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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户端

重庆农村土地交易所地票公开交易公告
渝农地所告字〔2019〕1号

现对以下拟供应地票予以公告，公告时间为2019年1月21日9时—2019年1月27日16时。1月28日9时开始在重庆农村土地交易所领取竞买须

知等资料。公告期满，同日申请购买总面积大于可交易总面积，且有两个及两个以上购买人申请购买的，以拍卖方式确定地票购得人；同日申请购买总

面积小于或者等于可交易面积，或者仅有一个购买人申请购买的，以挂牌方式确定地票购得人，未成交的，继续挂牌交易。

详情请登录重庆农村土地交易所网站,在地票专栏中查询，网址：http://www.ccle.cn/

地址：重庆市江北区永平门街14号·金融城2号T3塔楼8楼，联系电话：63836045、63832367（FAX），联系人：王先生 重庆农村土地交易所
2019年1月21日

备注：保证金账户名：重庆农村土地交易所，开户银行：重庆银行人和街支行，账号：550101040006819。

公告批次

19001（总第94批次）

拟供应地票面积

平方米

1408604

亩

2112.906

交易起始价格

元/平方米

279

万元/亩

18.6

保证金标准

元/平方米

45

万元/亩

3

本报讯 （首席记者 陈钧 实习
生 唐璨）1月20日，重庆日报记者从
悦来国际会议中心获悉，作为重庆会展
业的“龙头”，该中心日前从北京捧回两
项大奖——“中国十大影响力会议中
心”“中国最佳城市地标会议中心”。

这两项大奖是在北京召开的
“2018会展产业展洽会（CEIE）”上颁
发的。

会展产业展洽会（CEIE）由国家发
改委主管的《中国会展》杂志社发起举
办，被称为“会展业年度商业风向标”。

除了上述两项大奖外，2018年，悦
来国际会议中心还揽获金五星优秀会
议中心奖、中国会议酒店百强榜全国第
六名、中国最具竞争力会议中心等行业

大奖。
随着重庆会展业持续发展，悦来正

成为中国西部会议举办首选地之一。
其中，数个国际性高端会议均在悦来举
行，包括智博会、西洽会、中新金融峰
会、中国互联网+数字经济峰会、重庆
市长国际经济顾问团会议、国创会等。

据悉，2018年，悦来国际会议中心
共举办会议活动256场、国际会议11
场、1000人以上会议36场，全产业链
自办会议4场，共接待宾客22万人次，
服务33万人次用餐。

得益于此，去年重庆承办的国际会
议数量突破新高，根据2018《中国会议
蓝皮书》，重庆举办国际会议数量排名
全国第五。

悦来国际会议中心荣获“中国十大影响力会议中心”
去年共举办会议活动256场，接待宾客22万人次

本报讯 （记者 黄琪奥）1月18
日，数字阅读平台掌阅发布《2018掌阅
数字阅读报告》。该报告显示，2018年
该平台月活跃用户已超过1.1亿，重庆
是全国00后数字阅读读者最多的城
市。

“相比于往年，2018年读者在数字
阅读领域的最大变化就是更加青睐中
国作家的作品。”掌阅副总编马艳霞表
示，在数字图书阅读前15名中，除了
《百年孤独》《今日简史》《原则》以及《月

亮与六便士》，其余的图书均为中国作
家的作品，而《金庸作品集》《二月河帝
王系列·康雍乾》《活着》等作品则成为
去年读者最爱下载的作品。

“形成这样的趋势，除了因为金庸、
二月河等知名作家的去世，再度引发读
者对他们作品的追捧之外，更重要的是
相比于外国作家的作品，国内作家的作
品更加贴近读者生活。”马艳霞说。

除了用户阅读品味的转变，今年的
数字阅读报告中最大的变化还有00后

读者的崛起。该报告显示，00后用户
在数字阅读平台上的占比已达28%，并
有继续增长的势头。而00后和90后
用户一共占比69%，接近总体用户的七
成。重庆则是全国00后数字阅读读者
最多的城市。

对此，重庆图书馆馆长任竞表示，
00后数字阅读读者日益增多，除了因
为他们是数字时代的“初代移民”和“原
住民”，对于数字阅读的使用率更高、
更为投入外，更重要的是随着重庆经济

的快速发展，各类电子阅读器也迅速在
他们中间普及，为00后用户进行数字
阅读提供了平台。而相比一般的纸质
阅读，数字阅读更为方便、快捷，信息量
巨大，这也是数字阅读更受00后青睐
的重要原因。“以重图为例，自从我们开
通‘Kindle’借阅器外借服务以来，大部
分借阅者都是00后。”

重庆日报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和
之前90后青睐《从0到1》《大数据时
代》等社科、休闲类书籍不同，重庆的
00后读者更加青睐《活着》《白鹿原》等
严肃文学。“这也从另一个侧面说明，随
着全民阅读工程的持续开展，如今的
00后读者希望通过有目的性地阅读一
些名家经典，进而提高自身的人文素
养。”任竞说。

掌阅发布2018数字阅读报告

重庆是00后数字阅读读者最多的城市

自己和丈夫不仅在镇里出了名，还
时常被区里请去与成百上千群众分享
家风故事，甚至自家故事还被全市首个

“家风馆”收藏——寡言少语的62岁潼
南区双江镇龙门村村民赵长纯万万想
不到，自己会成为明星。

去年以来，在深入推进移风易俗
“十抵制十提倡”工作中，潼南区开展“家
育清风”行动，强化价值引领，把本地道
德模范当做明星一样包装，让这些本土
明星、道德标杆引领乡村文明新风。

荣获全国五好文明家庭、重庆市最
美家庭的彭定成、赵长纯一家，自然成
为潼南区“造星”的对象之一。

十几年前，赵长纯在探望同村五保
老人彭明厚时，对方伤感地说：“我这样
无亲无故的孤寡，哪天要是病倒了，估
计在床上躺几天都没人知道。”

彭明厚的话深深触动了赵长纯。
回家后，她把想照顾对方的想法告诉丈

夫彭定成，得到了丈夫的全力支持。“只
要他活一天，我们就照顾他一天。每个
人都有老的一天，他没儿没女，我们应
该照顾他，这样才对得起良心。”

几年前，彭明厚在赵长纯一家的照
料中安然离去。更让全村上下敬佩不
已的是，送走了照顾14年的彭明厚，夫
妻俩又找到了一个“新妈妈”——村里
82岁的空巢老人李遵慧。

在赵长纯家，记者见到了挂在最显
眼处的“彭氏家训”匾额：家庭要和睦，
互敬、互爱、互谅，邻里要友好，互帮、互
助、互让。

“他两口子的所作所为，对得起这
块牌子。”对左邻右舍的村民来说，彭定
成、赵长纯一家用实际行动践行好家
风，他们当明星，大家心服口服。“这
两口子，从没和邻居红过脸、闹过别
扭。”“最肯帮忙了，我们几家人的地是
他们两口子帮着犁的，没收过一分钱。”

“他家的打米房从不关门，哪家要打米
随时去。”

因着这份群众基础，赵长纯多次参
加潼南区组织的家风故事分享会，向陌
生人讲讲自己的故事。爱笑、淳朴的赵
长纯迅速收获了大批粉丝，她家的好家

风也广泛传播出去，走进了千家万户。
两年前，潼南区依托杨尚昆故里的

“四知堂”，建成全市首个家风教育基
地，打造了家风主题公园和全市首个家
风馆。赵长纯一家的故事和照片与许
多革命先贤、道德模范一起，被家风馆
收藏，为更多人所熟悉。

道德模范当明星的“家育清风”行
动让“立家训、传家风”在潼南蔚然成
风。仅在双江镇，就陆续涌现出了重庆
市慈孝村居1个、全国五好文明家庭、
市区镇级最美家庭、文明家庭、好爸好
妈等近200户。

潼南开展“家育清风”行动,推进移风易俗——

让道德模范成为明星
本报记者 张莎

本报讯 （首席记者 李珩
实习生 牛鑫颖）1月20日，市卫
生健康委、市急救医疗中心等联合
举办“120-国家急救日倡议活动”
暨急救科普大课堂公益培训活
动。按照重庆市2019公众急救知
识及技能培训计划，今年重庆将依
托覆盖各区（县）的应急救护培训
基地，免费培训上万名普通市民。

作为重庆主城的应急救护培训
基地之一，重庆市急救医疗中心已
开始接受市民的培训预约。据了
解，急救医疗中心开展急救培训的
时间为每月的最后一周，培训用时
半天，每月可接受100位市民预
约。有培训意愿的个人或团体，可
以拨打报名电话（023）63692040
进行咨询。

重庆启动急救技能公众免费培训计划
今年将培训上万名普通市民，已开始接受预约

本报讯 （记者 赵迎昭 实习
生 胡莉雯）1月 20日，重庆市美协
2019年工作会议在涪陵区举行。重庆
日报记者从会上获悉，重庆正积极筹
备第十三届全国美展油画、雕塑展区，
承办场馆四川美术学院美术馆和重庆
当代美术馆也正在进行改造；重庆众
多著名美术家正在构思或创作过程
中，力争在全国美展中收获硕果。

五年一届的全国美展是我国最具
影响力和权威性的国家级综合性美术
大展。去年底在京举办的第十三届全
国美展展区申办会上，重庆赢得油画、
雕塑展区的承办权。

第十三届全国美展油画、雕塑展
区将于2019年9月分别在四川美术学
院美术馆、重庆当代美术馆举行，目前
两个展馆都在进行改造工作，以保证

展览正常开展。
为备战第十三届全国美展，重庆

市美协分中国画、油画、版画等画种陆
续举办了8期“铸美术精品 向高峰迈
进——备战十三届全国美展创作研修
班”，邀请中国美协各专业艺委会专家
来渝授课、帮助作者审看创作草稿，
600余位艺术家和青年创作骨干参与
研修。此外，综合材料绘画艺委会、
水彩粉画艺委会还分别举办了“首届
重庆市综合材料绘画作品展”、“首届
重庆市青年水彩粉画展”和通过以展
代训的方式，从中遴选优秀作品进行
打磨提升，确保参展作品的质量。

改造展馆、举办研修班、以展代训……

重庆积极备战第十三届全国美展

轨道环线列车昨日恢复正常运行速度
➡1月20日，轨道集团发布消息称，环线列车结束试运营初期的限

速运行，1月20日12时起恢复正常运行速度。 （记者 杨永芹）

本报讯 （首席记者 李珩
实习生 牛鑫颖）1月 20日是大
寒节气。市气象台预计，未来三天
重庆天气将转好，各地以多云到晴
的好天气为主。

未来三天，重庆的天气将以多
云到晴为主，但晨间部分地区有雾，
市民出行需注意道路交通安全。

20日夜间到21日白天，中西
部和东南部部分地区间断小雨或
零星小雨转多云，其余地区阴天转
多云。大部分地区气温3～14℃，

城口及东南部1～11℃。主城区
间断小雨转多云，8～12℃。

21日夜间到22日白天，各地
晴，坪坝河谷地区早上有雾。大部
分地区气温-1～15℃，城口及东
南部-3～13℃。主城区晴，早上
有雾，5～13℃。

22日夜间到23日白天，各地
多云到晴，坪坝河谷地区早上有轻
雾。大部分地区气温1～16℃，城
口及东南部0～13℃。主城区多
云间晴，早上有轻雾，6～15℃。

大寒之后 天气转好

本报讯 （记者 栗园园）1月
20日，重庆日报记者从市生态环境
局获悉，按照市委、市政府打好污
染防治攻坚战，打赢蓝天保卫战工
作部署，针对污染天气采取有力措
施降低污染物浓度的要求，近期市
大气污染防治攻坚战指挥部展开
了巡查。巡查发现建筑施工扬尘、
交通拥堵路段机动车废气、工业废
气、餐饮油烟废气排放等一批大气
污染问题。市大气污染防治攻坚

战指挥部决定对较为突出的17个
大气污染源公开通报（通报明细见
下表）。

市大气污染防治攻坚战指挥
部要求，各有关区县政府和相关部
门按照《大气污染防治法》《重庆市
大气污染防治条例》及市政府大气
污染防治工作要求，抓好大气污染
防治攻坚工作，对涉及的大气污染
违法行为依法查处，责令有关单位
和企业立即整改。

重庆通报17个大气污染源并责令整改

重庆市大气污染防治攻坚战污染源通报明细表（1月）

快读

重庆消防救援车辆统一改换新专用号牌
➡1月18日，重庆日报记者从市政府安委办在市应急管理局举行的

2018年四季度新闻发布会上获悉，我市所有消防救援车辆已完成新牌
照改换任务，我市消防救援车辆依次由“渝X”加4位数字和汉字“应急”
组成。 （记者 陈波）

➡重庆高速集团发布消息，1月20日，G42沪蓉高速巫山服务区进
城方向（湖北至重庆方向）投入运营，服务区具备餐饮、如厕、超市、停车
休息等基础功能。 （记者 杨永芹）

G42沪蓉高速巫山服务区投运

本报讯 （记者 汤艳娟 实习
生 吴志杰）1月20日中午，205桌宴席
在江北区五宝镇热闹开席，热情好客的
村民邀请亲朋好友与外地游客欢聚一
堂，共同分享丰收的成就、感受农村的年
味。当日，五宝镇第十二届欢乐百家宴
精彩开幕，活动涵盖欢乐百家宴、农产品
展销、迎新滨江跑和文艺演出等，吸引了
3000余名游客和村民积极参与。

重庆日报记者在活动现场看到，此
次百家宴地点设在全国文明村——万
缘村翠塘湾小区。“开席喽！”中午时分，
伴随着一声震天动地的锣响，一道道热
气腾腾的农家菜端上了205桌宴席，
2000多名食客起立举杯互祝新年快乐。

台下食客大快朵颐，台上演出精彩
纷呈。演员们带来的《常回家看看》《敖
包相会》《中国风》等精彩节目，也为活
动现场带来了浓浓的年味。一边欣赏
节目一边品尝佳肴的村民吴光碧感慨
不已：“我们搬进了这个农民新村两年
了，村里越来越热闹了。特别是这一次
百家宴，来了好多外地游客，比往常过
年还热闹！”

活动中，五宝镇还在五宝滨江大道
举行了迎新滨江跑，吸引了200名专业
运动员和数百名跑步爱好者积极参
加。此外，在百家宴附近设立的农产品
展销区，当地村民带来的五宝包氏土
面、五宝窖酒、五宝腊肉香肠等五宝土
特产品，深受游客青睐。

该镇的欢乐百家宴已连续举办十
二届，通过“政府搭台+百姓唱戏”的方
式，成功吸引了5万余人次积极参与，实
现助农增收800余万元。

五宝镇百家宴好热闹
3000余名游客和村民齐聚迎新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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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年8月23日，首届中国智博会在重庆悦来国际会议中心开幕。
记者 苏思 摄（资料照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