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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汇八方 博采众长
以大数据智能化为引领推动创新驱动发展

本报讯 （记者 张莎）9月21日是网络安全宣传
周的“金融日”，渝北区龙溪街道邀请辖区金融机构和企
业走进社区，通过发放金融网络安全宣传单、播放案例
视频、设置宣传展板、现场答疑等方式进行网络安全宣
传，让市民明白“天上不会掉馅饼，但会掉陷阱”，自觉提
高风险意识。

生动的互动体验和有奖问答环节，吸引了许多群众
驻足观看和主动参与。针对“发现账户被盗怎么办”“如
何使用金融IC卡”“如何识别微信诈骗形式”等热点问
题，宣传人员作了生动的现场讲解和场景模拟，使大家
在场景体验中感悟安全，在有奖问答中学习安全知识。

据了解，龙溪街道还组织党员干部成立了“金融先
锋”志愿服务队，在活动现场向社区居民发放“党员连心
卡”,卡上有非法集资举报专线、党员联系热线等。

金融机构现场支招

教市民如何防范金融网络诈骗

本报讯 （记者 杨艺）中秋国庆假期
将至，9月21日，百度地图联合交通运输部
科学研究院、携程旅游等发布了《2018年中
秋国庆出行预测报告》（简称《报告》），针对
中秋及国庆期间的全国高速拥堵状况、车流
量趋势、出游趋势、热门旅游城市等内容进
行了预测分析。《报告》显示，今年中秋及国
庆期间，重庆将成为全国十大热门旅游城市
之一，而洪崖洞也入选全国十大最热门景
点。

国庆期间高速公路天天“小高峰”

《报告》显示，2018年中秋国庆期间全国
高速公路拥堵趋势呈现两大趋势：一方面，
此次全国高速公路拥堵整体时间相对提前，
9月21日中秋小长假尚未开始就已拉开拥
堵的序幕，到10月7日国庆长假未结束时逐
渐告一段落；另一方面，国庆期间的拥堵程

度与中秋期间相比更为突出，预计从10月1
日至10月6日几乎天天都是“小高峰”。预
计10月1日10-11时为去程高峰，10月5日
16-17时为返程高峰。

根据车流量来看，中秋小长假期间，全
国高速公路去程高峰预计为9月 22日 17
时，返程高峰预计为9月24日17时。由于
今年中秋与国庆相隔6天，受双节拼假出游
影响，在中秋小长假结束后的3天内，全国高
速公路车流量仍保持与中秋节相似的较高
流量。进入到十一黄金周后，高速公路车流
量将进一步增长。

在重庆，国庆期间，预计10月1日10-
11时达高速公路拥堵高峰，10月3日17时
达高速公路拥堵小高峰；预计10月4日至6
日16-18时返程拥堵程度较高，建议返程的
市民尽量在6日后出行。从高速公路看，预
计内环快速、沪渝南线高速、渝蓉高速、成渝

环线高速等部分路段易发生拥堵，建议市民
出行应及时关注拥堵情况并错峰出行。

中秋国庆“拼假”出游成趋势

由于今年中秋与国庆相隔仅6天，今年
“拼假”出游更是成为趋势。《报告》首次发布
了“中秋、国庆期间拼假占比TOP10城市”排
行榜，东部城市如济南、沈阳、长沙等纷纷上
榜成为最喜欢拼假的城市之一，中西部城市
如兰州、合肥、昆明也榜上有名。

收获超长假期后，人们也因此有了更多
机会选择出境长途游。《报告》显示，东亚、东
南亚等性价比较高的区域，依然是国庆期间
出境游的热门方向。

国庆期间，预计出境游热门国家前十分
别是日本、泰国、韩国、新加坡、越南、俄罗
斯、印度尼西亚、意大利、美国和马来西亚；
热门城市前十则分别是曼谷、香港、大阪、东

京、暹粒、莫斯科、台北、罗马、伊斯坦布尔和
名古屋。

重庆上榜十大假期热门旅游城市

《报告》显示，中秋、国庆期间，预计国内
热门旅游城市前十位分别是北京、三亚、桂
林、厦门、昆明、张家界、西安、成都、重庆和
上海。

国庆期间，各地景区热度也将增高，预
计西湖风景区、故宫博物院、天安门、上海迪
士尼度假区、颐和园热度位居全国前五，秦
始皇兵马俑博物馆、八达岭长城、南京夫子
庙、乌镇风景区、重庆洪崖洞则位列第六至
第十。

《报告》预测，重庆国庆期间热门景区前
十为洪崖洞、磁器口古镇、南山风景区、长江
索道（新华路）、欢乐谷、渣滓洞、巴国城、园
博园、红岩文化景区、华岩旅游风景区。

百度地图发布中秋国庆出行预测

重庆成全国十大热门旅游城市之一
洪崖洞入选全国十大热门景点

看看看

9月21日，重庆日报记者从市文化委获
悉，为进一步满足市民在中秋国庆期间的文
化生活需求，市委宣传部和市文化委组织了
丰富多彩的文化活动，为广大市民献上文化
盛宴。

今年中秋国庆期间，我市紧扣弘扬社会
主义核心价值观这个主题，将大力开展各项
精彩纷呈的文化活动，凸显时代精神，充分
展示重庆的城市精神和人文风采。例如，9
月21日晚举行的“共建美丽家园 共享美好
生活”重庆市生态文明建设文艺展演、国庆
节期间举办的放歌新时代——重庆市2018
年秋季送演出进基层活动。此外还有各种
文艺驻场演出、重庆美术馆馆藏人物题材美
术作品展等（详情可扫描二维码关注）。

9月21日，南岸区“我们的节日·中秋街
市”主题活动也在弹子石老街举行。由南岸
区迎龙镇北斗村农民自发组织的“北斗农民
管乐队”现场管乐演奏了《在希望的田野
上》，晒出丰收喜悦。

南岸区还邀请区文联量身设计了社会
主义核心价值观灯谜，现场开展猜灯谜活
动。数位书法家更是当场挥毫泼墨，书写以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和“中秋佳节”为主
题的诗词歌赋，引来市民争相围观。

乐乐乐

又是一轮团圆月，又是一年中秋来。9
月21日，台盟重庆市委、重庆市台联联合举
办了“2018年重庆市台胞中秋团圆会”。在
渝台胞、台商等170余人齐聚一堂，欢度中
秋，畅叙乡情。

9月20日，中秋节来临之际，渝北区大
盛镇隆仁村，东环铁路大盛段20名工人代表
来到村民何真明家中一起打糍粑，在异乡度
过了一个温暖的节日。

东环铁路大盛段，在隆仁村红线内占地
面积80亩地。该工程于2017年3月开工建
设，目前正建设东环铁路御林河东河大桥。

“为建设我们的家乡，他们不能与家人团
聚。”隆仁村负责人介绍，东环铁路大盛段共
有来自黑龙江省、辽宁省等150多名外地工人
一直坚守在施工现场。“中秋节临近，村民们

邀请这些来自外乡的建设者一起庆祝佳节。”
“出门在外遇节日，心里难免会有失落。”

工程部部长郑绪称，隆仁村邀请工人与村民
聚在一起参加庆中秋的活动，让工人们感受
到异乡的温暖，也了解了当地节庆习俗。

一群小学生的中秋节也过得格外有意
义。9月21日，“弘扬传统文化庆中秋 情
暖童心过佳节”主题活动在江津区聂荣臻元
帅陈列馆举行。该馆工作人员带领鼎山小
学20余名学生重温聂帅事迹、了解中秋传统
习俗、制作创意“月饼”，提前过了一个充满
温情的中秋节。

“小朋友们，你们知道中秋节有哪些习
俗吗？”参观完聂帅生平事迹展厅，聂荣臻元
帅陈列馆工作人员和学生们互动起来，现场

气氛活跃。工作人员还指导学生们用橡皮
泥制作创意“月饼”。“心”形的棉花糖月饼、
黑色的轮胎月饼、鲜艳的彩虹月饼等各具特
色，创意十足。

“中秋节是中国传统佳节，希望通过这
样的活动让学生们了解传统习俗，过一个欢
乐又暖心的中秋节。”聂荣臻元帅陈列馆相
关负责人说。

买买买

中秋、国庆临近，9月21日，由重庆市商
务委主办的2018重庆商圈购物节在观音桥
启动。本次活动将持续到10月28日，活动
期间，主城9区和两江新区的上百家商贸企

业将推出100余项主题活动，让消费者每天
都能“捡耙活”。2018重庆商圈购物节以“聚
重庆·购全球·悦生活”为主题。启动仪式
上，重庆市商业联合会带领洋展购、永辉超
市、居然之家、苏宁易购、家乐福、新光天地
等商家代表进行“诚信经营、优质服务”宣
言，鼓励品质消费。

（首席记者 彭瑜 记者 匡丽娜 张
莎 杨艺 赵迎昭 通讯员 王锦兰）

重庆：中秋佳节欢乐多

本报讯 （见习记者 宗华月）中秋将
至，不少市民盼望能与家人团聚赏月。9月
21日，重庆日报记者从市气象台获悉，中秋
小长假期间，重庆市大部分地区阴雨天气较
多，中秋夜，市民或将无缘赏月。中秋节当
天，全市大部分地区小雨到中雨，但气温适
宜，波动在20～23℃，市民可能无缘赏月。

中秋期间多阴雨
还能赏月否？

本报讯 （记者 杨永芹）9月21日，市
交通行政执法总队发布消息称，中秋节期间
（9月22日至24日），我市高速公路全路网范
围内，执法人员将重点对酒后驾驶机动车违
法行为进行专项治理。同时，也将对主城区
开展非法营运专项整治。

高速执法部门将在我市高速公路各省

际入口、主线站、各区县重要收费站出入口
设点开展酒后驾驶机动车专项检查，对查
处的酒后驾驶机动车违法行为的，处暂扣6
个月机动车驾驶证，并处1000元罚款。执
法人员一旦发现因饮酒后驾驶机动车被处
罚后再次饮酒后驾驶机动车、醉酒驾驶机
动车、饮酒后驾驶营运机动车、醉酒驾驶营

运机动车的违法行为，案件一律移交公安
机关依法处理。

同时，执法人员将在主城区机场、汽车
站、火车站、商圈及热门旅游景点等重点区
域开展非法营运专项整治，重点查处7座
及以上跨区域定线非法营运车辆。一经查
实，将处以3万元以上、10万元以下的罚
款。对非法营运车辆或驾驶员涉及超员、
无牌无证、酒驾毒驾以及非法拼改装等违
法行为的，一律移交公安机关实行“一案双
查”。

重庆将严查高速路“酒驾”违法行为

本报讯 （首席记者 陈钧 实习生 唐璨）9月
21日，重庆日报记者从两江新区获悉，9月20日，两江新
区与新加坡国立大学正式签署共建新加坡国立大学（重
庆）研究院的战略框架协议，将开展高端研发平台、高新
产业孵化基地和教育培训中心建设。

据介绍，该研究院将结合新加坡国立大学的科研专
长以及重庆在科技创新方面的需求，围绕现代物流、金
融和金融风险管理、信息工程和技术、先进制造和材料
等重点科研发展领域提供智力支持，促进两江新区十大
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

另外，新加坡国立大学（重庆）研究院还将设立高新
产业孵化基地，引进新加坡及世界发达地区的高新初创
企业，为其提供发展平台。此外，该研究院还将设立教
育培训中心，针对重庆地区在产业化发展过程中对技术
和管理人才的需求，研究院将开发和设计出符合该需求
的高层次人才培训项目。

两江新区与新加坡国立大学签署
战略框架协议

共建新加坡国立大学（重庆）研究院

网 络 安 全 宣 传 周

本报讯 （记者 黄琪奥）9月21日，2018重庆体育
产业博览会（以下简称体博会）在重庆（南坪）国际会展
中心拉开帷幕。

本次体博会共吸引了包括重庆市体育局及各区县（经
开区）体育局，33家体育行业协会及120余家体育产业相
关企业前来参展。本会展会面积达15000平方米，设体育
产业产品展示展销、体育产业交流交易交融、全民健身互动
体验3大部分12大主题展区，市民可免费进场观展。

重庆日报记者在现场看到，本次体博会非常注重市
民的体验感。例如，前NBA球员麦尔德以及重庆本土
美式橄榄球俱乐部的专业人士就把球场带到了会展中
心，现场与市民互动，普及相关运动项目。除此之外，诸
如太平场运动休闲特色小镇等我市一批正在建设或已
建成的体育小镇项目也亮相此次体博会。

2018重庆体博会开幕
小贴士>>>

2018 年中秋国庆
主要文化活动安排表

扫一扫 就看到

本报讯 （记者 黄光红）9月21日，工业互联网产
业联盟重庆分联盟（下称重庆分联盟）第一届理事会正
式在南岸区成立，宗申产业集团当选分联盟第一届理事
长单位、董事局主席左宗申当选理事长。

重庆日报记者从成立大会上获悉，作为重庆推进工
业互联网发展的重要载体之一，重庆分联盟将致力于搭
建重庆特色工业互联网合作与促进平台，助力重庆打造
国家工业互联网创新中心和工业互联网示范基地。

工业互联网产业联盟是在工信部指导下，由国内外
工业互联网产业相关的企事业单位、社团组织、高等院
校、科研院所等自愿结成的跨行业、开放性、非营利性的
社会组织。重庆分联盟于首届智博会期间正式揭牌成
立，目前，已有会员单位100余家。

重庆分联盟相关负责人介绍，当前，重庆正深入实施以
大数据智能化为引领的创新驱动发展战略行动计划，大力
发展工业互联网。作为重庆推进工业互联网发展的重要载
体之一，重庆分联盟将致力于搭建重庆特色工业互联网合
作与促进平台，聚合重庆市及周边工业互联网产业生态链
各方中坚力量，围绕工业互联网产业体系建设，联合开展
技术研发、标准推广、应用示范、产业孵化及工业互联网
平台建设。同时，做好政府决策支撑，引导产业发展，服
务广大中小企业，推动广泛合作交流，推动重庆加快形成
工业互联网产学研用高效联动的发展格局，助力重庆打
造国家工业互联网创新中心和工业互联网示范基地。

重庆将搭建特色工业互联网平台
开展技术研发、应用示范、产业孵化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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详情请登录重庆市规划局公众信息网站:http://www.cqupb.gov.cn/wsfw/wsfw_list.aspx?ClassName=17

重庆市规划局城乡规划公告
类别

规划编制资质
审查公告

类别

控制性详细规
划修改与完善
方案公告

类别

总体规划方案
公告

序号

1

序号

1

序号

1

公示内容

2018年度重庆市乙丙级城乡规划编制单位资质核定结果

项目名称

广阳岛·长江生态文明实验区控制性详细规划方案公示

项目名称

广阳岛·长江生态文明创新实验区总体规划方案公示

公示时间

2018年9月26日至2018年10月11日（注：10个工
作日）

行政辖区

南岸区、江北区、两江新区

行政辖区

南岸区、江北区、两江新区

申请单位

重庆市规划局

申请单位

重庆市规划局

公示地点

重庆市规划局公众信息网站

公示时间

2018年9月26日至2018年
10月25日

公示时间

2018年9月26日至2018年
10月25日

公示地点

南岸区规划分局、江北区规划分局、两江新区规划分局、
南岸区人民政府、江北区人民政府、两江新区管委会、项
目现场、重庆市规划展览馆公示厅、重庆市规划局公众信

息网站

公示地点

南岸区规划分局、江北区规划分局、两江新区规划分局、
南岸区人民政府、江北区人民政府、两江新区管委会、项
目现场、重庆市规划展览馆公示厅、重庆市规划局公众信

息网站

咨询电话

67953728

咨询电话

13452166369
13629713001

咨询电话

13452166369
1858080823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