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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拥抱着爱，当从梦中醒来，你执
着地等待，却不曾离开……”

4月29日中午12时许，重庆日报
记者走出轨道交通10号线上湾路站，
便听到了悦耳的歌声。从地铁站出口
步行近百米来到重庆创意公园园区内，
一位站在树下唱歌的男生出现在重庆
日报记者视野中。

男生是西南政法大学新闻学专业
大四学生陈玉松，今年22岁，曾获得西
南政法大学“校园十大歌手”称号。“在
重庆创意公园这种户外空间表演还是
首次，把自己喜欢的歌唱给大家听，我
觉得非常自豪。”他说。在他周围，有人
静静欣赏，有人录视频发朋友圈，十分
热闹。

“重庆创意公园正在打造‘艺术地
铁站’，吸引各路艺人来到园区表演，为
他们提供展示才艺的舞台的同时，助力
园区打造西部文创高地和4A级旅游
景区。”该园区管理运营有限公司相关
负责人说。

“艺术地铁站”遍地开花

“唱得真赞！期待明天继续听他唱
歌。”4月29日，在重庆柚一粒文化传
媒有限公司工作的张莉莉拍下陈玉松
唱歌的视频发到朋友圈，情感饱满的歌
声获得数十位朋友点赞。

张莉莉在园区工作即将两年，她
说，“和同事们一起听歌手唱歌真是享
受，在这样充满活力和艺术气息的园区
上班真幸福。”

和张莉莉有同样感受的员工不在
少数。重庆创意公园由重庆日报报业
集团投资近18亿元打造，已吸引500
余家企业入驻，广告文创类企业占到
70%。从业人数近1.3万人，以90后居
多。他们的出行工具以地铁为主，走出
上湾路地铁站，映入眼帘的便是《变形
金刚》等大型雕塑、葱郁的植被和充满
设计感的园区建筑，艺术气息浓厚成为
园区一大亮点。

4月初，园区提出打造“艺术地铁
站”，吸引艺人表演成为打出的第一张
牌。

据了解，重庆已十分注重用艺术元
素装点地铁站室内空间或外部区域。
例如，轨道交通1号线烈士墓站室内涂
鸦面积达5000平方米，蓝天白云和雄
鹰翱翔的场景让人心旷神怡，被誉为

“重庆最炫地铁站”。轨道交通2号线

李子坝站边坡上，有著名艺术家江碧波
设计的“岩之魂”浮雕墙。去年7月，翻
新美化完工后的浮雕墙为“轻轨穿楼”
景观增添了一抹亮色。

逐步彰显创意底色

“很多著名的打卡点都有明显的特
色或标识，而重庆创意公园的创意底色
还没有得到彰显。”园区管理运营有限
公司相关负责人介绍，重报集团正在对
园区进行全面提档升级，将园区打造成
西部文创高地和4A级旅游景区，打造

“艺术地铁站”成为提升园区知名度和
美誉度的重要一步。

据了解，重庆创意公园提档升级的
目标，就是要像三峡博物馆等文化地标
一样，在丰富市民文化生活的同时，成
为塑造和引领地方文化的重要载体。

为何选择“艺术地铁站”成为突破
口呢？

上述负责人说，创意是重庆创意公
园的核心关键词，让园区的创意理念、
创新精神深入人心不可能一蹴而就，需
要循序渐进、久久为功。“首先通过打造

‘艺术地铁站’，让市民清楚地知道重庆
创意公园就在地铁站旁边，还有艺术

感，吸引市民前来感受园区的艺术氛
围。”他表示。

此外，除了打造“艺术地铁站”外，
重庆创意公园还重点打造国学、茶艺、
香道、剪纸等文化体验项目，持续面向
市民开展文化交流活动，丰富市民文化
生活，促进重庆文化产业发展。

重庆创意公园提升园区文创和艺
术氛围的举措和渝北区打造临空高端
消费走廊的计划不谋而合。

渝北区临空都市开发建设管理办
公室有关负责人表示，渝北正在实施以
临空现代服务业集聚发展为支撑的消
费能级提升行动计划，以重庆创意公
园、圣名世贸城、三亚湾海鲜美食小镇
等重点项目为依托，打造临空高端消费
走廊，引领临空商贸发展，塑造渝北临
空经济城市名片。

艺术点亮城市公共空间

如何让“艺术地铁站”走向深入？
据介绍，重庆创意公园将在地铁站

出口的公共区域搭建表演场景，面向社
会广撒英雄帖，吸引各路艺人前来表
演，鼓励市民和员工前来观赏和互动。
今后，园区还将在上述区域举办装置艺

术比赛，并持续更新附近业态，提升该
区域的艺术氛围。

上述负责人透露，园区还和江西景
德镇陶溪川陶瓷文化创意园合作，计划
于今年5月在上述区域举办陶瓷文创
市集，在园区内举办文创论坛。届时，
市民可前来欣赏陶瓷文创产品，业界人
士可参与论坛，和文创界知名人士互动
交流。

四川美术学院公共艺术学院教师
王松表示，艺术介入城市人文品质提升
已经成为当今世界的一种趋势。“重庆
的‘艺术地铁站’颇具特色，且艺术表现
形式丰富，地铁站从单纯注重功能化到
功能化与人文艺术化并举。”他说。

重庆东唐胜景园林景观艺术有限
公司是重庆创意公园重点入驻企业，该
公司总经理朱勇建议，“重庆在打造‘艺
术地铁站’时，可注重在其中表现重庆
的地域文化，体现独特性和原创性，营
造出‘艺术馆’的精致氛围。”

“重庆正着力把文化元素植入景区
景点、融入城市街区，提升旅游的文化
底蕴和特色魅力。”市文旅委相关负责
人说，打造“艺术地铁站”，可以提升当
地知名度和艺术氛围，更好地满足人民
群众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

重庆创意公园打造“艺术地铁站”
让城市公共空间充满艺术气息

本报记者 赵迎昭

本报讯 （记者 杨铌紫）4月29
日，中央文明办在沙坪坝区举办了4月
中国好人榜发布仪式暨全国道德模范
与身边好人现场交流活动。其中，重庆
有5人上榜，他们分别是诚实守信好人
孙世科，敬业奉献好人秦庆伟、程肇伟，
孝老爱亲好人龙万志、郭佳佳。

据统计，今年4月以来，网络“我推
荐我评议身边好人”活动平台共收到全
国各地网民举荐的好人好事线索170
余万件，参与点赞评议的网友累计超过
4500万人次。经网友推荐评议，共有
105位身边好人光荣上榜。

当天的活动，以“助人为乐、诚实
守信、敬业奉献、见义勇为”等4个篇
章依次展开，通过视频短片、现场访

谈、小品展演等多种形式讲述好人故
事。覃大丽、钟廷全、陈淑梅、李其云
夫妇、胡晓、樊晓斌、张云等身边好人
和道德模范与观众进行了交流，志愿
者、商家、社区居民、党员、消防队员代
表，在现场向全社会发出倡议。同时，
还宣布了5月中国好人榜发布仪式暨
全国道德模范与身边好人现场交流活
动将在北京市通州区举行，现场观众
一同见证了“中国好人榜”主题旗帜的
交接。

重庆日报记者了解到，截至目前，
重庆共有全国道德模范8名、全国道德
模范提名奖52名，“中国好人”192名、
重庆市道德模范252名、“重庆好人”
2086名。

4月中国好人榜发布仪式在渝举行

重庆 5 位身边好人上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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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 杨铌紫）近日，由
市委宣传部、市文明办、市文化旅游委、
市交通局、市商务委、市市场监管局等
单位联合主办，重庆日报报业集团、重
庆轨道传媒、都市热报社共同承办的寻
找“文明在行动·满意在重庆”岗位服务
明星评选活动正在火热进行中。这次
评选，将在“吃、住、行、游、购、娱”等旅
游服务行业中选出一批岗位服务明
星。谁会成为重庆文明旅游“代言人”，
邀请市民一起来评选。

作为全国热门旅游城市，即将来临
的“五一”假期，对重庆的文明旅游和服
务行业而言，不仅是机遇，还是挑战。
如何才能让游客“来了不想走，来了还
想来”？旅游服务质量是关键。

为了促进全市旅游服务水平提升，
市文明办相关负责人告诉重庆日报记
者，这次主题为“文明在行动·满意在重
庆”岗位服务明星评选活动，就是为来
渝游客提供一枚定心丸，让服务明星成
为行业标杆，提升重庆旅游行业整体水
平，让外地游客在重庆的旅游过程中，
在交通、住宿、餐饮、景区等各个环节，
均能享受到最优质的文明旅游服务。

此次活动，是推荐市民和游客认可
的六大行业服务人员作为服务明星，分
别在吃、住、行、游、购、娱等旅游服务行
业挖掘明星候选人，将从中选出120名
服务明星，成为重庆文明旅游优质服务
的践行者和引领者，提倡把服务做到游
客心坎上，让游客“行之顺心、住之安心、
食之放心、娱之开心、购之称心、游之舒
心”，真正让八方游客乘兴而来，满意而
归，在重庆“行千里·致广大”。

活动自3月启动以来，全市共推举

1200名候选人，其中，万州区是最火热
的评选地之一。万州区委宣传部负责
人告诉记者，万州开展选拔活动后，通过

“平湖万州”微信公众号投票，对58名岗
位服务明星候选人进行投票初选，短短
十余天，投票页面就达到39万人次访问
量。根据投票和单位部门推荐理由，层
层选出6名区级优胜者，参加市级服务
明星评选。

沙坪坝、丰都、黔江等区县宣传部
也积极响应，在当地知名旅游景区、志
愿者中推选出服务明星参评。

“我们的选择标准很严格，不仅要
有突出的服务意识，还要有之前的优秀
的工作表现作为参考，这样才符合推选
和审评标准。”重庆交运集团工会办公
室负责人称。

选出来的候选人是否符合评选标
准？有没有参评资格？

据介绍，从5月起，都市热报厢遇
App将开启投票区域，集中展示“文明
在行动·满意在重庆”岗位服务明星候
选人，把投票权力交由广大市民和游客
来决定，只需要下载并登录厢遇App，
查看候选人案例和故事，就可在投票区
域对其进行投票。最终，从推选的优秀
候选人中，选出最能代表重庆旅游服务
质量的120名服务明星。

投票结束后，主办方会再结合专家
评审团的意见，公示120名服务明星，
同时，这120名服务明星也将成为“把
服务做到游客心坎上”主题宣传片的

“主角”，以他们的服务故事，组成宣传
片中的故事情节，带动整个行业服务品
质提升，促进文明旅游风尚形成，引领
全市文明旅游和服务行业新风尚。

全城寻找120名岗位服务明星
涉及吃住行游购娱等旅游服务行业

玩转篮球 拥抱快乐童年

拼搏进取的实验三小球员

“篮球给你带来了什么?“
“给我带来了自信、坚强。”“给

我和我的小伙伴们带来了快乐和
幸福。”“给我带来了梦想和希
望”……这是渝北区第三实验小学
（下称“实验三小”）的孩子们对篮
球的深厚感情。

近年来，这所成立不过18年的
学校，不仅实现了又好又快发展，
办学质量有口皆碑，成为重庆市领
雁工程示范校，而且在校园篮球项
目上后发先至，亮点突出，为渝北

区乃至重庆市的小学体育教学工作作
出了突出贡献。学校于2018年被教
育部命名为“全国青少年校园篮球特
色学校”。

正如学校负责人所说的：篮球，不
仅仅是一项体育运动，更是立德树人
的重要载体。学校一直不断探寻如何
在篮球运动中立德树人，通过有关篮球
教学、篮球赛事等的实践活动、教育活
动，不仅提高孩子的技战术水平，而且
培养孩子们的拼搏进取精神和团队合
作精神，为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奠基。

搭台子、强师资
点燃孩子篮球梦想

近日，渝北区第三实验小学一年
一度的校园篮球联赛如火如荼地开
始了。运动场上闪动着孩子们灵活
的身影，回荡着师生兴奋的加油声。
被誉为“袋鼠小将军”的谭净聪，灵巧
躲过防守，成功投进一球；“闪电客”
刘泓呈轻盈迅捷的快攻让对手望尘
莫及；自命“神投手”刘锐元三分投篮
五投五中，赢得了大家阵阵叫好。

在实验三小的校园里，这样的篮
球“小明星”还有很多，他们跳投、三
步上篮、手指转球、蝴蝶穿花、投石问
路等篮球技艺运用自如。

“体育教育是实施素质教育的基
本途径之一，篮球作为学校学生喜爱
的一项技能，是提高学生素质的重要
手段和方法。”学校负责人坦言，学校
花大力气举办和篮球有关的活动，就
是希望能借助篮球这个载体，培养健
康快乐、全面发展的少年。

学校先后建成1个标准200米
塑胶田径运动场、2块儿童篮球场、2
块标准室外塑胶篮球场和1个风雨
篮球场，完善各类设施设备，为篮球
教学和竞技训练提供了坚实的保障。

学校重视篮球师资队伍建设。

学校有体育教师16人，其中篮球专

业教师3人。为了有效提高教师素

养，学校采取外训与内陪结合、演练

与竞技结合、走出去与请进来结合的

方式加大研训力度，提高师生的篮球

兴趣和技术水平。

学校重视篮球活动的普及与提

高。每周每班开设篮球训练课1节，

分年段分层次教学，让孩子们了解篮

球、爱上篮球，掌握基本的篮球知识

和技术要领。平日里，更有大课间全

员篮球活动，年度五人制班级篮球联

赛、三人制篮球挑战赛等，无论是运

球绕桩，传球接力的日常精彩练习，还

是奋勇争先，顽强拼搏的赛场上突破，

都让学生锻炼了身体，愉悦了心灵。

学校积极为特长学生搭建成长

平台。只要有利于训练和比赛，学校

全力支持，学校每年从体育课和各种

赛事中选拔有潜力的篮球苗子，组成

篮球社团，有计划有步骤地开展专项

训练和训赛交流，让学生快速掌握过

硬的篮球技艺。对研训过程中表现

突出的教练员和各级比赛获奖的运

动员予以表彰和奖励。

如今，实验三小的篮球运动如火

如荼，声势浩大，孩子们在实验三小

这个梦工厂里勇敢地寻梦、圆梦，微
笑着走向未来。

重精神、塑内涵
给孩子受益终身的财富

实验三小很多师生至今都记得
那次比赛。2015年，学校男子篮球
队获得重庆市小学生篮球赛第一
名。很多人不知道，在一年前学校组
队参赛时还颗粒无收，队员们灰头土
脸，没有精气神。

“参加比赛绝不是为了追求名
次，只要我们能够学习长处，积累经
验，取得进步就好。”学校篮球总教练
林毅这样鼓励学生。

实验三小人始终记得，开展篮球
运动的初衷绝不是为了摘取荣誉奖
牌，而是希望孩子们能强身健体，丰
富学习生活，振奋精气神，在小学阶
段就培养出诸如竞争意识、开拓精
神、团队协作等优秀品质。

因此，无论是日常训练还是比赛
竞赛，学校都怀揣这份初衷，以篮球
运动为抓手，启智育德，让孩子们不
仅仅掌握了一门篮球技能，还拥有很
多无形的财富。

刘泓呈起初是一个调皮好动的

男孩子，参加篮球训练后不仅变得沉
稳踏实，学习成绩也上来了。他说：

“做一件事就要认认真真的把它做
好”。余浩虽然个子不高，但是反应
快，球场上打得轻松漂亮。他说：“打
球和学习一样，都需要智慧和巧
劲”。王富康凭借篮球特长，进入理
想中学。他说：“是篮球给了我梦想
以及实现梦想的力量。”

以篮球带动学生成长之时，实验
三小还不断创新并丰富“体教结合”
的内涵，大胆改革。

学校在课程开设中设置大纲课
程、校本课程、兴趣课程，学生在完成
国家规定的基础课程的同时，可选修
篮球、足球、合唱、美术、古筝、科技等
社团活动。社团采取小班分层教学
的形式，让不同层次的学生都能接受
到优质的教育。

在砥砺中前行，在前行中收获。
多年来，实验三小的教育质量一直名
列全区前茅，学校男子篮球、女子足
球、合唱、器乐、经典诵读、戏剧表演
等多次获重庆市冠军或一等奖，近几
年共向我市名校推荐了100多名优
秀体育苗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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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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4月30日12：00－2019年5月2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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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3-63628117，地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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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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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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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商业、住宅类

序号 土地位置 用途 土地面积
（㎡） 总计容建筑面积

（㎡） 最大建筑密度 绿地率 出让价款起始价
（万元） 备注

19053

19054

备注：土地面积以实测为准。

沙坪坝区西永组团K分区
K-A7-4-2/06号宗地

大渡口区大渡口组团C分区
C42-3号宗地

二类居住用地、商
业用地、商务用地

二类居住用地

8713

41724.4

≤17426
≤104311

≤40%
≤35%

≥30%
≥30%

8811

67803

重庆农村土地交易所地票公开交易公告
渝农地所告字〔2019〕4号

现对以下拟供应地票予以公告，公告时间为2019年4月30日9时—2019年5月8日16时。4月3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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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3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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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004（总第97批次）

拟供应地票面积

平方米

800064

亩

1200.096

交易起始价格

元/平方米

285

万元/亩

19.0

保证金标准

元/平方米

45

万元/亩

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