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上接1版）如果能充分借助大数据资
源，就可以实时监测上下游、季节转变
的供需变化，及时解决相应问题。一段
时间以来，由于天然气供需数据比较零
散，没有整合起来，掌握在供需双方手
上的能源大数据不能共享，只能“各睡
各的觉”。

瞄准短板，重庆交易中心在大数
据运用上不断探索。目前，中心已启
动能源大数据分析平台建设，通过整
合国内外能源行业信息资源，从能源
投资、勘探、生产、进口、储存、消费等
多个方面，展示能源行业发展状况，为
政府宏观决策、产业规划、供需调配提
供资讯服务。

今年首届智博会上，重庆石油天
然气交易中心获国家信息中心授权建

立“国家信息中心能源大数据中心”。
利用这个“国家队”数据资源优势，重
庆交易中心将为发挥大数据在能源行
业宏观调控、产业发展、公共服务等领
域的作用提供更多支撑。

全国首创“升贴水交易法”
以往，管道天然气定价主要采取基

准门站价计价的方式，国家通过建立与
可替代能源价格挂钩的机制，制定各省
（区、市）天然气基准门站价。但由于受
到运输距离、气源多元化、季节等因素
影响，门站价不能完全反映客观环境变
化，不一定能准确传导价格信号。

以天然气定价为例，供应商负责
天然气生产和运输，并采取捆绑式销
售。在传统“门站价”制度下，供应商

按照分省分区域销售，终端用户议价
能力较低，成交价格与企业的生产成
本、用户承受力不直接相关。

为了让交易更灵活，重庆交易中
心创新设计了“门站价升贴水交易”，
即用户在“基准门站价”的基础上，根
据自身承受能力对溢价或折价数值进
行申报。这种交易规则可使不同省区
用户跨省进行同场交易，有助于在更
大范围实现供需双方对接、发现市场
价格。“升贴水交易法”是重庆石油天
然气交易中心首创，全国独此一家。

在交易方式上，重庆石油天然气交
易中心推出了挂牌交易、竞价交易和协
议交易等多种方式，都通过电子交易系
统进行，信息对所有会员公平开放。电
子交易系统可以聚集海量参与者，供应
方和需求方公平参与，从而打破了区域
界限，把分散的资源和市场连接起来，
使油气资源得到更加有效配置。

做油气改革的先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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渝湘高速铁路重庆至黔江段暨重庆东站开工后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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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户端

详情请登录重庆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公众信息网站:http://www.cqupb.gov.cn/wsfw/wsfw_list.aspx?ClassName=17

重庆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城乡规划公告
类别

修建性详细规
划调整公告

序号

1

项目名称

重庆市主城区沙坪坝组团A标准分区A03-9等地块（磁器口
历史文化街区）修详规公示

项目位置

位于沙坪坝组团A标准分区
A03-9等地块

申请单位

金融街重庆裕隆实业有限公司

公示时间

2018年11月27日至
2018年12月26日

公示地点

沙坪坝区规划分局、项目现场、重庆市规划展
览馆公示厅、重庆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公众

信息网站

咨询电话

652111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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挂牌出让年限50年予以公告，公告时间为2018年11月23日9:00至
2018年12月12日17:00。土地供应方将挂牌出让。挂牌开始时间为2018年12月13日15：30，挂牌截止时间为2018年12月24日15：30。

详情请登录重庆市南川区公共资源综合交易网站：http://www.ncggjy.com
联系电话：（023）71413398 联系人：戴先生 重庆市南川区公共资源综合交易中心

重庆市南川区公共资源综合交易中心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挂牌出让公告
南川交易（土地）告字[2018] 19号

编号

NC2018
让-1-2-3
NC2018

让-5-9-3
NC2018

让-5-9-4

NC2018
让-4-3-8

NC2018
让-1-9-1
NC2018

让-1-9-2
NC2018

让-1-9-3
NC2018

让-6-3-3

地块名称

龙岩组团龙岩河分区47号
地块

重庆中医药科技产业园组团
B03分区01/01地块

重庆中医药科技产业园组团
A02分区01/01（A）地块

南平组团A3-14分区01-B
地块

龙岩组团三秀分区4号地块

龙岩组团三秀分区5号A
地块

龙岩组团三秀分区6号地块

水江组团GY08-03/02（B）
地块

建设用地面积
（㎡）

90487㎡
（135.73亩）
65680㎡

（98.52亩）
21150㎡

（31.72亩）

3123㎡
（4.68亩）

67649㎡
（101.47亩）
76818㎡

（115.23亩）
80508㎡

（120.76亩）
59322㎡

（88.98亩）

规划指标要求

容积率≥0.7（不得大于1.5），建筑密度≥30%，其它规
划条件按渝规南条件函〔2017〕0020号文件执行。

容积率≥1.0（不得大于1.5），建筑密度≥30%，其它规
划条件按渝规南条件函〔2018〕0505号文件执行。

容积率≥1.0（不得大于1.5），建筑密度≥30%，其它规
划条件按渝规南条件函〔2018〕0505号文件执行。

容积率≥0.7（不得大于1.5），建筑密度≥30%，其它规
划条件按渝规南条件函〔2018〕0507号文件执行。

容积率≥0.7（不得大于1.5），建筑密度≥30%，其它规
划条件按渝规南条件函〔2018〕0514号文件执行。

容积率≥0.7（不得大于1.5），建筑密度≥30%，其它规
划条件按渝规南条件函〔2018〕0517号文件执行。

容积率≥0.7（不得大于1.5），建筑密度≥30%，其它规
划条件按渝规南条件函〔2018〕0515号文件执行。

容积率≥0.6（不得大于1.5），建筑密度≥30%，其它规
划条件按渝规南条件函〔2018〕0519号文件执行。

用地
性质

工业用地

二类工业
用地

二类工业
用地

工业用地

工业用地

工业用地

工业用地

三类工业
用地

出让
年限（年）

50年

50年

50年

50年

50年

50年

50年

50年

竞买保证金
（万元）

180

635

345

50

650

740

775

570

起始价
（万元）

869

635

345

50

650

740

775

570

据新华社北京 11 月 23 日电 近
日，国务院印发《关于支持自由贸易试
验区深化改革创新若干措施的通知》
（以下简称《通知》）。

《通知》围绕自贸试验区建设发
展需要，在营造优良投资环境、提升
贸易便利化水平、推动金融创新服务
实体经济、推进人力资源领域先行先
试等方面，加大改革授权和开放力
度，给予政策扶持，体现特色定位，提
出了53项切口小、见效快的工作措

施，着力打通有关工作的“堵点”和
“难点”，推动自贸试验区更好发挥示
范引领作用。

《通知》具有五方面特点，一是加
大改革授权力度。在风险可控前提
下，通过下放相关权限，支持自贸试验
区大胆试、大胆闯、自主改。二是开展
试点探索。推动相关措施在自贸试验
区先行先试，在契合自贸试验区发展
定位的关键领域开展探索，进一步发
挥自贸试验区试验田作用。三是进一

步推动对外开放。在现有外商投资负
面清单基础上，提出有关开放举措，打
破准入后的“玻璃门”。如，进一步放
宽外商投资建设工程设计企业、人才
中介机构等方面的资质限制。四是给
予政策扶持。给予自贸试验区有针对
性的扶持政策，补齐功能短板，促进新
产业、新业态、新模式发展，培育发展
新动能。五是体现特色定位。根据各
自贸试验区的特色功能定位，提出不
同的深化改革创新措施，引导各自贸

试验区有针对性地开展探索，53项支
持措施中有14项适用于特定自贸试
验区。

《通知》强调，各有关地区和部门、
各自贸试验区要牢固树立总体国家安
全观，强化底线思维和风险意识，维护
国家核心利益和政治安全，主动服务
大局。各有关地区和部门要高度重
视、密切协作，以钉钉子精神抓好深化
改革创新措施落实工作，不断提高自
贸试验区建设和管理水平。

国务院印发《通知》

推出53项措施支持自贸区深化改革创新

据新华社伊斯兰堡 11 月 23 日
电 （记者 季伟 刘天）中国驻巴
基斯坦大使馆23日发表声明，对当天
发生的针对驻卡拉奇总领馆的恐怖袭
击事件表示强烈谴责。声明说，目前
局势已得到控制，3名恐怖分子已被击
毙，中方人员在此次袭击中没有伤亡。

当地时间23日上午，中国驻卡
拉奇总领馆附近发生一起恐怖袭击，
造成包括2名警察在内的至少5人
死亡。目前，交火已经停止，当地军
警已封锁事发附近区域，并对可能潜
逃的恐怖分子展开搜捕。

声明赞赏巴军警部门及时妥善

处理有关事态，对在事件中牺牲的2
名巴基斯坦警察表示哀悼。声明表
示，相信巴方有能力确保中方人员和
机构安全。任何破坏中巴关系的企
图都不会成功。

有媒体报道说，被巴基斯坦政府
取缔的恐怖组织“俾路支解放军”已
宣称是他们制造了袭击。

针对中国驻卡拉奇总领馆遇袭
一事，外交部发言人耿爽23日表示，
中方强烈谴责任何针对外交领事机
构的暴力袭击行为，已要求巴基斯坦
方面采取切实措施，确保在巴中国公
民和机构的安全。

中国驻巴基斯坦卡拉奇总领馆遇袭
外交部强烈谴责

A股集体重挫 上证综指失守2600点
➡本周最后一个交易日，A股再现集体重挫。上证综指跌逾2%并失守

2600点整数位，深市三大股指跌幅均超过3%。两市上涨品种总数不足200
只，成交总量则放大至近3600亿元。 （据新华社）

11月22日，渝湘高铁重庆至黔江
段开建。预计2024年建成。届时，
重庆主城到黔江只需1小时。听到这
个消息，在主城上班、家住黔江的李
伟写下这样一段话：期待高铁的开
跑，远路的亲戚更近了，远方的图景
清晰了。

事实上，近年来，国内四通八达的
高铁网，已将周边城市串成一个个“朋
友圈”，长三角、京津冀等区域“联动效
应”凸显，加速了区域经济一体化进
程。资源共享、人才共享、机遇共享
等，正成为沿线城市发展的关键词。

期待家门口就可坐高铁

11月22日，与渝湘高铁重庆至黔
江段同步开工的，还有重庆东站。

“重庆东站的建设将改变重庆铁
路枢纽集中布局在长江以北的格局，
填补了长江以南没有高铁站的空白。”
市交通局相关人士称，这也意味着渝
中、南岸和巴南区及沿线居民在家门

口就可坐上高铁。
住在东站附近的市民李晓洋老家

在成都，大约一两个月李晓洋就要回
老家一次。他要到成都，必须到重庆
北站、沙坪坝站甚至西站坐高铁，都要
跨江跨区，需要坐1个多小时的地铁、
公交车才能到达车站，东站建成以后，
他步行就可以坐高铁了。

不只是主城居民期待渝湘高铁重
庆至黔江段开建。来自武隆、彭水、黔
江等地的交通部门人士称，几年前，当
地百姓就以不同的方式呼吁开建高铁。

“几年前，市、区人大代表和政协
委员曾联名在市、区‘两会’上向有关
部门提出建设渝湘高铁的建议意见。”
武隆区交通部门相关负责人称，同时，
他们还多次通过媒介和其他渠道，对
渝湘高铁规划建设事宜提出咨询和
建议。

沿线居民的生活将改变

渝湘高铁重庆至黔江段建成后，

主城到武隆、彭水、黔江的时间缩短
到半小时至1小时，渝东南的区位优
势显现，这将改变沿线部分居民的生
活，比如“住在渝东南、上班在主
城”。

专家表示，高铁建成后，还会增强
渝东南地区对人才的吸引力。

不仅如此，开建的重庆东站将与
重庆站、重庆北站、重庆西站、江北机
场相连接。重庆东站还规划了四条轨
道线引入，并配套建设“五纵五横”城
市道路，将实现铁路、轨道、公交等多
种交通方式便捷换乘。这将改变很多
人的生活。

黔江区交通局相关人士称，高铁
建成后，黔江区将成为武陵山区综合
交通枢纽，在全国路网中的重要性将
更加凸显。

旅游随之迈入“高铁时代”

渝湘高铁重庆至黔江段开建，结
束了沿线没有高铁的历史。沿线巴

南、彭水等区县已开始行动起来，采
取切实举措支持高铁建设，谋划高铁
经济。

“在沿线将会打造一些区域性中
心城市或产业城市，促进经济的集聚
化和区域化。”黔江区政府相关人士
称，该区围绕黔江高铁站和黔江北站
等站点，谋划站场周边配套、商业业态
布局、商贸物流、产业基地和交通集散
等工程项目。

渝湘高铁重庆至黔江段建成后，
还会构筑沿线区县新旅游格局。

黔江区正加快建成武陵山旅游集
散中心，推动武陵山区“大旅游经济”
发展建设，促进国际旅游城市形象和
品牌加快塑造。

“武隆旅游将迈入高铁时代，真正
实现快进慢游。这对于武隆旅游与高
铁沿线旅游地的有效融合具有非常重
要的意义。我们将推动武隆融入成渝
经济区发展，加强与长株潭、海西经济
区的合作交流。”武隆区一交通部门人
士称。

“巴南区有东温泉、南温泉、圣灯
山和云篆山等自然资源，高铁建成
通车后，这些旅游资源与武隆卡斯
特旅游区、南川金佛山等景区高效
连接，形成黄金旅游线。”巴南区交
委称。

渝湘高铁把沿线城市串成“朋友圈”
本报记者 杨永芹

本报讯 （记者 周尤）有爱，你
就点进来。11月 23日，重庆日报
2018年度公益盛典评选活动进入大
众投票环节，社会大众可为自己心仪
的公益人物和公益项目点赞。

本报公益评选活动得到全市各
级公益组织和个人的积极响应。经
过1个月的网络报名，主办方共收到
130份报名申请，其中公益项目77
个，公益人物53名。报名的公益项
目涵盖各个领域，包括脱贫攻坚类、
恤病助医类、阳光助残类、应急救援
类、禁毒教育与法律服务类、文化宣
传类等。“重庆日报发起并联合社会
各界共同举办的年度公益盛典评选
活动，希望能搭建起各个公益组织和
公益人交流学习的平台，号召更多人

加入到公益志愿的大家庭中，让‘奉
献、友爱、互助、进步’的志愿服务精
神在山城蔚然成风。”市志愿服务工
作指导中心有关负责人表示。

据主办方有关负责人介绍，网络
投票每人每天可投票5次，严禁刷票
行为。按照预定评选程序，候选公益
项目和个人将由社会公众投票与评
审团共同评定，公众投票和评审团各
占30%和70%的权重，并最终产生
获奖名单。12月中旬，主办方将对
评选结果进行公示。

市民可关注本报推出的“重庆日
报2018年度公益盛典评选”专栏或
扫描二维码，为公益项目和公益人物
投票。

重庆日报2018年度公益盛典评选进入大众投票环节

有爱，你就点进来

为公益项
目和公益人物
投票

扫一扫
就看到

本报讯 （记者 汤艳娟）品牌经济助
力品牌强农。11月 23日，第九届中国（重
庆）国际茶产业博览会在重庆国际会展中心
（南坪）拉开帷幕，重庆农产品区域公共品牌
“巴味渝珍”倾情亮相，8家涉茶产业企业带
来的59个重庆本土名茶单品吸引众多茶商
关注。

据“巴味渝珍”相关负责人介绍，为进一
步推广好重庆本土好茶，今年，我市已组织

“巴味渝珍”参加了两次大型亮相推广活动，
还通过平面广告、网络视频、电商推介等多
种方式进行助力品牌宣传。

重庆茶叶集团就是其中受益者之一。“今
年8月，我公司被纳入第一批‘巴味渝珍’品
牌授权后，巴渝红和重庆沱茶两款产品迎来

改变。”据重庆茶叶集团电商部负责人介绍，
如今，依托“巴味渝珍”与京东的合作，巴渝红
以及重庆沱茶正成为网络爆款。特别是今年

“双十一”期间，两款新品进入重庆农产品京
东十大品牌推介名录，“名气和销售得到了双
丰收。”

据了解，截至目前，全市已有超过50家
企业，过百个农业产品得到了重庆市农产品
区域公用品牌——“巴味渝珍”品牌授权。

据悉，“中国绿色食品博览会与中国国际
有机食品博览会”将于今年12月7日在厦门
召开，届时，“巴味渝珍”还将从全市38个区
县精选出20个特色农产品品牌，会同全市绿
色农产品一同亮相，展示重庆农业产业振兴
的成果。

“巴味渝珍”携59个本土名茶亮相茶博会

本报讯 （记者 周尤）11月23
日，由市人民防空办公室和重庆华龙
网集团共同主办的“40 年改革开
放 新时代人防成就——重庆市民
走进人民防空宣传活动”启动，来自
社会各界的30位市民代表，实地探
访了我市部分人防工程，零距离感受
我市人防事业的发展变化。

活动中，市民代表来到渝中区解

放碑地下环道指挥中心一睹地下交
通干道全貌；在由24个防空洞改建
成的全国首个洞穴抗战博物馆——
重庆建川博物馆，市民重温了从辛亥
革命到改革开放的历史积淀。此外，
在市人防宣教中心工作人员的带领
下，大家还学习了各类防灾减灾知
识、应急逃生本领，现场体验雷电自
救、火灾逃生、心肺复苏等互动项目。

重庆市民走进人民防空宣传活动启动

零距离感受人防事业发展变化

本报讯 （记者 唐彤东）11月24日至25日，第十二届
中国·重庆长江三峡（巫山）国际红叶节活动之一——“囍礼
巫山·爱在恋城”爱情见证会将在巫山举行。12名来自山东
的摄影家、媒体记者将在活动期间来到巫山，深入体验巫咸
文化。

本次“囍礼巫山·爱在恋城”爱情见证会由巫山县委、巫山
县政府主办，重庆日报报业集团户外传媒有限公司承办。邀请
山东媒体看巫山，旨在通过山东媒体的传播，能让更多山东人
民认识巫山、了解巫山、旅游到巫山。

据了解，本次活动中，巫山县将现场揭牌并成为“山东省摄
影家协会重庆市巫山县创作基地”。山东省摄影家协会副主
席、新华社山东分社图片总监范长国表示，非常期待本次“巫山
行”，希望能用自己手里的镜头，捕捉到巫山独特的文化符号，
记录巫山多彩人文风情。

“恋城巫山，我们来啦！”

山东媒体今起深度看巫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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