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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 汤艳娟）袁隆平
超级稻“超优1000”在大足首次试种取
得良好成效，平均亩产达903.9公斤。

8月29日上午，大足区农业农村
委水稻专家李彦瑜早早出门，来到袁
隆平超级稻“超优1000”拾万镇试验
田，组织当地农民迎接市农科院水稻
研究所所长李贤勇等专家组成的测
产组。

此次测产的超级稻“超优1000”拾
万镇试验田，是大足区农业农村委在拾
万镇流转103亩水田首次试种，其种子
由袁隆平院士亲手赠与。

上午10时许，李贤勇和其他专家
抵达拾万镇试验田，随即选定思南村、
楠木村的3块稻田进行测产，并要求从
每块稻田里抽取三个点采集水稻，每个
点的面积在3至5平方米。

很快，随着专家们的一声令下，大
家立即有条不紊地启动测产工作：十多
名技术员立刻奔赴9个点收割水稻，并
小心翼翼地将水稻运到村民唐全明家
的坝子上。随即，大家采用人工摔打方

式将水稻脱粒，并将清理干净的稻谷装
筐等待称重。

“第一框，重34.73公斤。”称重现
场，只见两名工作人员用扁担抬起一筐
稻谷过称，另一名工作人员赶紧将重量
播报并记录下来。随即，负责水分测试
的工作人员将这筐稻谷放到水分测试
仪上，同样大声地读报数据：“26.5公
斤。”

紧接着，大家将所有采收的稻谷进
行打包称重和测定计算，对三个测产地
块的水稻产量求出平均值。

中午12点测产结束，李贤勇当场
宣读了测产结果：超级稻“超优1000”
在大足首次试种成功，试验田的平均亩
产量为903.9公斤！

“重庆地理气候独特，特别是水稻
成熟季节，稻田里高温高湿，极易发生

‘纹枯病’等病虫害。此前，我市有几
个区县试种了‘超优 1000’，因受技
术、环境、气候等影响，产量均不理
想。”李贤勇颇为感慨地对李彦瑜说
道，“在今年阴雨绵绵的天气环境下，

试种这个品种还能收获这么高的产
量，非常不错！”

李贤勇介绍，袁隆平超级稻“超优
1000”具有高产潜能，在国内种粮优势
基地的目标亩产量为1000公斤。这个

品种也符合我国藏粮于技的国家战略，
可在缺粮年代发挥大作用。下一步，重
庆还将投入科研力量到“超优1000”试
验田，逐渐摸索出一套高产高效的种植
技术。

袁隆平“超优1000”水稻在大足试种成功
平均亩产达903.9公斤

本报讯 （记者 申晓佳）8月29
日，市规划自然资源局在观音桥开展了
以“规范使用地图，一点都不能错”为主
题的2019年全国测绘法宣传日暨国家
版图意识宣传周活动。现场通过播放宣
传片、展示测绘仪器、发放宣传资料等方
式，向市民宣传规范使用地图的重要性，
普及测绘地理信息行业知识。

“当下已经是互联网时代，大家所
说的‘地图’实际上包括两大种类：在线
地图和离线地图。它们的更新速率和
应用范围是不同的。”

市勘测院副院长郑运松介绍，在线
地图，一般指基于互联网提供导航等服
务的地图应用，如高德地图、百度地图、
腾讯地图、天地图等。这种地图更新频
率快，用户可实时反馈新增地点信息。
而离线地图则一般指以静态图像形式

呈现、可根据需求进行适当编辑的标准
地图。大家在书店等购买的正规纸质
地图等也属于离线地图。

郑运松说，离线地图的更新频率比
在线地图低。

“使用地图必须注意规范，‘一点都
不能错’。”市规划自然资源局地理信息

处副处长楚恒表示，为避免使用地图时
出现版图缺失、边界线缺失等情况，市
民一定要通过正规渠道获取标准的地
图。目前，在自然资源部及市规划自然
资源局官方网站上，均可免费获取各种
尺寸、清晰度的中国及重庆标准地图。

市规划自然资源局相关负责人介

绍，正确的国家版图是国家主权和领土
完整的象征，体现了国家在主权方面的
意志和在国际社会中的政治、外交立
场。举办2019年全国测绘法宣传日暨
国家版图意识宣传周活动，旨在普及测
绘法律知识和科学技术，强化公民国家
版图意识，维护国家版图尊严。

接下来，本次全国测绘法宣传日暨
国家版图意识宣传周活动还将走进媒
体、学校、社区和区县，引导市民学习了
解测绘地理信息行业法律法规。市规
划自然资源局还将以重庆测绘文化公
园、重庆市时空大数据展示中心为主
场，举办公众开放日活动。

2019年全国测绘法宣传日暨国家版图意识宣传周启动

规范使用地图 一点都不能错

本 报 讯 （记 者 王 丽 实 习
生 张艺）8月29日晚，斩获86项世界
级戏剧奖项的伦敦西区原版音乐剧
《玛蒂尔达》在重庆大剧院上演。这场
演出也拉开了该剧中国巡演重庆站的
序幕，8月29日至9月4日，《玛蒂尔
达》将在重庆大剧院连演8场。

《玛蒂尔达》被誉为英国国宝级音
乐剧，迄今已经拿下英国音乐剧最高
奖奥利弗奖7项大奖，以及美国音乐
剧最高奖托尼奖5项大奖等86项世

界级戏剧奖项。该剧改编自世界文学
大师罗尔德·达尔的原著，讲述了一位
小小年纪就饱览群书的小神童玛蒂尔
达，面对黑暗却依然阳光和努力成长
的故事。

演出中，一群6至12岁的演员们
跳上秋千、高高荡起，唱着歌“飞”向观
众席，瞬间点燃现场气氛。这群“小戏
骨”还把花式侧手翻、字母歌、跳桌子、
荡秋千、滑板车等一系列令人惊叹的
高难度舞蹈漂亮完成。

伦敦西区原版音乐剧《玛蒂尔达》来渝巡演

本报讯 （首席记者 周尤）8月29
日，由团市委、中国贵州茅台酒厂（集团）
有限责任公司、重庆市青少年发展基金
会主办的“中国茅台·国之栋梁”2019重
庆市希望工程“精准扶贫·圆梦行动”助
学金发放仪式举行。来自万州、黔江、武
隆、丰都、酉阳等区县的贫困大学新生领
到了每人5000元的助学金。

据了解，茅台集团每年向中国青
少年发展基金会捐款1亿元人民币，资

助2万名贫困学子追梦，资助标准为每
人一次性5000元。截至今年，茅台集
团已连续8年向全国希望工程事业累
计捐赠8亿元人民币，帮助全国16万
余名优秀困难学子圆梦大学。

团市委有关负责人介绍，今年茅
台集团向重庆捐赠150万元，资助300
名贫困大学新生。8年来，重庆已累计
接收茅台集团助学金2000万元，全市
4000名优秀困难学子得以圆梦大学。

今年重庆300名贫困学生
获茅台集团150万元资助

本报讯 （记者 廖雪梅）8月29
日，市市政设施运行保障中心发布消息
称，为保障大佛寺长江大桥、马桑溪长
江大桥、高家花园大桥及高家花园复线
桥的安全运行，市市政设施运行保障中
心将于近期对上述4座桥梁进行例行
变形观测。检测期间，请驾驶员朋友绕
道行驶，合理安排出行路线。

具体交通管制路线如下——
8月31日、9月1日，每日0时至6

时，全封闭大佛寺长江大桥双向交通。

期间，请车辆改道黄花园大桥、朝天门
大桥行驶。

9月2日、3日，每日0时至6时，全
封闭马桑溪长江大桥双向交通。期间，
请车辆改道李家沱大桥。

9月4日、5日，每天0时至6时，全
封闭高家花园大桥及高家花园复线桥
双向交通。期间，请车辆改道石门大
桥、嘉华大桥行驶。

如遇雨期将调整封闭检测时间，并
适时发布相关信息。

8月31日至9月5日
主城四座跨江大桥将作变形观测

期间将封闭桥梁双向交通

本报讯 （记者 张莎）8 月 29
日，“身边好人”微访谈走进九龙坡，该
区同时发布了30名2019年第二季度

“九龙好人”。
微访谈中，助人为乐“九龙好人”、重

庆友方医院急救医生、蓝天救援队队员
徐东，敬业奉献“九龙好人”、桃花溪公司
副总经理王永繁，孝老爱亲“九龙好人”、
白市驿镇居民谢卿智相继登上舞台，与
数百名观众分享他们的心路历程。

“身边好人”微访谈走进九龙坡

市规划自然资源局相关负责人介
绍，市民可以从以下途径获取正确的
地图进行使用：

1.自然资源部网站发布的标准地
图 服 务（http://bzdt.ch.mnr.gov.cn/），
可下载中国和世界地图。省级自然资

源行政主管部门网站可下载正确的省
级行政区域地图，供各单位和个人免
费下载使用。

重庆市标准地图下载网址为http:
//www.cqmap.com/bzdt/

2. 使 用 审 核 批 准 并 印 有 审 图

号 的 正 规 地 图 产 品 。 凡 是 经 过 审
核 的 公 开 出 版 的 地 图 ，都 在 版 权
页 或 者 适 当 位 置 标 示 有 审 图 号 ，
可 以 据 此 判 断 并 使 用 合 格 的 地 图
产品。

3.需定制地图时，可在自然资源部
网站上查询取得相应测绘资质的地图
编制单位，向具备编图资质的测绘单
位定制地图。

新闻链接》

正确地图从哪里获取

8月29日，超级稻“超优1000”大足试验田测产现场。 通讯员 黄舒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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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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30日12：00－2019年9月1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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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商业、住宅类

序号

19130

土地位置

沙坪坝区西永组团L分区L49-1/07号宗地

用途

二类居住用地

土地面积
（㎡）
52683

总计容建筑面积
（㎡）

≤79024.5

最大建筑密度

≤35%

绿地率

≥30%

出让价款起始价（万元）

47174

备注

19131

二、工业类

序号

G19040

G19041

北碚区静观组团C分区JG-C8-1/03、JG-C9/03
号宗地

土地位置

九龙坡区西彭组团J分区J39-1/02号宗地

九龙坡区西永组团Aa分区Aa-50-15/03号宗地

二类居住用地、商
业用地

用途

二类工业用地

一类物流仓储用地

48664

产业类别

废弃资源和废旧
材料回收加工业

物流仓储

≤41453

土地面积
（㎡）
44617

31653.5

≤40%

可建面积(㎡）
或容积率

0.7≤容积率≤1.5

≤1.5

按规划要求

投资强度
（万元/公顷）

≥5000

/

12913

产出要求
（万元/公顷）

≥10000

/

出让价款起始
价（万元）

2856

3134

备注

环保要求详见重庆市九龙坡区生态环境局《关于明确西彭组
团J分区J39-1/02号地块（44617㎡）环保要求的复函》。

环保要求详见重庆市九龙坡区生态环境局《关于明确西永组
团Aa分区Aa-50-15/03号地块环保要求的复函》。

备注：1、土地面积以实测为准；2、序号G19040-G19041两宗地以网上交易方式出让。

重庆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对以下宗地予以公告以接受社会监督，公告时间为2019年8月30日9:00－2019年9月3日17:00。若有疑问，请与重庆市国土资源利用事务中心联系。电话：63654101、63654102、63654105（FAX），联系人：朱先生
重庆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

渝地监告字[2019]24号

接受社会监督的公告

序号

X19230

土地位置

渝北区回兴镇上湾村原
七社原果园村五社地块

规划用途

原用途

二类居住用地

现用途

二类居住用地

土地面积
（㎡）

原面积

47402

现面积

47402

规划部门确定的总建筑规模（㎡）
原规模

194042.85

现规模

194968.96

规划部门确定的地上或计容规
模（㎡）

原规模

170857.82

现规模

170905.39

应补交地
价款金额
（万元）

14

原土地使用
权人

重庆市莱顺
房地产开发
有限公司

调整依据

现项目已竣工验收，根据《房测报告》，计容建筑面积
增加47.57平方米（住宅27.63平方米、配套19.94平
方米），另涉及部分用途转换；新明确不计容建筑面
积878.54平方米（车库，不计征地价款），另涉及部分
用途转换，补缴剩余地价款。

X19231

X19232

X19233

北碚区蔡家组团N分区
N19-4/02、N18-1/03、

N18-4/02号宗地

巴南区土桥花溪新村12
号宗地

巴南区木洞—麻柳功能
区组团C分区C8-1/02、

C12-1/02号宗地

一类居住用地

商业、车库

二类工业用地

一类居住用地

商业、车库

二类工业用地

212044

779.63

166436

212044

779.63

166436

214165

3929.61

116505.2

296541.42

3929.61

193627.36

214165

2871.04

116505.2

214165

2871.04

184413.74

133

191

747

重庆嘉畔置
业有限公司

重庆塑皇建
设（集团）有
限公司

重庆广泽安
全产业发展
有限公司

该项目现取得全部《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计容规
模未增加，涉及部分用途转换；新明确不计容规模
82376.42平方米（其中车库70501.45平方米、配套
及设备用房2782.33平方米、架空层343.44平方米不
计征地价款），补缴剩余地价款。

该项目为经济适用房项目，已全部竣工验收。现土
地使用权人申请将该项目中3929.61平方米的建筑
面积（其中计容商业2871.04平方米、不计容车库
1058.57平方米）分摊的779.63平方米土地的取得方
式由划拨转为出让，补缴地价款。

该宗地项目已部分竣工验收，根据部分房测报告，计
容建筑面积增加67908.54平方米（工业48933.19平
方米、配套设施18975.35平方米），新明确不计容规
模9213.62平方米（车库7280.11平方米、设备用房
1933.51平方米不计征地价款），补缴地价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