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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 杨永芹）9月30
日，重庆日报记者从市发展改革委获
悉，国家发展改革委近日批复长江朝天
门至涪陵段航道整治工程可研报告，这
标志着项目前期工作取得重大突破，为
项目开工建设奠定了坚实基础。

为贯彻落实长江经济带发展战略，
提升长江黄金水道功能，加快构建综合
立体交通走廊，市发展改革委、市交通
局等部门积极推动长江朝天门至涪陵
段航道整治工程。

长江朝天门至涪陵段航道整治工
程整治河段全长123公里，其中：朝天
门至寸滩段航道水深为3.5米、宽度为
150米、弯曲半径为1000米；寸滩至涪
陵段航道水深为4.5米、宽度为150米、
弯曲半径为1000米，部分困难段航宽

不低于120米、弯曲半径不低于800
米。

设计代表船型为5000吨级干散货
船、300标准箱集装箱船、600车位滚
装货船、4艘3000吨级驳船组成的万
吨级船队。

据介绍，项目法人为长江航道局，
总投资估算13.078亿元，资金分别由
中央预算内资金和交通运输部内河水
运建设专项资金筹集解决。

项目包括建设11个重点碍航滩段，
疏浚量共184.2万方、清礁量135.8万
方、筑坝总量45.7万方等。同时，建设
广阳坝、大箭滩、中堆3个生态涵养区。

下一步，市发展改革委将积极配合
推进项目建设，争取项目早日建成投
用，助推我市长江上游航运中心建设。

长江朝天门至涪陵段航道
整治工程获国家发改委批复

将建设11个重点碍航滩段、3个生态涵养区

本报讯 （首席记者 周尤）为
激励更多女职工突破困境、自强不息
创造人生价值，9月 29日，市总工会
女职工委员会与重庆市福利彩票发
行中心联合开展了“我和我的祖国
——公益福彩·帮扶困难女职工家庭
公益活动”。据了解，该活动将帮扶
70名家庭困难女职工，每人最高可获

3000元帮扶金。
市福利彩票发行中心相关负责人

介绍，本次活动市福彩中心定向资助专
项公益金20万元，对市总工会女职工
委员会在全市范围内征选审核的70名
因病致困女职工进行帮扶资助，每名女
职工将得到2000元至3000元不等的
帮扶资助金。

我市开展帮扶困难女职工家庭公益活动
70名因病致困女职工每人最高可获3000元帮扶金

◀展览展出的 1949 年重庆解放时升起
的第一面五星红旗。

本组图片均由记者齐岚森摄

▲展览展出的各种奖状、杯子、搪瓷盆等
物品。

双双、重重、喜喜、庆庆

重庆两对双胞胎大熊猫宝宝有名字了

9月30日，在重庆动物园，满百天的两对大熊猫双胞胎在命名仪式上首次户外亮
相。今年6月23日，重庆动物园的两只大熊猫妈妈“兰香”“莽仔”同一天产下双胞
胎。4只大熊猫满月后，重庆动物园启动“两对双胞胎大熊猫宝宝全球征名”活动。
在征集到的200多组名字中，经网友投票和专家组审定，最终将4只大熊猫的名字确
定为：双双、重重、喜喜、庆庆，寓意“双重喜庆”。 记者张锦辉、杨骏摄影报道

●重庆龙湖地产发展有限公司
●金科股份重庆区域公司
●融创中国西南区域集团
●恒大集团重庆公司
●碧桂园重庆区域
●重庆华侨城
●招商蛇口重庆公司
●金地集团重庆公司
●重庆北大资源投资有限公司
●中铁房地产集团重庆有限公司

重庆社会影响力
品牌房企

重庆龙湖地产发展有限公司
龙湖集团创建于1993年，成

长于重庆，发展于全国。自1997
年开发首个住宅项目重庆龙湖花
园南苑以来，不断为重庆带来引领
时代人居品质升级的精品项目，深
耕居住、消费、养老、长租、公共文
化等多个领域。深度参与城市空
间和服务重构，不断打造有生命的
空间，有温度的服务。

金科股份重庆区域公司
深耕重庆21年，金科在重庆

范围内已经拥有超过80个项目在
开发运营，进驻区县30余个，服务
数万个重庆家庭。金科始终与城
市共同向上，金科·中华坊、金科·
天湖美镇、金科·天元道、金科·九
曲河等多个战略级精品项目，为重
庆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城市印记。

融创中国西南区域集团
入渝16年，融创重庆布局20

余个高端精品项目。融创重庆以
“法自然·创未来”的产品观和极致
的产品主义精神，精雕细琢每一件

作品。从布局千亩大盘奥林匹克
花园，到中央公园、鹿角、龙兴、茶
园、西永等新兴热点板块，融创重
庆一直在引领人居变革，与最好的
重庆共生长。

恒大集团重庆公司
入渝13年，恒大集团重庆公

司以傲然之姿，筑就城市高端居住
标杆，冠誉重庆。打造的精品项目
遍及重庆主城区及周边区县，精筑
如恒大照母山、恒大御龙天峰等近
50大名盘；产品以中高端为主，涵
盖高层、洋房、别墅、公寓、商业综
合体等多种业态。

碧桂园重庆区域
入渝12载，碧桂园重庆区域已

成功布局39个项目，打造了碧桂园
天玺、碧桂园嘉誉、碧桂园印江府、
碧桂园摩卡、碧桂园长桥江山等多
个人居标杆。秉持“坚守匠心、注
重品质”的企业初心，碧桂园重庆
区域积极巩固传统业务及加载创
新业务，坚持为每一个项目所在的
区域，匠筑好房子，提供好物业。

重庆华侨城
历时5年，华侨城深耕重庆，

以天澜美墅环江纯墅区、云溪别院
临崖洋房、轻轨学府天际湾高层、
嘉陵江天大平层、华悦中心欢悦里
艺术商业街区等品质之作敬献城
市菁英，同时积极引入公益、时尚、
教育、圈层等多方面资源，一座4
平方公里的生态创想之城已巍然
崛起。

招商蛇口重庆公司
入渝15年，招商蛇口以江湾

城、花园城、长嘉汇、公园大道等
16个作品，引领北滨路、南滨路、
巴滨路、中央公园等热土崛起。招
商蛇口深耕主城，匠著雍江府、雍
璟城两大“成就系”人居，更着眼城
心，继江湾城、锦星汇之后，再度落
子观音桥，揭幕重庆城心的美好居
住时代。

金地集团重庆公司
2017年，金地正式进入重庆，

目前在渝项目分布在中央公园、大
渡口、弹子石、李家沱，已实现主城

多区域全面布局。入渝以来，致力
将深厚的产品打造力、新材料、新
工艺的运用与重庆地域人文相融
合，打造出更适合重庆的产品，实
现强大的产品力。

重庆北大资源投资有限公司
入渝8年来，重庆北大资源布

局多个重点战略区域，为重庆楼市
致献了北大资源燕南、海樾府、博
雅、紫境府等多个标杆项目。重庆
北大资源依托北大资源集团优质
资源，匠心打造一个个人文地产、
教育地产、科技地产精品标杆项
目，成为助力重庆楼市发展和人居
升级的重要力量。

中铁房地产集团重庆有限公司
入渝3年来，秉承“重塑客户

价值链条”的核心战略，坚持从规
划布局、智能家居、园林景观、物业
服务等多个维度进行人居价值重
构，让房子回归居住本质。目前已
在重庆城市核心地块或热点区域
布局了西派城、花语佰骊、西派时
代等9个精品项目。

●龙湖·舜山府
●金科·九曲河
●恒大新城
●招商·雍璟城
●北大资源·紫境府
●中国铁建·西派城
●金地自在城
●联发君领西城
●天誉智慧城

重庆匠筑品质楼盘

重庆最具影响力
特色教育小镇

●协信·哈罗国际（中国）

时代的发展，城市的进
步，带来了美好人居的新变
化。

70年来，重庆城市不断
生长，山水之城、“魔幻”之都
不断迸发新活力，持续展现
新魅力。在重庆城市的华丽
蝶变中，人居水平也发生了
翻天覆地的变化：从低矮破
旧的筒子楼，到现代化花园
小区、电梯高层、洋房、别墅、
大平层、合院别墅……重庆
70年人居变迁，各大品牌房
企是不可忽视的推动力量。

他们紧扣时代脉搏，不断推
动城市更新；他们精研产品，
持续提升人居品质。

9月初，重庆日报推出
了“爱上一座城 奋进新时
代——重庆人居高质量发展
成就展”社会影响力房企和
匠筑品质楼盘遴选活动。通
过广泛宣传，结合读者和网
友的反馈意见，经专家组层
层把关，“辉煌70年·重庆人
居高质量发展成就展”重庆
社会影响力品牌房企、重庆
匠筑品质楼盘今日揭晓

——龙湖、金科、融创、恒大、
碧桂园、华侨城、招商、金地、
北大资源、中国铁建荣获“重
庆社会影响力品牌房企”称
号；龙湖·舜山府、金科·九曲
河、恒大新城、招商·雍璟城、
北大资源·紫境府、中国铁
建·西派城、金地自在城、联
发君领西城、天誉智慧城荣
获“重庆匠筑品质楼盘”称
号；协信·哈罗国际（中国）
荣获“重庆最具影响力特色
教育小镇”称号。

骆劲松

紧扣时代脉搏 筑造品质人居
“重庆社会影响力品牌房企”“重庆匠筑品质楼盘”今日出炉

重庆市升起的第一面五星红旗、上
世纪50年代的宣传画、上世纪80年代
的电影票……9月27日，媒体记者走
进重庆中国三峡博物馆，探访“国强”的
生活——庆祝新中国成立70周年重庆
生活变迁物证展。

本次展览由重庆中国三峡博物馆
主办，运用3000余件展品复原了“国
强”（虚拟人物）70年来的生活，设计具
有新意，展品看点颇多。展览于10月
1日正式开展。

重庆升起的第一面国旗亮相

“我叫‘国强’，出生于1949年11
月30日，那天重庆解放了……”走进三
峡博物馆一楼临时展厅，重庆日报记者
和“国强”相遇。

“‘国强’是展览的主角，通过他的人
生经历，我们可以看到他生活的变化，感
受到时代的巨大变迁。”三峡博物馆研究
员艾智科介绍，展览以新中国成立70年
来，重庆城市发展进程为背景，以“国强”
的个人成长经历为主线，由人民生活发
生的变化来反映70年重庆在政治、经
济、文化、社会和生态文明等方面的建设
成就，以此庆祝新中国成立70周年。

“展览展出了‘1949年重庆市升起的
第一面五星红旗’等实物3000余件，展品
规模堪称我馆临展之最。”艾智科说。

“1949年重庆市升起的第一面五
星红旗”长181厘米、高137厘米，是国
家一级文物，陈列在展厅入口的展柜
中。据了解，这面五星红旗是育才学校
师生用红绸被面制作的、山城升起的第
一面五星红旗。

据育才学校老校友回忆，重庆临近
解放时，育才学校老师赵义熙和苏永静
从同事梁承栋那里要来一幅宽大的红
绸被面，按照当时《群众》杂志上红旗的
比例制作了一面五星红旗（一说是梁承
栋等人制作）。解放军入城后，这面五
星红旗被欢庆的队伍举着到城里游行，
最后被插上了解放碑。

本次展出的一件件展品，也伴随着

“国强”的成长，见证了重庆的巨变。

16个复原场景供观众“打卡”

“为了让展览更接地气，展览设置
了16个实物复原场景。”三峡博物馆副
馆长张荣祥说。

重庆日报记者在现场看到，这些复
原场景运用了大量市民生活中的物品，
布置精致，传达出浓浓的时代气息。

上世纪50年代的家庭场景中，写
有“丰衣足食”的搪瓷盆、朴素的长板
凳、长江牌手风琴等展品，让人看到了

“国强”童年的生活。
他小时候喜欢看连环画和坝坝电

影。红岩读书角陈列了众多连环画，还
放置了小板凳。读书角不远处，放映着
《小兵张嘎》等电影，让观众体验到上世
纪五六十年代坝坝电影的乐趣。

上世纪70年代末，到了“国强”结
婚的年纪。他的婚房中，“三转一响”
（手表、缝纫机、自行车、收音机）非常显
眼。此外，印有“百年好合”的搪瓷盆、
印有“囍”字的暖水壶等物件都非常具
有时代特色。

改革开放后，“国强”的家庭陈设有

了明显改观。“1988年，我搬到了单位
的集资房，家里添置了‘新三件’：冰箱、
电视机、洗衣机。”“国强”在1988年家
庭场景的说明牌上自述。记者看到，该
场景的书桌上铺设了一层玻璃，玻璃下
方，压着红岩革命纪念馆陈列室的参观
券、重庆工贸中心大厦舞厅入场券等小
物件，见证了那个年代市民的文化生
活。

记者在展厅中发现，本次展览将新
中国成立以来重庆的常见商标、票证、
搪瓷杯、服装、通讯设备等密集陈列，形
成了极强的视觉冲击。

“我要和亲朋好友一起来看”

据介绍，展览策展之初，三峡博物
馆就面向全社会发布了展品征集启事，
得到社会积极响应，本次展览很大一部
分展品来源于社会捐赠。

“市民吴崇仁捐赠了近千件藏品，
包含碟片、磁带、书籍等，这些物品中的
大部分都运用在了展览中。”艾智科说。

捐赠藏品的市民还有王雪、柳丽朝
等。据了解，王雪从去年10月至今年
9月，多次到三峡博物馆捐赠藏品。记

者从馆方提供给王雪的收据上看到，她
捐赠的物品十分丰富，包含木质洗脸盆
架、1978年高考准考证、2003年重庆
钢铁集团职工医疗保险个人账户卡
等。当得知自己捐赠的许多藏品即将
在展览中亮相、面向公众展出时，王雪
兴奋地说：“我十分激动、自豪，开展后，
我要和亲朋好友一起来看。”

王雪最初向三峡博物馆捐赠，是受
到了其表妹柳丽朝的影响。去年7月5
日，柳丽朝将丈夫赵盛柏收藏的近千件
藏品无偿捐赠给三峡博物馆，包含钟
表、手表等，这些物品中的一部分也在
展览中亮相。“表妹告诉我，她9月30
日要从意大利飞回重庆，到三峡博物馆
看‘国强’展览。”王雪说，新中国成立
70年来，老百姓的物质生活过得越来
越好，更加追求文化生活，“今年，我成
为了三峡博物馆志愿者，希望让更多青
少年观众了解重庆的文化。”

“每个人身上都有时代的烙印。”张
荣祥说，每个人都和时代的发展、国家
的命运紧密相连，希望展览让观众产生
共鸣，在感受、感动中更加热爱国家、热
爱重庆。

“国强”的生活见证重庆巨变
庆祝新中国成立70周年重庆生活变迁物证展今日开展

本报记者 赵迎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