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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户端

12月27日，渝北区茨竹镇党员干部黄常明为贫困户
讲解苗木种植技术。据悉，茨竹镇将每周二定为“党员
干部扶贫日”，镇、村、社的党员走进贫困户家中开展精
准扶贫。

茨竹镇推行“党建+扶贫”的工作机制，发挥镇级党员
掌握政策、村级党员上传下达、社级党员熟悉情况的优势，
精准识别贫困户、精准制定帮扶措施、精准跟踪帮扶，确保
贫困户脱贫不返贫。本报首席记者 彭瑜 摄影报道

渝北区茨竹镇

“党员干部扶贫日”精准扶贫到户

本报讯 （记者 周松）连日来，
受持续低温影响，石柱、奉节、武隆、南
川等高山地区普遍降雪，道路结冰，交
通事故多发。辖区公安机关迅即启动
冰雪天气道路交通安全应急预案，组
织交巡警、派出所民警会同当地有关
部门加强高山地区道路交通巡查，组
织力量在交通要道铲雪除冰，全力保
障市民平安出行。

12月30日，为了保障群众安全，酉
阳境内高速路全线封闭，一辆途经酉阳
县小坝高速路段的大巴车被迫停留在
高速路上，车内16名韩国游客被困。

为了及时解救车内被困游客，公

安民警与高速路执法人员迅速赶到事
发地点，积极引导大巴车缓慢行至安
全区域。由于车内大多游客都不懂汉
语，民警只能一边用手语与其交流，一
边安排人员为游客发放救援物品，缓
解游客紧张的情绪。

酉阳县小坝高速路段位于高寒地
区，由于路面湿滑结冰，车辆停留在高
速路上极易发生交通事故，考虑到游
客们的安全，民警决定将游客转移到
县城休息，等天气晴好再上路出发。

然而，由于积雪严重，酉阳县城客
运车辆、出租车等已经禁止运营，转移
游客成为了难题。随后，在民警的协

调下，除雪车调运到县城小坝路段，对
沿线进行除雪化冰，为大巴车打通一
条安全通道。

一个小时后，在警车的引导下，载
着16名韩国游客的大巴车安全驶入
酉阳县城，并全部安排入住到酉阳怡
豪国际大酒店，此时，所有游客紧张的
心情也逐渐放松下来，见着这么多工
作人员帮助他们，游客纷纷鞠躬以示
感谢。

12月28日至30日，受强降温降
雪天气持续影响，武隆的高山地区都
进入冰雪世界。多处路段出现结冰积
雪，特别是仙女山景区路段出现大雪

天气。
武隆公安闻讯出动，派出所加强

对辖区的巡查检查，交巡警对部分路
段实施交通管控，严防死守，禁止部分
客运车辆通行，要求社会车辆上防滑
链观察通行。

29日晚9点过，由于路上结冰导
致多辆前往仙女山的车辆被困半路。
交巡警们全员上路，开展救援，徒手用
手推无法发动的车辆20余辆，帮助10
余辆车上防滑链，逐个检查被困车辆
车况，直至30日凌晨2时，沿途的80
余辆被困车辆全部驶离，随后交通恢
复了正常。此刻还在下雪，为了避免
险情，交巡警们又在路口口头提醒每
一辆进入武仙路的车辆。现场民警冒
雪执勤，帽子上积下一层厚厚的雪。
在民警疏导下，仙女山景区主路恢复
通行。

公安民警迎战风雪保畅通

12 月 30 日，丰都县武平镇雪
玉山火棘林中，市民赏雪留影。

通讯员 林登周 摄

昨日，綦江区一家书店开门迎客，
市民利用节日为自己“充电”。

通讯员 夏昌铭 摄

民警在酉阳雪地上为社会车辆加
装防滑链。 （市公安局供图）

书店

12月30日，磁器口古镇，一川
剧演员招揽游客。景区人头攒动，
一派节日气氛。

特约摄影 钟志兵

古镇

本报讯 （记者 韩毅 申
晓佳 杨永芹 曾立）元旦假期

去哪玩？重庆日报记者从市文化和旅
游发展委员会及多家景区获悉，元旦
期间，全市共推出上百项文化旅游活
动，欢迎八方游客来渝“行千里·致广
大”，过一个欢乐、祥和、安宁的节日。

冰雪吸引众多游客

12月30日，寒潮让重庆多座高山
“秒变”冰雪童话世界。仙女山、金佛
山等景区吸引众多市民前来赏雪、嬉
雪，参与雪上运动。仙女山冰雪节和
第二十届金佛山冰雪节正在笑迎宾
客。由于冰雪游太火爆，12月30日，
重庆日报记者从市交通行政执法总队
第三支队六大队获悉，由于前往金佛
山游玩的自驾车辆太多，到当日13时，
金佛山西收费站已经出现严重拥堵，

尾部车辆已拥堵至高速公路正线，拥
堵接近2公里。

此外，石柱黄水、江津四面山、城
口黄安坝、巫溪红池坝、北碚缙云山等
都是赏雪玩雪的好去处。

元旦期间，我市温泉也吸引不少游
客，巴南推出了南温泉休闲养生游、东
温泉特色体验游经典线路，涵盖云篆
山、远洋高尔夫、南温泉公园会所、东温
泉等景区景点。九龙坡推出了“温泉+
烤全羊”活动，让你先泡温泉、再吃烤羊，
在寒冷冬天体验山城的暖冬之旅等。

文化民俗游火爆

29日，第十一届荣昌年猪文化节
暨2019年重庆荣昌万灵古镇元旦嘉
年华系列活动在万灵古镇开启。28
日，第二届合川钓鱼城国际新媒体艺
术节在合川区花滩国际新城湿地公园

拉开帷幕。

去科技馆体验梦幻自然

30日，由市科协主办的“影火虫”
新媒体沉浸式展览在重庆科技馆临时
展厅开展，吸引众多市民带着孩子前
来体验。重庆日报记者在现场看到，
展厅犹如电影院的放映厅，配合着逼
真的音效，17件（套）展品在深色的
幕墙、展台或地板上投影呈现。市民
可通过触摸、运动、涂鸦等方式进行
沉浸式体验，感受数字技术营造出的
绚烂自然之美。据悉，本次展览将持
续到2019年6月2日，市民可免费前
往参观。

市民粮博会上购年货

29日，第六届中国（重庆）粮油食
品博览会暨迎春年货节（以下简称粮

博会）在重庆南坪国际会议展览中心
开幕，上万种商品吸引了大批市民前
去采购年货。

据了解，本届粮博会展场面积超
过3万平方米，近800商家参展，创历
年之最。现场不仅有米、面、油、杂粮、
茶叶、名优产品、区县特产、葡萄酒等
粮油食品的展销，还有“2018南岸老北
京庙会”、“新春花卉消费展”、“冬季服
装博览会”同期开展，四展联动，为市
民带来一场年货盛宴。

除了放心粮油和土货之外，此次粮
博会还汇集了南美车厘子、泰国龙眼、
厄瓜多尔白虾、南极银鳕鱼、新西兰青
口贝等进口水果、海鲜，以及赣南脐
橙、阿克苏苹果等来自全国的特色水
果，以及数十种来自世界各地的进口
葡萄酒等。据悉，本届展会为期5天，
将一直持续到2019年的1月2日。

雪山 路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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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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商业、住宅类

序号

18119

18120

二、工业类

序号

G18086

G18087

土地位置

沙坪坝区沙坪坝组团A标准分区A03-11/03号宗地

两江新区龙兴组团V分区V13-2/02号宗地

土地位置

沙坪坝区西永组团S标准分区S5-1-1/04号宗地

两江新区龙兴组团S分区S7-1/02号宗地

用途

商业用地、商务用地

加油加气站用地

用途

一类工业用地（标准厂房）

一类工业用地

土地面积
（㎡）
9363

4941.79

产业类别

/

交通运输设备
制造业

总计容建筑面积
（㎡）

≤7490.4

按规划要求

土地面积
（㎡）

37084

702034

最大建筑密度

≤55%

按规划要求

可建面积(㎡）
或容积率

≤2.0

≥0.7

绿地率

≥15%

按规划要求

投资强度
（万元/公顷）

/

≥5000

出让价款起始价（万元）

4869

2237

产出要求
（万元/公顷）

/

≥10000

出让价款起始价
（万元）

1929

17692

备注

备注

环保要求详见《关于重庆市主城区西永组团SQ标准分区
S1-1/01、Q1-1/01等地块(重庆台资信息产业园部分)控制
性详细规划修改环境影响报告书审查意见的函》（渝环函
〔2017〕719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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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5-3/02地块等6宗建设用地环保意见的函》
（渝环两江函〔2018〕65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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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月31日12：00－2019年1月2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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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1月11日，重庆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办公场地将搬迁至重庆市渝北区青枫北路6号渝兴广场B9、B10栋，联系人：王先生，联系
电话：63628117）。出让人：重庆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地址：重庆市渝北区龙山街道龙山大道33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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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备注：1、土地面积以实测为准；2、序号G18086-G18087两宗地以网上交易方式出让。

迎
新
年

赏冰雪、泡温泉、看民俗、购年货

元旦小长假 市民耍事多

（上接1版）

最危险的一次，差点丢了性命

大约6点，大家行至海拔约1200米的高度。
路过一个小观景台，接着又是一个上坡的大弯道。即

使戴着冰爪，走路依然会打滑。于是大家或张开双臂保持
平衡，或侧身像螃蟹一样“横行霸道”，并把冰爪深深地踩
进冰里。

“就在这里，我和我儿子差点送了命。”蒋兴良说。
2011年1月19日，蒋兴良带着几个学生下山采购物

资。车开至观景台这段路时，油冰路面导致车子无法前行。
蒋兴良跟着铲雪的学生慢慢往前开。忽然，他感觉到

有一小段路像一块玻璃，车辆急速滑行起来，失去了控制！
“脚刹、手刹……都不起作用了。”回忆起当时的情形，

蒋兴良依然后怕。几个学生急忙往地上扔铁链，甚至想脱
衣服扔到地上增加阻力，但，似乎都来不及了。好在，一个
被大树遮住的地方，冰雪并未覆盖到地面。蒋兴良将车开
往那里，终于刹住了车！

自那以后，在覆冰期间，团队上下山都选择走路。

覆冰严重的时候正是做试验的最佳时机

走山路、甚至走夜路上山，对蒋兴良和团队成员来说，
是常有的事。

大约7点过，天色已暗下来，眼前只是茫茫一片黑白
的世界。“黑的是路面，白的是冰雪，哪黑往哪踩。”蒋兴良
嘱咐记者。

“在雪地里走路，会比平时多花一倍时间。”博士生刘
延庆回忆说，2018年春节前的一次覆冰期，他们走到山脚
接几位同学上山，来回走了近20公里路。十来个人背着
沉重的仪器、食用油、挂面等，从山脚足足走了8个小时才
走上山。

摔跤是常事。团队里每个人都有在冰地里摔跤的经
历，全身趴地、一屁股坐下去、侧滑……每个人都用各种姿
势上演过“摔跤秀”。摔在冰地上特别痛，躺在地上很久才
能爬起来。

抵达基地附近的山口，这里距离基地只有一两公里
了。

可就这短短的一段路程，2018年1月，一次在覆冰期
上来时，天上下着冻雨，道路特别滑，蒋兴良用了大约40
分钟，几乎手脚并用地摸黑爬到基地。

“冰雪灾害会给社会生产、经济带来极大影响，一条输
送容量为100万千瓦的输电线路，每停电一小时，就会造
成直接经济损失约50万元。”进屋后，稍事休息，蒋兴良赶
紧安排同学们准备晚上做试验的仪器。他说，雪峰山覆冰
严重的时候，正是做电网覆冰试验的最佳时机。这也是大
家千辛万苦爬到这里来的目的。

脚蹬冰爪鞋 再上雪峰山

本报讯 （记者 崔曜）12月30日，重庆日报记者从
重庆航空公司获悉，12月29日-30日重庆航空迎来两架
编号为B-305M和B-305N的全新A320neo飞机，并计
划将新运力投放到重庆至北京、广州、深圳等国内航线以
及科伦坡等国际航线。

重庆航空引进两架空客飞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