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快读

“我和‘学习强国’有个约会！它让
我明白梦想从学习开始，事业从实践起
步！”在备战“学习强国”重庆学习平台

“I学I行（爱学爱行）”风采展示活动决
赛的演讲培训课上，来自重庆市委党校
（重庆行政学院）的吴佳彦这样表白“学
习强国”。

今年9月以来，“学习强国”重庆学
习平台“I学I行（爱学爱行）”风采展示
活动开展得如火如荼，在经过第一阶段

“用心学”大比拼和第二阶段“用情讲”
谈心得阶段后，活动即将迎来“实力秀”
展风采决赛阶段。

对于“学习强国”这款应用软件，各
行各业的选手们有哪些切身感受呢？
来听听选手们对“学习强国”的“表白”。

“学习强国”丰富民警的
警务知识和法律知识

“今年有一首歌广为传唱，‘我和我
的祖国，一刻也不能分割，无论我走到
哪里，都流出一首赞歌’。我和‘学习强
国’也是如此！”来自北碚区公安分局的
民警张彬彬说。

张彬彬今年35岁，在“学习强国”
上已学习近280天。

“不积跬步，无以至千里；不积小
流，无以成江海。从注册至今，我每
天都在‘学习强国’上坚持学习，从未
中断。”张彬彬骄傲地介绍道，自己的

“学习强国”积分已达到12500分，对
于他而言，这已不是简单的数字，而
是代表着自己的能力在潜移默化中
提升。

今年8月8日，在江西省九江市一
家加油站内，一辆三轮车在准备加油时
突然起火。危急时刻，加油站的工作人
员冲出来及时将火熄灭。张彬彬告诉

重庆日报记者，这则来自“学习强国”上
的新闻如同一场及时雨，让他能有案例
去指导自己在北碚区所负责的52家加
油站的安全工作，确保国庆期间没有出
现一例险情、一处隐患。

张彬彬说，“学习强国”上的“慕课”
不断丰富着自己的警务知识和法律知
识，助自己守护山城一方平安，保障人
民安居乐业。

“学习强国”为基层干部
脱贫工作助力

今年24岁的向冠臻是丰都县高家
镇的一名基层干部。从今年3月开始，
向冠臻每天都在“学习强国”上坚持学
习，她的一个笔记本上记载了自己在

“学习强国”上所收获的知识和感悟。
“这可不是普通的笔记本，而是我

在‘学习强国’上认真学习、苦苦思索后
得来的‘宝贝’，蕴藏着‘学思结合’的方
法！”向冠臻说。

学以致用，向冠臻将“学习强国”上
的知识内容与丰都县高家镇的脱贫工
作相结合，打出一场漂亮的脱贫攻坚
战。

“我为咱们高家镇金家坪村贫困
户中的非党员群众创建了‘脱贫致富
学习小组’，组织大家看脱贫攻坚专
题片、学‘天天农学’的慕课课程，大
家每天在学习群里你追我赶比拼积
分，那学习的劲头可一点都不比我们
差！‘学习强国’真是一件助力扶智扶
志的利器！”向冠臻说，在高家镇建国
村，过去村民在养殖肉牛方面存在一
些养殖专业的知识盲区，通过“学习强
国”上“天天农学”这样的学习平台，村
民们懂得了如何去除肉牛身上的寄生
虫，让肉牛的养殖更加科学高效；在高

家镇金家坪村，“天天农学”上的知识
也让村民在葡萄种植方面更加得心应
手，如今，有了专业的葡萄种植技术，
村民们有能力承包更多的果地，创造
更加幸福美好的生活；在方斗山贫困
村，向冠臻与驻村工作队通过“天天
农学”上所学的多渠道销售模式，试
图打开方斗山贫困村土豆销售局面，
预计在明年，将会有大量优质土豆卖
出大山。

“学习强国”帮助检察官
精准实施未成年帮教

“作为一名未检干警，我的初心就
是点亮孩子的心灯。”36岁的龚珊是市
检察院一名检察官，今年7月，她接手
了一名17岁黑客少年盗窃网站资金的
案子，少年名叫小宇。

“小宇的案子让我们陷入两难，虽
然他的盗窃数额完全可以逮捕起诉到
法院，但羁押产生的‘二次污染’和‘少
年犯’这样的标签，会极大地打击他的
自尊心，将来可能变本加厉地危害社
会。”

当天晚上，龚珊在“学习强国”上学
习时看到社会化支持体系能使罪错未
成年人的帮教更为精准有效，她想出一
个拯救小宇的办法。

“我们对小宇作出不逮捕决定，在
多方考察后，选定重庆一家知名互联网
企业，设立观护帮教基地。小宇以实习
生的名义进入企业，白天跟老师系统学
习网络工程技能，晚上学习法律知识，
周末参加公益劳动。”

现在，龚珊还利用“学习强国”的榜
样事例为误入歧途的未成年人树立模
范，用慕课教程为他们传播所需知识。

“学习强国”，让她离自己的初心愈发接

近。

“学习强国”充实老人的
晚年生活

25岁的王振宇是市城投集团颐天
康养公司的一名员工，作为一名共产党
员，王振宇深知党和人民的利益高于一
切，努力提高为人民服务的本领，充实
养老院里老人们的晚年生活，是自己肩
上新的使命与职责。

工作期间，王振宇发现养老院的老
人们十分爱学习。

“还记得那是一个中午，我正在‘学
习强国’上学习，点击了一部老电影《地
道战》，布满雪花的黑白电影吸引了坐
在我身旁的张大爷。他惊奇地问道：

‘哟，小王，你在哪儿找到这么老的电
影？好看，我喜欢！’”

张大爷的眼睛一刻不离王振宇的
手机屏幕，嘴里不停地念叨着“土八路
土办法，照样能打小日本！”老人们都围
了过来，都想知道怎么使用这个“学习
强国”。

于是，王振宇一个个、手把手地教
他们下载、安装、使用，并告诉他们怎样
能找到想看的内容。

在国庆期间，王振宇还通过“学习
强国”向老人们放映重庆的灯光秀，向
老人展示习近平总书记回信问候勉励
澳门退休老人……就这样，“学习强国”
代替了养老院的“家长里短”，也代替了
老人们韶华不再的长吁短叹，“那一刻，
我感到院子里的老人仿佛都年轻了好
几岁！”

“新时代，新召唤！我相信，只要将
‘学习强国’中的‘学’，真正落到实实在
在的‘行’上，一定会在平凡的养老岗位
上展示自己的风采。”王振宇说。

“学习强国”重庆学习平台“I学I行（爱学爱行）”风采
展示活动决赛在即——

选手纷纷表白“学习强国”
本报记者 张莎 实习生 苏畅

本报讯 （记者 黄琪奥 实习
生 李宁）10月27日下午，由市委宣
传部、市文化和旅游发展委员会主办，

“我和我的祖国”第二届“阅读之星”重
庆市民诵读大赛决赛在重图学术报告
厅举行。来自我市各区县的35名选手
走上决赛舞台，参与现场角逐。

据了解，此次市民诵读大赛自8月
20日启动以来，吸引了众多人参与。
仅初赛阶段就收到了12万余次音频素
材，吸引了6万多名市民参与其中。经
过初赛、复赛的层层筛选，5名（各大片
区第1名）选手直接晋级总决赛，35名
选手入围决赛。

在当天的决赛现场，来自重庆丰都
的钟芮瑶吸引了不少观众的注意。钟芮
瑶说，为弥补自己舞台经验的不足，在
朗诵之前，她查阅了很多关于南京大屠
杀的资料和故事，让自己在更加清楚了
解历史故事的同时，使自己置身于那个
时代，以便更好地表达出自己的情感。

据悉，11月 30日，“我和我的祖
国”第二届“阅读之星”重庆市民诵读大
赛总决赛将在重庆市群星剧院举行。
从决赛中脱颖而出的前10名选手和5
名直通选手将共同进入本届“阅读之
星”总决赛，角逐最后的星光金奖、星光
银奖和最佳人气组合奖。

第二届“阅读之星”重庆市民诵读大赛决赛举行

本报讯 （记者 黄琪奥 实习
生 李宁）10月27日，2019重庆市
冰雪运动季系列活动——冰雪运动
进社区活动在沙坪坝区启动。在未
来的2个月时间里，市体育局将组织
专门人员走进主城的6个社区，通过
开展社区冰雪讲堂、冬奥知识普及、
游戏互动、冰雪运动体验等活动的形
式，普及冰雪运动的开展。

中国冰雪运动推广大使、中国
第一个男子短道速滑全能冠军李佳
军也现身启动仪式现场，为社区居
民宣传和推广冰雪文化和冰雪运
动，同时与巴南区轮滑队小队员进

行了现场互动。李佳军说，他来到
重庆后发现，重庆周边有很多非常
不错的雪场、冰场，为冰雪运动的普
及形成了条件。李佳军建议，部分
俱乐部或者冰雪教练，可以积极组
织开展青少年培训，让更多人先了
解这些项目。

▶10 月 27 日，沙坪坝区万达广
场，孩子们正在进行轮滑表演。当
日，2019 重庆市冰雪运动季系列活
动——冰雪运动进社区活动启动仪
式，在此举行。

记者 万难 摄

重庆市冰雪运动进社区活动启动重庆市冰雪运动进社区活动启动

本报讯 （记者 廖雪梅）10月27
日，重庆日报记者从“第二届长江上游
城市花卉艺术博览会”（简称“城市花博
会”）组委会了解到，为确保城市花博会
活动顺利进行，减少展会期间道路交通
拥堵，10月30日至11月7日，江北城
区域周边将分时段、路段实施交通管
制。请广大市民朋友提前了解禁行时
间和路段，尽量选择轨道交通、公交等
方式出行。

千厮门大桥将禁止车辆
右转进入大剧院

据了解，城市花博会期间，江北城
区域交通组织分为交通导改（即交通疏

导措施）缓冲期和正式管制期两种形
式，具体管制措施如下——

交通导改缓冲期从10月30日9:
30开始，届时，精学街（金沙门路-西大
街）由现状双向通行，变更为单向往北
（由金沙门路往西大街方向）通行；精学
街（西大街-东升门路）由现状双向通
行，变更为单向往南（由东升门路往西
大街方向）通行。北大街由现状单向通
行，变更为双向通行；禁止车辆左转进
入西大街。西大街允许车辆左转进入
聚贤街和北大街。汇川门路由现状往
大剧院方向单向通行，变更为往中央广
场方向单向通行。东升门路禁止车辆
左转进入精学街（中央公园方向）。

正式交通管制期为11月1日至11
月7日，每天9:00至17:30。届时，觐
阳门街由现状单向通行，变更为双向通
行；东升门路-北滨二路路口禁止车辆
往寰宇天下方向行驶；金沙门路-精学
街路口禁止车辆往大剧院方向行驶；千
厮门大桥禁止车辆右转进入大剧院；南
大街禁止车辆右转进入桂花街；汇川门
路-文星门街路口禁止车辆往大剧院
方向行驶；觐阳门街和水市口街禁止车
辆往大剧院方向行驶。

增设两条接驳公交线路
方便市民观展

与此同时，5 条常规公交线路
（394、604、672、835、651）在江北城区域
的行驶路线将作调整，增加寰宇天下
站、国金中心站、力帆中心站3个临时
站点。

394路：往大剧院方向取消农村商

业银行站、轨道大剧院站、重庆大剧院
站，往大佛寺方向取消重庆大剧院站、科
技馆站，临时停靠力帆中心站上落客。

672路：往大剧院方向取消农村商
业银行站、轨道大剧院站、重庆大剧院
站，往兴竹路方向取消重庆大剧院站、科
技馆站，临时停靠力帆中心站上落客。

604路：往科技馆方向取消农村商
业银行站、轨道大剧院站、重庆大剧院
站、科技馆站，往盘溪方向取消科技馆
站，临时停靠国金中心站落客，临时停
靠寰宇天下站上客。

651路：往江州街取消科技馆站、
千厮门大桥北站、交通银行站、江州街
站，往鲁能星城方向取消江州街站、交
通银行站、轨道大剧院站、重庆大剧院
站，临时停靠寰宇天下站上落客。

835路：往大剧院方向取消科技馆
站、重庆大剧院站，往民心佳园方向取
消重庆大剧院站，临时停靠寰宇天下站
上落客。

为方便市民观展，城市花博会期
间，江北嘴周边将增设接驳公交线路
2条，分别是线路1（寰宇天下站-刘家
台站），线路2（寰宇天下站-黄花园大
桥北站），接驳公交车辆开收班时间为
9:00至19:30。

为确保城市花博会顺利举行

10月30日至11月7日江北嘴周边将实行交通管制

本报讯 （记者 黄琪奥 实习
生 李宁）10月26日晚，2019中国·重
庆WBO/WBC世界职业拳王争霸赛
在重庆渝北区落幕。经过激烈的角逐，
中国拳手葛文峰、林春雷、罗杰分别击
败对手，包揽当晚赛事 3 条金腰带
(WBO 环球金腰带、WBC 洲际拳王金
腰带、WKA世界自由搏击协会洲际金
腰带)。

本次世界职业拳王争霸赛由中国
拳击协会与重庆市体育局指导，渝北区
人民政府主办。作为“重庆十大体育旅
游精品赛事”之一，本次比赛参赛拳手
既有来自韩国、泰国、印尼、菲律宾等国
家和地区的顶尖职业拳手，也有从重庆
国际拳击赛事中心涌现出的优秀业余
拳手。

在这三场金腰带争霸战中，以争夺
WBO环球拳王头衔的头条主赛最受

拳迷期待。据了解，WBO环球拳王头
衔于2018年 10月在WBO巴拿马年
会上推出，其级别仅次于世界拳王头
衔。目前，17个级别已有15个级别被
摘下。

26日晚的WBO环球拳王争霸战
在中国拳击名将葛文峰与来自泰国的
前WBC世界拳王苏瑞安·沙桐之间展
开。葛文峰以点数优势获胜，成功夺得
亚洲第一个WBO环球拳王头衔。

在WBC洲际拳王金腰带的争夺
中，年仅25岁的中国选手林春雷凭借
闪电般的攻击速度，击败印度尼西亚选
手加里·苏杉托；而在WKA世界自由
搏击协会洲际金腰带争霸赛中，中国首
个WBC泰拳70公斤国际金腰带拥有
者罗杰击败了来自马来西亚的全国冠
军本·阿卜杜拉，成功地把该金腰带留
在了中国。

世界职业拳王争霸赛在渝落幕

中 国 选 手 夺 得 3 条 金 腰 带

机构名称：泰康人寿保险有限责任公司重庆西彭营销服务部
机构负责人：付旭
机构编码：000020500107002
原机构住所：重庆市九龙坡区西彭镇铝城南路1号1幢31号
现机构住所：重庆市九龙坡区西彭镇铝城南路1号1幢31号、32号
成立时期：2009年09月29日
邮政编码：401326 联系电话：65819613
业务范围：对营销员开展培训及日常管理，收取营销员代收的保险费、投保单等单证；分发保

险公司签发的保险单，保险收据等相关单证；接受客户的咨询和投诉。
发证日期：2019年10月10日 发证机关：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重庆监管局

保险业务机构地址变更公告

机构名称：泰康人寿保险有限责任公司重庆渝中公司
机构负责人：曾姝 机构编码：000020500103
原机构住所：重庆市渝中区民生路235号附1号第50层1、2、3、4、5、6单元及第48层1、2-1-1、6单元
现机构住所：重庆市渝中区民生路235号附1号第50层1、2、3、4、5、6单元，第48层1、2-1-1、6单

元、2-2、3单元及第52层3-2、4、5、6-1单元
成立时期：2011年01月14日 邮政编码：400010 联系电话：63809757
业务范围：个人意外伤害保险、个人定期死亡保险、个人两全保险、个人终身寿险、个人年金保险、个

人短期健康保险、个人长期健康保险、团体意外伤害保险、团体定期寿险、团体终身保
险、团体年金保险、团体短期健康保险；为境内外的保险机构代理保险、检验、理赔等业
务；保险咨询业务；经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批准的其他业务。

发证日期：2019年10月10日 发证机关：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重庆监管局

保险业务机构地址变更公告

本报讯 （记者 黄琪奥 实习
生 李宁）10月27日，第六届重庆青
年电影展在解放碑越界影城落下帷
幕。在当天下午举行的闭幕式暨短片
竞赛单元颁奖礼上，瞿尤嘉导演的影片
《三尺》获最佳摄影和最佳剧情短片两
项大奖，成为最大赢家。重庆本土导演
王博伦的作品《歧路父子》获得扶垚计
划特别表彰奖。

据了解，作为本次青年电影展的重
要组成部分，此次竞赛单元分为短片和
长片两个部分。该单元自今年7月面
向全球征集作品以来，共收到影片652

部。经过评委的认真评选，共有40部
短片、7部长片进入最终的竞赛环节，
评选出最佳导演、最佳影片在内的13
个奖项。

重庆日报记者在颁奖现场看到，组
委会邀请到演员陶红、文淇、高志森、方
励、张杨等国内电影人到现场颁奖。在
本届竞赛中，导演瞿尤嘉作品《三尺》在
斩获最佳摄影奖的同时，也把最佳剧情
短片奖收入囊中。《春江水暖》《女他》共
同荣获最佳长片电影奖。重庆本土导
演王博伦凭借作品《歧路父子》把扶垚
计划特别表彰奖收入囊中。

第六届重庆青年电影展落幕

《三尺》获最佳摄影和最佳剧情短片两项大奖

➡10月27日，江津第四届“西湖骆来山·喜德盛杯”自行车赛在该区西湖镇开
赛，其险峻赛道吸引了全国16个省区市的300余名骑手前来参赛。

（记者 周雨 通讯员 陈元媛）

江津骆来山自行车赛吸引全国300余骑手挑战

重庆市万州区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拍卖出让公告
万州地交〔2019〕15号

根据国家有关法律法规，经重庆市万州区人民政
府批准，重庆市万州区规划和自然资源局决定拍卖出
让2宗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重庆市万州区公共资源交
易中心具体承办。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地块基本情况、规划设计主要指标及要求(见表
1、表2)。

二、竞买人资格要求：
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外工商营业执照经营许可范

围与该出让地块的产业要求相符的单位或个人,均可

申请参加竞买，但欠缴土地出让金的单位和法律法规、
规章等另有规定以及该宗地挂牌出让文件限制的除
外。本次出让只能独立竞买。

三、竞买申请程序
（一）交纳竞买保证金
竞买保证金须在2019年11月18日14:00前汇入

以下账户（以到账为准）：
开户单位：重庆市万州区公共资源交易中心
开户行：重庆三峡银行天城支行

账号：0217016430000038
（二）递交书面竞买申请
已交纳竞买保证金的竞买申请人，须于2019年11

月18日15:00前，向重庆市万州区公共资源交易中心
提交书面竞买申请。申请资料的具体要求详见挂牌出
让文件。

以竞买保证金足额到达指定账户且收到齐备的竞
买申请文件查验审核通过为准，过时不再受理。

本次出让不接受邮寄、电子邮件、电话或口头申

请。
四、挂牌时间和地点
时间：2019年11月19日10时至2019年11月28

日15时（法定工作时间受理）。
地点：重庆市万州区公共资源交易中心
五、本次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挂牌出让按照价高

者得的原则确定竞得人。
六、本次出让的详细资料和具体要求，见挂牌出让

文件，可登录重庆市万州区公共资源交易信息网(网址：

http://wzggzy.wz.gov.cn)查阅或下载。
七、联系方式
地 址：重庆市万州区周家坝天城大道709号闽天

会展中心三楼
联系人：鲁老师
联系电话：（023）58332117 58203136（财务科）
网址：http://wzggzy.wz.gov.cn

重庆市万州区公共资源交易中心
2019年10月25日

地块编号

wz2019-2-19

土地位置

高峰镇雷家村

土地面积(m2)

115832

A14-1/01地块：24852.20
A15-2/01地块：24866.20
A16-3/01地块：14715.30
A17-1/01地块：32484.30
A18-1/01地块：18914.00

土地用途
商务商业混合（B2B1）
商务商业混合（B2B1）

商业商务二类居住混合（B1B2R2）
二类居住（R2）
二类居住（R2）

主要规划指标
计容建筑面积：≤99408.8m2；容积率：≤4；建筑密度：≤35%；绿地率：≥30%。
计容建筑面积：≤99464.8m2；容积率：≤4；建筑密度:≤35%；绿地率：≥30%。
计容建筑面积：≤44145.9m2；容积率：≤3；建筑密度:≤35%；绿地率：≥30%。

计容建筑面积：≤81210.75m2；容积率：≤2.5；建筑密度:≤35%；绿地率：≥30%。
计容建筑面积：≤47285m2；容积率：≤2.5；建筑密度:≤35%；绿地率：≥30%。

出让年限

住宅70年，商业40年。

起始价(万元)

32004.3816

竞买保证金(万元)

7000

地块编号

wz2019-2-20

土地位置

高峰镇雷家村

土地面积(m2)

108814

A24-1/01地块：25106.00
A25-1/01地块：20285.00
A26-1/01地块24828.00
A27-1/01地块：22806.00
A33-1/01地块：4619.00
A33-2/01地块：11170.00

土地用途
商业商务混合用地（B1B2）
商业商务混合用地（B1B2）

商业商务二类居住混合用地（B1B2R2）
二类居住用地（R2）

商业商务混合用地（B1B2）
商业商务混合用地（B1B2）

主要规划指标
计容建筑面积：≤100424m2；容积率：≤4；建筑密度:≤35%；绿地率：≥30%。
计容建筑面积：≤81140m2；容积率：≤4；建筑密度:≤35%；绿地率：≥30%。
计容建筑面积：≤74484m2；容积率：≤3；建筑密度:≤35%；绿地率：≥30%。
计容建筑面积：≤57015m2；容积率：≤2.5；建筑密度:≤35%；绿地率：≥30%。
计容建筑面积：≤13857m2；容积率：≤3；建筑密度:≤35%；绿地率：≥30%。
计容建筑面积：≤44680m2；容积率：≤4；建筑密度:≤35%；绿地率：≥30%。

出让年限

住宅70年，商业40年。

起始价(万元)

30783.4806

竞买保证金(万元)

7000

表1

表2

➡10月26日，由四川美术学院等单位联合主办的“未来·花园·世界”2019生态
艺术季活动在南川黎香湖启幕。来自美国、比利时等国家和四川大学、四川美术学
院等高校专家学者和艺术家，围绕生态艺术、乡村美育等话题进行了研讨。当日还
举行了“风景的褶子：中国当代生态艺术邀请展”以及美育工坊等活动。

（记者 李星婷）

“未来·花园·世界”2019生态艺术季活动在南川启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