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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重庆市南川区人民政府批
准，南川区规划和自然资源局决定
公开出让LH组团E-6分区4（A）
地块、南平镇红山村分区懒懒山谷
组团A2-06、A2-07、A2-08 地
块等2宗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区
规划自然资源局委托南川区公共
资源综合交易中心具体组织实
施。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此次公开出让地块基本情
况和规划指标要求(如下表)

重庆市南川区规划和自然资源局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公开出让公告
南川规资（土地）告字〔2020〕10号

二、竞买人范围
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外自然人、法人及

其它组织均可申请参加，可以独立申请也可
以联合申请（但法律法规对申请人另有限制
以及凡在我区欠缴土地出让价款、造成土地
闲置等违约行为的除外）。

三、公告时间
2020年6月29日9时00分至2020年7月

20日17时00分，相关资料由竞买人在南川区公
共资源交易网（http://113.207.111.135/ht-
ml/9/Index.shtml）自行下载获取。

竞买保证金到帐截止时间:2020年7月
20日16时00分。

保证金账号：详情登录重庆市南川区公
共资源交易网

（http://113.207.111.135/html/9/In -
dex.shtml）。

递交竞买文件时间：2020年7月21日8
时30分至15时00分（工作时间）。地点为
南川区公共资源综合交易中心。

经审核，申请人按规定交纳竞买保证
金，具备申请条件的，南川区公共资源综合
交易中心将在2020年7月21日15时30分
前确认其竞买资格。

四、出让方式及相关要求
出让方式：南川区公共资源综合交易中

心以拍卖或挂牌方式出让国有建设用地使
用权，竞买人在2人以上（含2人）实行拍卖
出让，2人以下实行挂牌出让。

公开出让时间：2020年7月21日15时

30分（如有变动另行通知）。
公开出让地点：南川区公共资源综合交

易中心。
受让人的确定：本次国有建设用地使用

权公开出让按照价高者得原则确定受让人。
五、联系方式
（一）重庆市南川区公共资源综合交易中心
联系人：赵女士
联系地址:南川区商务中心右副楼二楼
联系电话：（023）71610555
（二）重庆市南川区规划和自然资源局
联系人：李女士
联系电话：（023）71421580

重庆市南川区规划和自然资源局
2020年6月28日

编号

NC2020让
6-1-2

NC2020让
6-4-1

地块名称

LH组团E-6分
区4（A）地块

南平镇红山村分
区懒懒山谷组团
A2-06、A2-07、

A2-08地块

建设用地
面积（㎡）
3127

（约4.69亩）

1967
（约2.95亩）

规划指标要求

计容建筑面积不得大于4825.5平方米，容积率≤1.5，建筑密度≤45%，绿地率≥18%，建筑控制高度12米。地块的年径流污染物去除率不低于50%。规
划配建通信基站，应结合该地块建筑布局方案统一考虑。该地块仅用于修建
幼儿园。具体规划指标按南规资条件〔2020〕0005号文件执行。

计容建筑面积不得大于2459平方米，建筑控制高度9米。其它配套设施
按相关规范进行配套。具体规划指标按南规资条件〔2020〕0014号文件
执行。

用地
性质

二类居
住用地

风景名
胜设施
用地

出让年限
（年）

商业40
居住70

50

竞买保证金
（万元）

1040

123

起始价
（万元）

1040

123

渣打银行（中国）有限公司重庆分行
机构编码：B0048B250000001
许可证流水号：00659547
业务范围：许可该机构经营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

委员会依照有关法律、行政法规和其他

规定批准的业务，经营范围以批准文件

所列的为准

地址：重庆市渝中区

长江滨江路2号第35层1、2、8、9、10单元

邮编：400010 电话：023-63695573
成立日期：2007-06-14 发证日期：2020-06-19
发证机关：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

重庆监管局

下列机构经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重庆监管局核准，颁发《中华人民共和国金融许可证》，现予以公告。

以上信息可在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网站上（www.cbirc.gov.cn）查询

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重庆监管局关于颁发《中华人民共和国金融许可证》的公告

□本报记者 黄琪奥

6月27日晚21点07分，我国著名
表演艺术家于蓝因病逝世，享年99岁。

于蓝，原名于佩文，1921年生于辽
宁岫岩。因为饰演影史经典《烈火中永
生》里江姐一角，她为几代观众所熟
知。银幕上，她还曾饰演过《革命家庭》
里的革命母亲周莲，《龙须沟》里的程娘
子，《林家铺子》里的张寡妇。而在众多
角色中，人们最为熟悉的莫过于“江
姐”。当年，为演好“江姐”这一角色，她
倾注了大量心血。

偶然之下“触电”红岩

重庆红岩革命历史博物馆原馆长
厉华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红岩革命志
士的真实故事，让于蓝走进了江姐的内
心。

于蓝与《红岩》的接触纯属偶然。
1961年，她读了《中国青年报》上刊登
的连载小说《红岩》后，深有感触，萌发
了将其搬上大银幕的想法。后来，这一
想法得以实现。

“《红岩》是革命烈士用鲜血和生命
书写的史诗，它犹如一座有意义的雕
刻，屹立在白公馆和渣滓洞这一特殊的
战场上，烈士们犹如群山，任何胁迫和
欺骗都动摇不了他们对共产主义的信
仰。”于蓝生前曾表示。

她不仅与《红岩》的作者罗广斌、杨
益言等人取得联系，还曾与导演张水华
于1962年冬奔赴重庆，逐个采访了幸
存的共产党人，并整理了约20万字的
记录。这些真实的故事感染了于蓝。
这些记录，也被她视为珍宝，一直珍藏
在家中。

曾在渣滓洞监狱体验生活

于蓝对“江姐”这个角色的研究，几
乎到了痴迷的程度。

当时，她通过研读资料，意识到江
姐与刘胡兰、赵一曼等革命人物的不
同，深入思考了江姐这个人物的独特
性。“她成熟、冷静、做事有条不紊。不
管是面对特务的疯狂追捕，还是严刑拷
打，江姐都展现出了中国知识女性的理
性和优雅，以及一个地下工作者的淡定
从容。”于蓝生前接受采访时表示。而
她对于角色的这些思考，都完美地在影
片中得到了精准的表达。

厉华曾经听于蓝分享过不少拍摄
细节。“于老师告诉我，他们一共在重庆

待了3个多月，为了更好地塑造‘江姐’
这个角色，她曾在渣滓洞监狱内待了一
个多星期。”在这一个多星期时间里，
她完全按照当年革命烈士的时间表生
活，除了早上有短暂放风，其余时间都
待在阴冷、潮湿的监狱里，吃的也是稀
饭咸菜。

“于老师对我说，即使是简单的体
验，也让她觉得很难受，几度想放弃。”
厉华说，但正是这样的体验，让她对以
江姐为代表的革命烈士有了更深入了
解，最终就有了《烈火中永生》的经典角
色。

被江姐的精神影响一生

《烈火中永生》一经上映，即大获成

功，全国影迷的信件如雪片般飞来。对
此，于蓝却认为，主要是烈士本身的事
迹，感动了人、教育了人，并不是她这个
演员多了不起。

江姐的精神，也影响了于蓝的一
生。“后来，于蓝还曾多次来过重庆，每
次来重庆，渣滓洞都是她必到之地。”厉
华说，每次她都会到江姐所在的牢房转
转。

上世纪末，于蓝还在江姐生前活跃
过的重庆沙坪坝闹市中，站在联欢的舞
台上重读江姐的誓言，将台下观众感动
得热泪盈眶。

“于蓝曾不止一次说过，江姐不仅
让她的演艺生涯走向辉煌，也让她的性
格得到完善。”厉华说。

“江姐”于蓝去世
为演好“江姐”倾注大量心血 生前曾到渣滓洞体验狱中生活 本报讯 （记者 陈国栋）6月28

日，记者从重庆市职称改革办公室获
悉，今年特殊人才职称申报即将启动，
具体申报时间为2020年7月20日至
24日。届时，获得“年度渝商”“年度新
锐渝商”“十大渝商”“十大新锐渝商”

“十大重庆经济年度人物”或“十大重庆
经济年度创新人物”等称号的，可以直
接申报经济类的副高级职称。

据了解，我市各类所有制企事业单
位及社会组织中有真才实学、能力和业
绩突出、业内和社会认可的人员，各类
引进高层次人才，援外援藏的专业技术
人才，参与新冠疫情防控获省部级以上
表彰奖励人员，机关分流到企事业单位
人员，在内地就业的港澳台专业技术人
才，以及持有外国人永久居留证或各地
颁发的海外高层次人才居住证的外籍
人员，在申报评定职称时适用此规定。

市职称改革办公室有关负责人介
绍，其他有真才实学、能力和业绩突出、
业内和社会认可的人员，近5年以来业
绩成果符合相应条件可直接申报正高
级或副高级职称。

由重庆日报报业集团与重庆市工
商联共同打造的“渝商”品牌，已经沉淀
了14年时间，持续开展了七届。评选
出的一大批渝商代表不仅成为重庆市
民耳熟能详的名字，更成为重庆大众创
业万众创新的榜样，助推了重庆民营经
济高质量发展。

“十大重庆经济年度人物评选”也是
重庆日报报业集团精心打造的品牌活
动，目前已经成功举办11届，成为叫响
重庆的经济类活动名片，向全球展示重
庆经济成果的形象窗口。截至目前，活
动已评选出百余位历届经济年度人物。

目前，“2019十大重庆经济年度人
物评选”活动报名正在进行中。该活动
已于6月22日正式启动，由重庆日报
报业集团携手两江新区共同发起，旨在
挖掘2019年我市坚定贯彻新发展理
念，为推动高质量发展及成渝地区双城
经济圈建设作出积极贡献的经济领军
人物。

此次活动，除了将评选2019十大
重庆经济年度人物、2019十大重庆经
济年度创新人物、2019十大两江新区
经济年度人物，还将设置2019十大重
庆经济年度人物入围奖、2019十大两
江新区经济年度人物入围奖。

组委会提醒，此次活动的报名仍在
持续进行中，社会各界人士可以扫描文
末活动专区二维码，进入活动专区，进
行自荐或推荐年度经济人物候选人。

2020年特殊人才职称申报即将启动
获“十大重庆经济年度人物”“年度渝商”等称号可

直接申报经济类副高级职称

□本报记者 崔曜

2020年重庆市“最美应急管理工
作者”发布仪式6月28日21点20分在
重庆卫视播出，石云亮是获奖者之一。
在发布仪式上，当主持人提到石云亮熟
悉超过4000个安全生产标准时，在场
不少观众发出了惊叹声，紧接着是持续
不断的掌声。

在石云亮看来，他从事安全生产工
作近20年，熟悉4000个以上的安全生
产标准并没有什么值得炫耀。从上世
纪90年代以来，石云亮指导过工贸、道

路交通、建筑、特种设备、消防、矿山、应
急救援、职业卫生等8个行业安全生
产。“每指导一个领域，我会读遍该领域
的专业书籍与资料，熟记该领域所有的
安全生产标准。”石云亮说，他指导一个
领域，研究透一个领域，逐渐熟悉了多
个安全生产标准。

对石云亮而言，安全生产知识不仅
需要学习牢记，还需要归纳与总结。

“4000多个安全生产标准跨越了多个
领域，却存在不少共通点，我一直在想
能不能用一两个理论去总结它们？”在
长期的实践和思考中，石云亮提了两项

安全生产理论：高处作业的降级处理、
安全边界理论。

高处作业的降级处理在实践中运
用有很多。比如说，外墙施工常在施工
人员脚下放一个平台，平台越是密封作
业就越安全。“有了这个平台，高处作业
就变成了低处作业，这就是我所说的

‘降级处理’。”安全边界理论也应用得
十分广泛。石云亮以景区和游乐园常
有的空中玻璃走廊为例，“你看，小孩们
可以在高空的走廊上又走又跳，但走廊
仍然是安全的。”石云亮解释说，因为走
廊在设计时有自身的安全边界，比如走

廊的高度与承重能力，玻璃的厚度等
等。“在这个范围以内是安全的，超出这
个范围就要重新设定安全边界。”

“最美应急管理工作者”石云亮：

他熟悉的安全生产标准超过4000个

扫一扫
就看到

“2019 十 大
重庆经济年度人
物评选”活动专区

本报讯 （记者 黄光红）6月28
日，位于两江新区党校附近的一处中国
移动5G基站成功完成调试并开通。
至此，中国移动在重庆已累计建成5G
基站1.4万个，提前半年完成今年全年
的5G基站建设目标，并率先实现重庆
主城都市区中心城区及区县核心区域
室外5G网络全覆盖。

按照市政府今年4月组织召开的
5G网络建设攻坚工作电视电话会议部
署，今年我市要在6月30日前新建3万
个5G基站，实现区县城市重点区域5G

网络覆盖。
截至目前，移动5G基站今年已新

建成1万个，累计建成了1.4万个。由
于采用了国际主流的双频段组网模式
建设5G网络，其5G网络信号更强，覆
盖范围比普通组网方式大30%。

依托5G网络，中国移动重庆公司
还参与了城市泛在感知的“神经网络”
应用体系建设，先后在“智慧城市”“智
慧交通”“智慧教育”“智慧医疗”“智慧
农业”和“智慧应急”等14个领域打造
了109个5G场景应用。

移动在渝5G基站已建成1.4万个
主城都市区中心城区、区县核心区域实现室外5G网络全覆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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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首席记者 申晓佳）6
月28日，重庆日报记者从市规划自然
资源局获悉，全市已建成开放的50个
社区体育文化公园均已实现智慧化管
理。今后，市民到公园锻炼休闲将更加
安全、舒适。

据悉，市规划自然资源局组织建设
单位，将免费WiFi、实时监控、智能警
务、智能广播等纳入社区体育文化公园
建设。目前，50个社区体育文化公园
已全部覆盖智能监控系统，其中36个
公园覆盖免费WiFi，15个公园覆盖智
能警务系统，30个公园覆盖智能广播
系统。实现智慧化管理后，社区体育文
化公园环境更安全，体验更舒心。

市规划自然资源局相关负责人介
绍，2018年起，重庆利用城市“边角地”
建设社区体育文化公园，优化利用低效
用地，增加城市公共绿色开敞空间，被
自然资源部评为全国节约集约用地的
典型。

该负责人表示，根据已出台的《利
用主城建成区边角地建设社区体育文
化公园实施方案》，到2020年，重庆主
城都市区中心城区将建成社区体育文
化公园92个，布局1223个体育设施，
覆盖200万人，构建宜居宜业宜游的城
区环境。

截至目前，重庆已累计建成开放
50个社区体育文化公园，在建的42个
社区体育文化公园将努力克服新冠肺
炎疫情带来的影响，确保年底前陆续建
成投用。同时，42个在建公园将同步

实施智能化建设与现场施工，提高公园
实用性及安全性。

据了解，社区体育文化公园中控中
心位于渝北区观河体育文化公园，通过
公共互联网技术，智能化管理平台可以
完成视频监控、远程管控、人员调配、应
急处理、信息联动等管控工作，并播报
天气情况、公共新闻、应急通知等。后
期还将进一步提升服务品质，实现真正
的共建共享。

我市50个社区体育文化公园
实现智慧化管理

南桥寺立交
今日通车

北接石子山、南接盘溪、西往双碑、
东接余松路的市级重点项目——南桥寺
立交今日正式通车。这座三层菱形立交
的通车，将解决南桥寺片区长期交通拥
堵的现状，形成南桥寺南北向、东西向的
快速通道。

南桥寺立交（原南桥寺转盘）位于江
北区，毗邻重庆市中医院，北接石子山，
南接盘溪，西往双碑，东接余松路，是南
桥寺片区进出城以及周围片区之间交通
转换的重要节点。图为6月28日航拍的
南桥寺立交。

首席记者 崔力 记者 汤艳娟
摄影报道/视觉重庆

于蓝 电影《烈火中永生》剧照：江姐和战友许云峰走向刑场。 （受访者供图）

本报讯 （记者 王翔）市民购买
国外商品，特别是东盟特色商品有了好
去处。6月28日，东盟商品集采城在
巴南区公路物流基地东盟国际物流园
正式开业迎客。这是巴南区在开行东
盟班车基础上，进一步提升货物集散分
拨功能，打造的进出口特色商品展示交
易平台。

近年来，巴南区作为西部陆海新
通道重要承载地，重庆“1+3”国际公

路物流分拨中心运营基地之一的重庆
公路物流基地，其运行的南彭公路保
税物流中心、重庆东盟公路班车已初
具成效。截至目前，南彭公路保税物流
中心共实现进出区货值约66亿元，重
庆东盟公路班车自开通以来共发车
3038 车 次 ，发 运 国 际 标 准 箱
6836TEU，总重量约3.92万吨，总货值
约19.25亿元。

“东盟商品集采城是在巴南区开行

东盟班车的基础上，为进一步提升货物
集散分拨功能而打造的进出口特色商
品展示交易平台。”巴南区一负责人介
绍，东盟商品集采城总投资约1000万
元，总面积1.4万平方米，首期开业区
域2300平方米。

记者在集采城里看到，商城里的
商品包括东南亚银制品、木制品、石制
品等工艺品，首饰配饰，红木家具、乳
胶枕头、床垫等家居用品，进口海鲜等

冻品，由于商品都是由东盟班车跨境
直达，因此价格相当优惠，海鲜等冻品
价格较一般市场价低1/3，特色木制品
价格也相对较低，并具有浓厚的东盟
国家特色。

巴南区一负责人表示，通过跨境运
输将全球货物聚集到东盟商品集采城
进行展示销售，将大大促进巴南开放产
业集聚和开放平台构建，同时补齐短
板，增强了东盟班车冷冻水产品等回程
货物的运量，提升双向贸易运输能力，
加快东盟去回程商品在两端市场集聚，
使巴南由过去单纯依靠南彭B保的保
税仓储物流功能，和东盟班车的跨境运
输纯物流运输的开放模式，向物流+贸
易的新型开放模式转型升级。

东盟班车跨境直达 全球货物直采直销

东盟商品集采城开业迎客

渝北区观河体育文化公园内的紧
急报警求助系统。

市规划自然资源局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