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菜园坝长途汽车站（含菜袁路南北两个长途汽车站）

陈家坪长途汽车站

大渡口长途汽车站

动物园长途汽车站

红旗河沟长途汽车站

为方便广大群众出行，《搬迁方案》明确规定：长途客运班线的搬迁，承接站点
要提前配套公交线路、地铁等集疏运交通方式，积极做好承接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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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 杨永芹）12月18日，我
市出台《内环快速路以内汽车客货运站场搬迁
方案》（简称《搬迁方案》）。根据《搬迁方案》，
我市将有力有序推进内环快速路以内汽车客
运站、货运站搬迁工作，其中内环以内5个长
途汽车站、渝中区两个货运站将搬迁。

此次搬迁，主要是为贯彻落实《重庆市污
染防治攻坚战实施方案（2018—2020年）》精
神，以缓解主城区交通拥堵、改善空气质量、提
升城市品质。《搬迁方案》确定搬迁对象为内环
快速路以内除重庆北站配套的长途汽车站和
四公里交通换乘枢纽站以外的长途汽车客运
站和货运站。主城各类公交首末站、枢纽站不
纳入搬迁范围。

根据《搬迁方案》，这5个实施搬迁的长途
汽车站不再新增客运班线，主城各区也不得以
旅游集散中心的名义变相设置长途汽车站，不
得自行规划建设，今后主城区内旅游集散中心
的规划布局由市政府统筹。

《搬迁方案》明确，市交通局牵头开展客货
运站搬迁方案的社会稳定风险评估，并会同有
关区政府研究制定社会稳定风险防范化解应
急预案。市交通局、重庆交运集团要及时向社
会发布客运班线搬迁信息，引导乘客尽快适应
新的班线线路。

缓解主城拥堵 改善空气质量

内环快速路内5个长途汽车站将搬迁

日前，国家药监局发布公告称，特
酚伪麻片和特洛伪麻胶囊存在心脏毒
性不良反应，使用风险大于获益，决定
立即停止在我国的生产、销售和使用，
撤销相关药品批准证明文件。作为两
款治疗头痛、发热、流涕等症状的感冒
药，为何在上市后宣布停用？重庆各
大药店及医院还有售吗？12月 18
日，重庆日报记者就此进行了走访。

根据国家药监局公布的信息显示，
这两款药品涉及两家药企，分别是丽珠
集团丽珠制药厂、石药集团欧意药业
有限公司。药品说明书显示，两款药
都含有对乙酰氨基酚、盐酸伪麻黄碱、
特非那丁成分，可用于感冒引起的头
痛、发热、四肢酸痛、鼻塞、流鼻涕、流
泪、打喷嚏等症状。特酚伪麻片药品
说明书中的“注意事项”一栏提到：本

品中的特非那丁可致严重心律失常，
心脏病患者应慎用。特洛伪麻胶囊药
品说明书中的“不良反应”一栏则提到
极少会出现严重的不良反应，如室性
快速心律不齐，低血压，晕厥，心脏QT
间期延长乃至心跳停止、死亡。

“关键在于其中的特非那丁成分，
它是一种抗过敏药，可以改善流鼻涕、
打喷嚏等过敏症状，但它对心脏有不

良反应，用量大时可引起心律失常。”
重庆市中医院药剂科药师方志娥说，
这两种药都是处方药，需要医生开具
处方才能购买。

那药店还有没有销售？重庆日报
记者在沙坪坝区、江北区分别走访了
和平大药房、麦克大药店、全兴药房等
药店，销售人员纷纷表示没有销售。
重庆市药监局相关负责人表示，目前
我市已收到国家药监局通知，要求各
地辖区市场监管局做好督促工作，要
求药品经营企业和医疗机构停止使
用，并积极配合生产企业做好召回工
作。如果仍有单位销售这两种药品，
将作假药处理，市民也可进行举报。

这两种感冒药全国停用停售
特酚伪麻片和特洛伪麻胶囊用量大时可引起心律失常

本报首席记者 李珩

今年夏天，高温天气较多，全市
单日电力统调最高负荷达到2048
万千瓦，较去年统调最高负荷增加
了106万千瓦。虽用电负荷、用电量
均屡创历史新高，但居民生活及企业
生产用电没有遭遇大规模拉闸限电。

能够使今夏全市电力供应得到
保障，离不开市经信委上下协调，多
方对接。其中，作为市经信委经济
运行局党支部书记、局长的杨正华，

更是率先牵头组织全市主力电厂备
战用电高峰，并积极帮助企业协调
煤源、资金和运力。

在今年9月电力保供迎峰度夏
最关键的时候，大唐石柱电厂一度
出现资金紧张、煤源告急、运输条件
受限等多种困难，厂区煤炭库存已
降至警戒线以下，当时任何一台火
电机组停机，都会导致重庆出现拉
闸限电。

紧急时刻，杨正华与同事们会
同电厂方面，多方积极组织资金和
煤源，协调陕煤集团紧急援助，最终
为电厂筹集到电煤6万多吨，确保了
全市度夏期间的电力电煤保障。今
年以来，面对全市工业运行周期性、
结构性、技术性困难，杨正华将党建
工作融入能源供应保障，以此确保全
市经济平稳运行。目前全市天然气
调度切实有序，电煤供应保障有力。

市经信委经济运行局党支部书记杨正华

抓党建促供应确保经济平稳运行
本报记者 夏元

市 直 机 关 “ 新 时 代 新 担 当 新 作 为 ” 优 秀 基 层 党 组 织 书 记

杨正华（中）深入电力企业一线。
（市经信委供图）

2019年年底前全面完成长途客运班线搬迁，客
运班线均搬迁至鱼洞站。

2018年年底前制定货场搬迁方案；2019年年底
前全面完成博冠货场搬迁。

2018年年底前制定货场搬迁方案；2019年年底前
全面完成东威货场搬迁。

此次外迁的货运站场，渝中区有两个。渝中区货运站场主要为朝天门批发市场
配套，其搬迁要与朝天门批发市场搬迁工程同步实施。

东威货场 博冠货场

货运站

2019年年底前全面完成长途客运班线搬迁，根
据客运班线目的地不同，分别搬迁至重庆北站、重
庆西站。

将在 2019 年年底前全面完成所有长途客运班线
搬迁。根据客运班线目的地，分别搬迁至重庆北站、
两路站、茶园站、鱼洞站、重庆西站、大学城站。

2020 年年底前完成所有长途客运班线搬迁。
根据客运班线目的地，分别搬迁至重庆北站、两路
站、茶园站、鱼洞站、重庆西站、大学城站等。

客运班线以渝西地区和四川方向为主，主要搬迁至
重庆西站和大学城站。原则上2022年年底前全面完成
搬迁。

先期启动除渝西地区和四川方向以外的客运班线搬
迁，分别搬迁至重庆北站、两路站、茶园站、鱼洞站等长途
汽车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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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开出让年限商业40年、居住70年予以公告，公告时间为2018年12月18
日9:00时至2019年1月7日17:00时。土地供应方将公开出让。公开出让时间为2019年1月8日15:30（如有变化另行通知）。

详情请登录重庆市南川区公共资源综合交易网站：http://jyzx.cqnc.gov.cn/html/9/Index.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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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开出让公告
南川交易（土地）告字[2018]21号

编号

NC2018
让-3-6-4

地块名称

新城组团B分区
8-1/02、8-2/02

地块

建设用地面积（㎡）

28166㎡
（42.25亩）

规划指标要求

总计容建筑面积不得大于56332平方米，容积率≤2.0
（不得小于1），建筑密度≤35%，绿地率≥30%，建筑控
制高度50米，公共服务设施：公厕。具体规划指标按
渝规南条件函〔2018〕0523号文件执行。

用地性质

二类居住用
地

出让年限
（年）

商业40
居住70

竞买保证金
（万元）

4000

起始价
（万元）

9295

机构名称：中国平安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重庆市江津
支公司

机构负责人：陈东波 机构编码：000018500116
原机构住所：重庆市江津区鼎山大道788号1幢7、8、9层

及10层部分房屋
现机构住所：重庆市江津区鼎山大道788号1幢7、8、9、

12层及10层部分房屋
成立时期：2002年5月16日 邮政编码：402260
联系电话：023-47529591
业务范围：承保人民币和外币的各种人身保险业务，包括

各类人寿保险、健康保险（不包括“团体长期健
康保险”）、意外伤害保险等保险业务；办理各
种法定人身保险业务；证券投资基金销售业
务；对营销员开展培训和管理，收取营销员代
收的保险费、投保单证，分发保险公司签发的
保险单、保险收据等相关单证，接受客户的咨
询、投诉；经中国保监会批准的其他业务。

发证日期：2018-8-24
发证机关：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重庆监管局筹备组

保险业务机构地址变更公告
机构名称：太平人寿保险有限公司重庆市涪陵中心支

公司
机构临时负责人：林志勇
机构编码：000027500102
原机构住所：重庆市涪陵区荔枝办事处望涪一组第2层

1号
现机构住所：重庆市涪陵区兴华中路八段65号12层
成立时期：2011年5月17日
邮政编码：408099
联系电话：023—72384668
业务范围：个人意外伤害保险、个人定期死亡保险、个

人两全寿险、个人终身寿险、个人年金保险、
个人短期健康保险、个人长期健康保险、团
体意外伤害保险、团体定期寿险、团体终身
寿险、团体年金保险、团体短期健康保险，经
保监会批准的其他业务。

发证日期：2018年10月29日
发证机关：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重庆监管局

筹备组

保险业务机构地址变更公告

客运长途汽车站

“我们一起出发，迎着风去拼
闯。我们一起走过，不停留去追求。”
一首为冬奥会创作的歌曲《我们》，在
第六批“中国梦”主题新创作歌曲遴
选中脱颖而出，受到广大青少年欢
迎。这首歌曲由演唱者郭峰自己作
词谱曲完成。

“和以往编排的曲子有所不同的
是，这首曲子采用了两个不同的调
性。”郭峰介绍，歌曲开头用的是小
调，用来表现个人情怀；后面的曲子
采用大调，以增加歌曲气势。为了提
升歌曲的节奏感，郭峰还专门在高潮
部分加入了一段军乐队的鼓点，给歌

曲注入时尚之感。歌词中出现最多
的，除了“我们”，就是“世界”。“今天，
我们不仅要让自己发展，还要让世界
变得更美好。”郭峰说。通过冬奥会，
我们会向世界展示新时代中国的崭
新面貌，正如歌中所写，“我们连接世
界的目光，期待就在身旁。我们拥抱
世界的光芒，我们激情飞扬。我们创
造世界的力量，奇迹就在前方。”

每句都以“我们”开头，让歌曲富
有号召力和鼓动力，让每个听了歌曲
的人都感到振奋。据了解，不少中学
把歌曲《我们》列入了鼓舞学生士气
的曲目，在校园活动中被多次合唱。

《我们》展现美好中国
本报记者 王丽

第六批中国梦主题新创作歌曲系列报道⑩

让群众生活更加舒心
重庆高新区以人为本提升城市人居环境

人以城为“家”，城以人为“本”。随着生
活水平的提高，人们对自身居住品质的要求
也越来越高，几乎每个人都渴望拥有一个恬
静清幽、生活舒适、愉心惬意的居住环境。近
年来，重庆高新区注重健康人居环境的打造，
改善居民生活空间，满足人民对于美好生活
的向往。

住房条件改善 居住质量提升

以前石桥铺总被人调侃为“城乡结合
部”，这里曾经房屋低矮破旧、基础设施落后、
公建配套缺乏。近年来，情况有了很大改善：
石杨路拓宽改造，原有的双向四车道变成了
双向六车道，打通了石桥铺交通的“肠梗阻”；
石桥铺数码广场实施了地面景观改造和灯饰
工程建设，商圈形象得到整体提高；江厦星光
汇涵盖跃层住宅、SOHO公寓、商务甲级写字
楼等物业形态，填补了石桥铺商圈无大型综
合购物中心的空白。

重庆高新区本着“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
的发展理念，着重生态环境打造。实施花房子
公园、西城公园、驿都花海、烟灯山、美茵运动公
园、彩云湖公园、石竹山公园等公园建设。在这
些公园的周边，大型房产项目纷纷落地，住宅品
质逐步提升，满足人民对高品质生活的需求。

同时，重庆高新区不断满足各个阶层市
民的住房需求，修建的保障性住房品质逐步
向商品房看齐，紫薇北苑、金凤安置房、农业

科技园区安置房、含谷公租房、金凤公租房等
高品质保障性住房，合理的规划设计、齐全的
功能配套、优美的绿化环境、紧凑合理的户
型、便利的交通，不仅解决了贫困群众有房住
问题，还提供了“高配”的居住环境。

“这真是我们第一次住这么现代化的电
梯房，也做了一回城里人。”这是73岁村民石
钟良搬进金凤安置房后的切身感受。

在石钟良居住的安置房小区，绿植花卉
在阳光下摇曳，洁净的小区步行道非常适合
散步，塑胶篮球场和各种健身器材鲜艳醒
目。小区内还有配套幼儿园，孩子大点可以
就读旁边公租房小区的金凤实验小学，老人
生病了，家旁边就是金凤镇卫生院。

值得一提的是，智博会期间，重庆高新区
管委会负责人表示，重庆高新区正在布局中
国首座人工智能城市建设，区域内的智慧家
庭、智慧小区已经在建设中，即将迎来智慧小
区、智能家居时代。

打造便捷路网 畅通城市骨架

道路是城市骨架，打造便捷、通畅的城市

道路系统，是重庆高新区建设高品质人居环
境的重中之重。

在交通路网方面，重庆高新区加大基础
设施规划建设力度，劈山架桥，加快构建一体
化立体交通体系。东、西区城市规划道路建
成率分别达到89%和53.9%。

在轨道建设方面，重庆高新区加快建设
轨道5号线、环线；5号线支线预计年内开工
建设，提前启动轨道7号线、12号线、13号线
前期研究，构建科学的轨道交通体系。

在道路基础设施方面，重庆高新区一是
完善东区交通微循环。近年来，共完成断头
路建设项目30个，涉及道路35条，长约15公
里，总投资约11.4亿元。二是完善西区道路
骨干路网。完善西区内部的空间联系，加快

“七横七纵”路网建设，结合西区现状开发态
势与开发热点，加密路网，打好园区开发建设
的基础。近年来，高新区西区共建设道路项
目110个，总里程约186.4公里，其中已建设
道路项目74个，道路里程109.7公里，目前在
建道路项目36个，道路里程76.7公里。三是
加快外向通道建设。建成新中梁山隧道，全

面推进五台山立交建设，储备火车西站东街
接线、土湾大桥复线桥、渝遂立交接高九路连
接道等工程，缓解西站开通后二郎区域交通
压力，通过三纵线疏导石桥铺片交通，连接高
九路快速连接沙坪坝区，构建过境交通路网，
剥离过境交通压力。

在过街设施方面，重庆高新区坚持“一桥
一景”建设理念，高标准建成全市首座铝合金
天桥——彩云湖天桥，配备无障碍垂直电梯
数量最多的天桥——彩云湖小学天桥等10余
座人行过街设施，加快推进杨家坪中学（彩云
湖校区）人行天桥、巴山天桥建设，开展江厦
星光汇地下通道前期工作，减缓因行人过马
路造成的交通压力，为行人提供安全保障。

优化配套设施 提高幸福指数

教育，牵动着千家万户，是最大的民生。
然而，由于区域区划调整等历史原因，重庆高
新区二郎片区教育配套设施较为欠缺。

重庆高新区管委会建设管理局相关负责
人介绍，以往二郎片区内学生只能通过周边
的兰花小学、巴山小学、辰光学校、六十五中

等学校解决就读问题。据统计，仅二郎彩云
湖区域就有小学学位缺口约600人、初中学位
缺口约200人。随着该区域的不断发展，学位
缺口越来越大，只有通过压缩教师办公室、增
加学生教室等办法来暂时缓解。

为解决这一问题，重庆高新区立足教育
设施总体规划，强化学校基础设施建设。近
几年，全面建设中小学6所，包括彩云湖小学、
晋愉森林小学、含谷镇小学、渝高中学二郎校
区（初中）、杨家坪中学二郎校区（高中）和重
庆市六十五中学（扩建），其中4所在二郎片
区，共新增中小学建设用地面积约286亩，总
投资约9.6亿元；新增校舍面积约20.3万平方
米，增加230个班约11500个学位。

为给老百姓提供高品质的人居环境，重
庆高新区从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民生
问题入手，着力办好民生实事，增进群众福
祉。

为解决停车难问题，重庆高新区启动停
车场普查工作；建成石新路桥下空间停车场1
个、临时公共停车场3个，渝州交易城地块立
体停车楼项目已进场施工，全力推进协信彩
云湖地块立体停车楼建设，加快陈家坪汽车
站地块立体停车楼、D-1重庆总部城地块立
体停车楼、恒鑫G11-9地块停车楼建设。

一串串看似枯燥的数据，无不凝结着重
庆高新区干部群众的心血和汗水，无不见证
着重庆高新区城市变化的足迹。 靳文妮

本报讯 （记者 王亚同 通讯
员 秦廷富）12月15日，北碚区工
匠协会召开首次会员大会，121名来
自该区装饰建筑、园林景观、工业制
造及服务行业的工匠人才成为首批
会员。北碚区工匠协会是重庆首个
以“工匠”为冠名的行业协会。

北碚区工匠协会覆盖建筑装饰
与园林景观、工业制造与信息技术、
现代服务与餐饮文化、传统文化艺术
传承与创新等多领域的公益性社会

团体组织。目前，该协会已发展会员
121名，其中个人会员91人，单位会
员30人。北碚区工商联（总商会）相
关负责人介绍，成立工匠协会，旨在
大力弘扬以“工匠精神”为核心的职
业精神，形成尊重工匠、崇尚“工匠精
神”的浓厚氛围，通过协会把各阶层

“边缘化”的工匠人才聚合起来，开展
交流展示、培训提高等活动。建设

“共商、共创、共享”的工匠文化，创新
工匠品牌，展示工匠形象。

重庆首个工匠协会在北碚成立

词曲：郭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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