分取得

《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根

据房测报告及《建设工程规

划许可证》，增加地下车库

54.5857 万平方米；因住宅

建筑面积占总建筑面积的

44.7%，增加的地下车库按

相应比例不计征地价款，补

缴剩余地价款。

该宗地土地用途由商业商务

用地调整为二类居住、商业

商务混合用地，补缴地价款。

X18036

X18037

江北区五里

店街道刘家

台地区肖家

坪、五江支

路处（观音

桥组团O分

区28-4/

02、28-2/

02）号宗地

两江新区龙

兴组团C分

区C2-1/

01号宗地

二类居

住用地

二类居

住用地

二类居

住用地

二类居

住用地

12390

73010

12390

73010

144530.83

182525

147346.19

231897.43

100968.23

182525

101756.16

182525

183

0

中冶置业重

庆城韶有限

责任公司

重庆金瓯房

地产开发有

限责任公司

该项目已竣工验收，总建筑

规模增加2815.36 平方米，

其中计容住宅增加 787.93

平方米，不计容建筑面积增

加2027.43平方米（库房增

加86.86 平方米，其他设备

用房增加1940.57平方米不

计征地价款），补缴剩余地价

款。

根据重庆市规划局核发的

《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计

容建筑面积未增加，部分用

途比例发生变化，新明确不

计容面积49372.43 平方米

（车库46635.99平方米、设

备用房1999.43 平方米、架

空层737.01平方米），不计

征地价款。

接受社会监督的公告
渝地监告字[2018]3号

重庆市国土资源和房屋管理局对以下宗地予以公告以接受社会监督，公告时间为2018年1月26日9:00－2018年1月30日17:00。公告期结束后，
原土地使用权人须在2018年 2月12日前缴清应补缴地价款。若有疑问，请与重庆市国土资源利用事务中心联系。电话：63654101、63654102、
63654105（FAX），联系人：朱先生 重庆市国土资源和房屋管理局

本报讯 近日，重庆·仙
女山2017首届西南地区冰雪
运动会在仙女山室外滑雪场
开幕，近百位国内外优秀运动
员齐聚武隆，给重庆市民带来
了难得一见的空中高难度滑
雪表演。据介绍，当天现场参
与游客达2000多人。当天带
动景区收入74482元。

“过去重庆的冰雪旅游主
要以赏雪、耍雪为主，而近年
来，越来越多的专业冰雪运动
项目也受到了市民的青睐。”仙
女山工作人员介绍，仙女山滑

雪场无论从场地、服务、配套还
是规模，都已趋向成熟化、专业
化，营销活动也从大众参与延
伸到了专业运动领域。

对此，本月刚刚正式营业
的丰都县南天湖滑雪场负责
人也有同样感受。“越来越多
的重庆游客愿意在雪上运动
方面进行尝试和消费。”该负
责人介绍，滑雪场在试营业期
间，在没有任何宣传的情况
下，最多一天接待了600多位
游客，出勤最少的教练也有3
次。

冰雪运动是一个典型的
“体育+旅游”融合发展的领
域。专业人士分析，在2022
年冬奥会申办成功和“三亿人
参与冰雪运动”带动下，南方
人对冰雪运动呈现出足够的
好奇、热情和消费能力，南方
冰雪产业市场空间巨大，发展

速度也相当惊人。
有数据显示，过去几年，

南方地区冰雪场馆在高速建
设中，滑雪场的数量从2014
年的 91家跃升到 2017 年的
193家，其中，重庆本地有一定
规模的雪上运动场地已超过
10家。

按照重庆冰雪运动方面
的规划显示，我市将利用渝东
北和渝东南的高山冰雪资源，
因地制宜打造“三山三坝一
湖”，即仙女山、金佛山、摩围
山，红池坝、茅草坝、黄安坝，
南天湖冰雪运动带，创建3―5
个以竞赛表演、健身休闲等为
特色的市级冰雪产业基地。
与此同时，支持滑雪、滑冰等
有群众基础的冰雪项目发展，
鼓励建设室内滑冰场、滑雪馆
等冰雪场地设施，扩大冰雪运
动参与人群规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