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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 周松）1月15日，
记者从市公安局交巡警总队获悉，为
进一步简政放权、减证便民，交巡警总
队将陆续推出电子货车通行证等5项
优化货车通行管理的公安交管“放管
服”改革服务措施。

交巡警总队相关负责人介绍，此
次推出优化货车通行管理的5项措
施，将按照分批推行的方式陆续实施，
其中电子货车通行证及通行证网上申
请将于1月20日启动实施，皮卡车网
上备案管理将于2月底前推出实施，
预约通行管理和重型货车的备案服务
管理将于3月底前推出实施。

实行通行证网上办理和
电子通行证管理

推行“互联网+通行证”自助办理
和电子通行证管理，全面实行主城区
红色、黄色通行证网上更换，并将主城
区除危化品通行证以外的临时通行
证、绿色通行证纳入网上申办。申办

货车电子通行证后，系统将自动生成
通行证二维码和相应的电子通行证信
息，无需再到窗口申办纸质通行证。
公安交巡民警现场执法中将通过执法
仪扫描二维码即可对车辆持证情况进
行核查。

申办渠道：申请货车电子通行证，
无需再到窗口办理，可通过“重庆交巡
警”官方微信公众号等互联网终端自
主办理。红色、黄色通行证全天24小
时及节假日期间均可通过互联网终端
申请换发。

取消新能源纯电动轻型
货车通行限制

即日起，对悬挂我市新能源专用
号牌且最大设计总质量小于4.5吨的
轻型、微型纯电动货车，除主城区渝

航大道、渝都大道（机场路）及因安全
管理需要实施货车限行的个别道路
外，全市范围内其余城市道路不受货
车限行管理限制，无需再办理货车通
行证。

放宽便利皮卡车进城限制

有通行主城区需求的多用途货
车（皮卡车），对登记地在主城区的，
实施备案通行管理，通过互联网自主
备案，获得相应通行规定（主城区除
机场路、渝航大道及部分过江桥梁外
均可通行），并按规定通行即可，不再
核发通行证；对登记地在我市但非主
城区的，实行预约通行管理，按需按
次申报进入主城，全年累计申报通行
时间不超过120天，申办后按规定通
行。

推行限行路段货车预约
通行管理

对主城区部分货车限行路段实行
预约通行管理，对持有红色、临时等通
行证的货车，通行纳入主城区预约通
行的货车限行路段时，可以在互联网
上申请预约通行。持有红色、临时等
通行证且有通行需求的货车，可以通
过“重庆交巡警”官方微信公众号等互
联网终端提前自主申请预约通行。

实行重型货车备案服务管理

对在主城区范围内从事工程渣土
运输的重型自卸货车实行备案服务管
理。车辆管理人定期通过“重庆交巡
警”官方微信公众号等互联网终端将
相关的车辆信息自行进行备案，并可
通过互联网终端系统对备案货车安全
管理情况进行动态监管。已备案的重
型货车可以按程序规定优先申请主城
区临时通行证（渣土运输）。

皮卡车主城通行限制放宽
我市公安交管推出5项新举措深化“放管服”改革

本报讯 （记者 夏元）1月15日，
市经信委发布《重庆市推动消费品工
业高质量发展行动计划（2020-
2022年）征求意见稿》（以下称《计
划》），向社会征集关于推动消费品工
业发展的意见和建议。按照《计划》，
到2022年，全市消费品工业总产值
将达到4500亿元，培育5个百亿级、
10个五十亿级消费品工业龙头企
业，建成2个五百亿级国家新型工业
化示范基地、5个百亿级市级特色产
业基地。

《计划》称，以食品、轻工、纺织服
装等行业构成的消费品工业，是我市
传统优势产业之一。在推动消费品
工业转型升级和高质量发展过程中，
我市将加快培育新兴消费品产业，塑
造“重庆味道”“重庆工艺”“重庆品
味”等消费品产业符号，形成消费品
产业集群。

其中，提升壮大传统优势产业方
面，将围绕农副产品、特色轻工和纺
织服装行业，提高智能化生产水平，
推动这些传统优势产业向规模化、高

质化、集群化发展；在培育发展新兴
消费品产业方面，将围绕“特色、智
能、健康、时尚、精致”方向，加快制造
一批特色消费品、智能消费品、健康
消费品、时尚潮流消费品和精致高端
消费品，同时依托山水都市、三峡库
区、武陵山区等旅游资源，深化工旅
合作，促进消费品工业与旅游产业融
合发展，并抓住国际消费中心城市建
设机遇，促进商贸流通业与消费品工
业对接。

围绕推动特色化集群化发展，
《计划》提出在“一区两群”建设一批
特色产业突出、集群效应明显、产业
生态完善的消费品工业特色产业基
地。其中，“一区”将发挥人才、先进
制造、物流交通优势，重点发展创意
设计、总部结算等业态，“两群”将强
化“乡情”联接，推动返乡创业，依托
特色资源重点发展农副食品、特色
轻工和劳动密集型制造等，同时鼓
励“一区”的龙头企业在“两群”建立

“扶贫车间”，推动精准扶贫和乡村
振兴。

全市消费品工业发展行动计划征求意见

“重庆味道”产值后年有望达4500亿元

□本报记者 罗芸

1月 12日上午，沙坪坝区凤凰
镇凤凰广场锣鼓喧天、人头攒动——
该区“三下乡”活动正式启幕。

现场的十多个志愿者服务点中，
沙坪坝区文联摄影志愿者提供的免
费拍摄最热闹。只需十几分钟，居民
就能得到一张免费的照片。

“靠拢点，再靠拢点。”志愿者、区
摄协会员刘金贵正在指挥陶开会、张
荣贵老两口摆姿势。

74岁的陶开会脸上绽开了幸福
的笑容，往丈夫身边挪了两小步：“照
相师照好点哟，这是我们结婚50年

第一回一起照相。”
“要得！”刘金贵调整了一下相

机，又看了看两个人的姿势，再次指
挥道：“摆个姿势嘛，好看点！”

陶开会立即比出“剪刀手”，75岁
的张荣贵犹豫了一下，举起了右手。

“举左手，举左手！”旁边排队等
着拍照的群众热心指点，张荣贵又羞
涩地放下挡住了老伴一部分脸庞的
右手，换成了左手。

“我们是1970年结的婚，那时都

不兴拍照。”陶开会告诉记者，当时自
己在农村，老伴在工厂，很少聚在一
起，没拍过合影。后来聚到一起了，
年纪又大了，想拍照老伴总是不好意
思，今天总算完成了一项“任务”。

“拍这张照，也算是还了个愿。”
张荣贵说，本来赶完场已经在回家路
上了，老伴打电话兴奋地说可以免费
拍照。他想了想，最终又折了回来。

“年轻时照相要专门上相馆。”陶
开会插话说，“现在生活好了，还能享

受政府上门免费照相的‘高级待遇’！”
今年已是刘金贵跟随“三下乡”

志愿者队伍为群众提供免费拍摄服
务的第三年，拍过的全家福照片已有
数百组。刘金贵说，许多拍摄对象没
有刻意准备，但大家都穿着干净、大
方，许多女性还会略施淡妆，无论男
女，笑容也越来越自然、自信。

“审美水平和生活水平成正比。”
刘金贵说：“这种变化反映出我们的
生活真是芝麻开花——节节高！”

“这是我们结婚50年第一回一起照相”

本报讯 （记者 夏元）1月14日，
记者从市经信委获悉，2019年，全市
148个重点工业投达产项目放量达
效，合计完成产值1342亿元，新增产
值对全市规模工业产值增长贡献率
超过45%，成为工业稳增长的“中流
砥柱”。

“大型工业项目完成产值量大，
是去年全市重点工业项目发展的最
大亮点。”市经信委人士表示，去年全
市70个大型工业项目合计完成产值
1200亿元，单个项目平均产出达17

亿元。比如，在去年初预计的年产值
10亿元以上的多个项目里，全年合
计完成产值近1000亿元，其中翊宝
智慧电子、华晨一期、广达三期、维沃
移动、海康威视等核心项目产值均超
50亿元。

另外，在去年全市重点工业项目
中，电子产业项目依然是“主力军”，
34个电子产业项目去年合计完成产
值858亿元，占全部项目产值比重为
63.9%，支撑了我市电子产业产值持
续保持较快增势。

去年全市148个重点工业项目
完成1342亿元产值

1月14日，春节将至，在万盛经
开区关坝镇凉风村，苗族同胞到苗
族服店购买传统民族服装，穿上新
衣迎接新年。凉风村是苗族聚住
地，这个曾经的国家级贫困村，通
过发展旅游产业和微型企业增收，
苗族同胞们的日子越过越好。

特约摄影 曹永龙

买新衣 过新年

本报讯 （记者 王丽）1月15日，
中央歌剧院2020“我们的中国梦——

‘文化进万家’基层慰问”文艺演出
在石柱职教中心上演，歌唱家们演绎
的一个个精彩节目，赢得满堂喝彩。

据了解，1月12日，中央歌剧院
艺术小分队一行13人来到酉阳，开
启了2020“我们的中国梦——‘文化
进万家’基层慰问”重庆行的旅程。
4天时间里，歌唱家先后走进彭水、

酉阳、石柱开展慰问演出、“声乐大
师课”等8场活动。

连日来，艺术家们分别表演了
舞蹈《太阳出来喜洋洋》，还以独唱、
重唱、小合唱等形式，演绎了《我爱
你，中国》《五谷香》《打起手鼓唱起

歌》《敢问路在何方》等歌曲。
“与剧院表演不同，基层演出十

分考验演员的基本功以及与观众的
互动能力。对广大演员尤其是年轻
演员来说，基层演出是非常好的锻
炼机会。”中央歌剧院演出处处长梁

寒介绍，艺术小分队的每场演出都
邀请当地舞蹈团体同台演出，既选
择展示中央歌剧院歌唱水准的歌
曲，也结合地方特色，选择大量耳熟
能详的曲目，把欢乐和温暖送到基
层人民的心田。

中央歌剧院来渝送上新年音乐大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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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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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1月16日12：00－2020年2月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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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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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系电话：023-6362811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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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商业、住宅类

序号

20007

20008

土地位置

九龙坡区西永组团O分区O17-4/03、
E分区E03-5-1-1/04号宗地

九龙坡区西永组团O分区O17-7/03、E分区E03-
5-1-2/04、E03-5-2/04号宗地

用途

其他商务用地、一类居住
用地

其他商务用地、一类居住
用地

土地面积
（㎡）

171280

173659

总计容建筑面积
（㎡）

≤213467

≤192239

最大建筑密度

按规划要求

按规划要求

绿地率

按规划要求

按规划要求

出让价款起始价（万元）

53669

53979

备注

二、工业类

序号

G20003

备注：1、土地面积以实测为准；2、G20003一宗地以网上交易方式出让。

土地位置

大渡口区大渡口组团N分区N45-02-1号宗地

用途

一类工业用地

产业类别

非金属矿物制品业

土地面积
（㎡）

20450.4

可建面积(㎡）
或容积率

0.7≤容积率≤1.5

投资强度
（万元/公顷）

≥7500

产出要求
（万元/公顷）

≥15000

出让价款起始价
（万元）

2915

备注

环保要求详见《重庆市大渡口区生
态环境局关于大渡口区N45-02-1
地块工业用地进行出让公示相关条
件的复函》（渡环函〔2019〕224号）

本报讯 （记者 廖雪梅）小雨
不积水、大雨不内涝，“海绵城市”建
设在重庆迅速推进。1月15日，记者
从市住房城乡建委获悉，自2016年我
市成为“海绵城市”建设第一批国家
试点以来，重庆按照“试点先行、逐步
推广、全面推进”的三步走方案，确定
了两江新区悦来新城国家级及万州
区、璧山区、秀山县市级试点的“1+
3”试点先行模式，目前已完成试点
42.1平方公里“海绵城市”建设。

“海绵城市”是指城市能够像海
绵一样，在适应环境变化和应对自然
灾害等方面具有良好的“弹性”，下雨
时吸水、蓄水、渗水、净水，需要时将
蓄存的水“释放”并加以利用，提升城
市生态系统功能和减少城市洪涝灾
害的发生。

截至目前，两江新区悦来新城
完成建设面积 18.67 平方公里，万
州、璧山、秀山共完成建设面积
23.43平方公里，均通过国家或市级
考核验收，建立起了较为完善的海
绵城市建设工作机制和技术体系，
为全市全面推进海绵城市建设打下
了坚实基础。

在我市，“海绵城市”建设提升了

城区的生态环境品质，也改善了居民
生活生产空间，一个个湿地、生态塘
吸引白鹭等鸟类回归，景观公园、亲
水平台、广场成为了百姓的生活娱乐
场所。

以两江新区为例，作为国家第一
批16个“海绵城市”试点城市之一，
两江新区悦来新城通过国博中心海
绵改造项目、会展公园改造项目等一
批典型示范项目，初步建立了山地新
区海绵系统的范例，极大减少了径流
污染物排江的总量。

悦来新城通过高标准建设雨水
管网、重视道路竖向设计，试点防涝
标准达到50年一遇，防洪标准达到
100年一遇；经对入河排口进行监测
和排查，非水功能区水质均达到IV
类水质标准，有效地削减径流污染物
排江，使入河排口水质得到改善。目
前，悦来新城热岛效应及其增速也低
于周边地区。

此外，悦来的居住小区采用了移
动式生态模块屋面绿化，雨水进入景
观跌水池，分散设置雨水花园、草沟
等设施，达到年径流控制率及污染物
削除等要求，实现了小区功能与景观
有效结合。

小雨不积水 大雨不内涝
重庆完成42.1平方公里“海绵城市”试点建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