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促进消费回补 释放消费潜力
第九届重庆美丽乡村休闲消费节今日启动

为进一步推动农家乐

行业复工复产、复商复市，

促进全市乡村消费回补和

潜力释放，第九届爱尚重

庆·美丽乡村休闲消费节将

于7月至 9月在全市 1840

家星级农家乐开展，其中主

会场活动于7月3日至5日

在沙坪坝区团结公园开幕。

作为“爱尚重庆·约惠

夏天”2020年重庆惠民消费

季的系列活动之一，在两个

多月的时间里，休闲消费节

不仅将举办土特产展销、重

庆市农家乐行业服务与技

术技能大赛、乡村旅游精品

游线路发布，还新增了成渝

乡村生态名宴展、成渝农家

乐乡村旅游共享合作与发

展论坛以及抗疫英雄致敬

专场活动，同时还将安排优

惠措施及优惠券发放等。

“本次休闲消费节，我

们希望在为广大消费者带

来实惠的同时，拉动成渝地

区双城经济圈建设，加快推

动全市农家乐行业复工复

产、复商复市，促进乡村消

费回补和潜力释放，助力消

费扶贫和乡村振兴。”市商

务委服务业发展处负责人

介绍。

发放千万元优惠券
力促全市乡村消费回补和
潜力释放

据悉，本届休闲消费节由中国
饭店协会指导，市商务委、市文化
旅游委、沙坪坝区政府支持，市农
家乐产业协会、市乡村旅游协会主
办。以“爱尚重庆 惠民消费 美丽
乡村在行动”为主题，将通过“主会
场+分会场”“线上+线下”“市内+
市外”“点面结合”等形式进行，突
出体验感、参与感。

其中，7月3日在沙坪坝区团
结公园启动的主场活动将持续3
天，包括发放千万元优惠券、50条
星级农家乐乡村旅游精品游线路
发布、千斤无烟生态烤全牛展演及
品尝、星级农家乐的文图展示及直
播带货等。7月至9月的分会场活
动也亮点纷呈，万人星级农家乐体
验游将联合自驾游俱乐部、旅行社
等机构，分期分批组织市民前往星
级农家乐体验。

“消费是经济增长的第一动
力，我市高度重视稳定和扩大居
民消费工作。”市商务委相关负责
人介绍，市商务委深入领会习近
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
想，全面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
视察重庆重要讲话精神和市委、
市政府工作部署，全力做好“六
稳”工作，全面落实“六保”任务，
坚持疫情防控常态化、生产生活
正常化，统筹推进全市商贸服务
企业复工复产和复商复市，把被
冻结的消费释放出来，把在疫情
防控中催生的新型消费、升级消
费培育壮大起来。

通过举办休闲消费节，进一步
带动农家乐及周边农特产品的销
售、蔬果采摘增收，有效促进城乡
二元消费结构合理优化，预估将带
动全市农家乐特别是1840家星级
农家乐消费收入环比增长20%。

推动产业高质量发展
助推全市消费扶贫和
乡村振兴

此次休闲消费节还将开展
星级农家乐千店服务质量大提
升系列活动，包括组织第九届重
庆市农家乐（乡村酒店）评审员
资格培训、修订《重庆市农家乐
等级划分与评定》标准、开展星
级农家乐等级评定和复评、举办

“巴渝工匠杯”重庆市乡村振兴
技能竞赛等，进一步提升全市农
家乐服务质量和水平，全面展示
社会主义新农村发展新气象、农
民新形象，推动农家乐产业高质
量发展。

通过发布50条星级农家乐
乡村旅游精品游线路、组织开展

“万人星级农家乐体验游”，以玩
景区景点、食宿星级农家乐、后备
箱带货等，通过一系列优惠活动，
推动消费扶贫走深走实。

通过开展种植养殖认养，鼓
励农家乐行业落实《民法典》，通
过签订合同、授予证书、挂牌认养
等形式，让城市资本流向农村，让
城市消费者走向农村、留在农村，
进一步促进乡村消费回补和潜力
释放，从而推进乡村振兴。

“重庆是山水之城、美丽之
地，美丽广阔的乡村是促进休闲
消费、助农增收的主战场；农家乐
产业的高质量发展，将有利于推
动乡村产业振兴。”市商务委相关
负责人表示，面对新形势新任务，
将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抢
抓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重大
战略机遇，更加注重观大势、育新
机、开新局，升级打造第九届爱尚
重庆·美丽乡村休闲消费节，进一
步凸显“流量思维”“服务导向”

“质量为先”。

唐勖
图片由重庆市农家乐产业协会提供

值得一提的是，今年，休闲消费
节成功引入了成渝双城乡村旅游共
享合作与发展元素，成立成渝乡村
菜品与乡村美食文化联盟，共同推
出成渝农家乐服务与技能交流、成
渝创新乡村菜品交流赛、成渝乡村
生态名宴展及入围宴席图片展、成
渝乡村旅游共享合作与发展论坛等
活动。

其中，首届成渝农家乐服务与
技能交流比赛将由成渝两会组织
成渝两地农家乐选手参赛，比赛内
容为乡村菜品烹饪和餐厅宴席摆
台。由成渝两地专业评委现场打

分，以此展示行业工匠精神，激发
产业创新意识，加强成渝两地交流
合作。

成渝两地农家土特产展示展销
由两地各区县推送当地土特产品现
场展销，并推送当地知名美食现场烹
制、销售、预订；现场设立50个标展及
特展品尝区。

成渝农家乐乡村旅游共享合作
与发展论坛则将邀请成渝双城经济
研究专家，就两地农家乐乡村旅游的
资源共享、互为农家乐乡村旅游目的
地、联合打造共同推出成渝乡村休闲
品牌线路等进行分享。

在8月至9月，成渝两地还将互
派专业团队考察交流。由成渝两地
协会分别组团前往对方星级农家乐
和农家乐成型片区考察。重点就两
地农家乐在乡村菜品创新、餐宿服
务、营销渠道拓展方面的经验进行交
流学习。

通过成渝两地农家乐协会、企
业、相关服务机构双向合作，鼓励引
导城市资本下乡、产业资本助农、风
投资本入局，新建、改建、扩建相关基
础设施和功能配套，扩大重庆农家乐
认知半径、运营半径，提升知名度和
美誉度。

抢抓双城建设机遇
首推成渝乡村旅游共享合作与发展

重庆四星级农家乐云阳绿岛山庄酒店外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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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

接受社会监督的公告
渝地监告字[2020]13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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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7月3日9:00－2020年7月7日17:00。若有疑问，
请与重庆市自然资源利用事务中心联系。电话：63654101、63654102、63654105（FAX），联系人：朱先生

序号

X200
77

土地位置

沙坪坝区沙坪坝组
团M分区12-2/
03、15-1/03、18-
1-1/04、19-4/05、
26-5/05号宗地

规划用途

原用途

二类居
住用地、
商业用
地、商务
用地

现用途

二类居
住用地、
商业用
地、商务
用地

土地面积
（㎡）

原面积

175000

现面积

175000

规划部门确定的总建筑
规模（㎡）

原规模

840140.18

现规模

911225.28

规划部门确定的地上
或计容规模（㎡）

原规模

699999.2

现规模

698130.08

应补交地
价款金额
（万元）

17.3943

原土地
使用权
人

重庆万
卓置业
有限公
司

调整依据

根 据 房 测 报
告，计容建筑
面积未增加，
涉及部分用途
转换；新明确
不 计 容 规 模
72954.22 平
方米（车库）不
计征地价款，
不计容住宅转
为不计容商业
1460.84 平方
米应补缴地价
款。

X200
78

X200
79

X200
80

巴南区东温泉镇东
泉村地块

两江新区两路组团
C标准分区C65-3/
04、C68-1/04、

C69-1/02、C74-1/
04、C74-2/04、

C76-1/03、C76-2/
03、C81-1/03号宗

地

江北区华新街街道
大兴村1号处（观音
桥组团J37-3/01）

地块

工业用
地

二类居
住用地、
商业、商
务用地

住宅

工业用
地

二类居
住用地、
商业、商
务用地

住宅

2403

200112

39.03

2403

200112

39.03

1634

540233

314.99

1634

704309.13

314.99

1634

540233

314.99

1634

540233

314.99

17.068

88.5926

5.1714

重庆银
行股份
有限公
司

重庆天
拓置业
发展有
限公司

重庆极
鼎房地
产（集
团）有
限公
司、重
庆钢铁
集团中
兴实业
有限责
任公司

该宗地系经划
拨取得的工业
用地，房屋建
筑 面 积 共 计
1634 平 方
米。现土地使
用权人申请将
2403 平 方 米
土地使用权取
得方式由划拨
转为出让，补
缴地价款。

根据部分《建
设工程规划许
可证》，计容建
筑 面 积 未 增
加，新明确不
计容建筑面积
164076.13 平
方米（其中配
套 144.34 平
方 米 、车 库
138742.5 平
方米、设备用
房11057平方
米 、架 空 层
8825.15 平 方
米，不计征地
价款），新明确
不 计 容 住 宅
5307.14 平方
米 补 缴 地 价
款。

该项目系危旧
房拆迁安置房
项目，土地使
用权人申请将
314.99平方米
住宅分摊的土
地使用权取得
方式由划拨转
为出让，补缴
地价款。

在中国共
产党成立99周
年之际，黔江区
卫生健康系统

各党组织积极开展预备党员入党宣誓、
老党员重温入党誓词、表彰先进、上党
课、走访慰问党员等系列庆祝活动。

6月30日下午，黔江中心医院党委
举行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99周年大
会。会上，开展了预备党员入党宣誓活
动，10名预备党员面向鲜红的党旗庄
严宣誓，全体与会党员一同重温入党誓
词，回顾入党初心。集中表彰了5名优
秀党务工作者、41名优秀共产党员。
两名党务干部分别以《白衣铠甲下青年
党员的样子》《战疫情：最美的姿态》为
题上党课，讲述了党员同志们在抗击疫
情中冲锋在前、勇担责任的感人事迹。
党委书记程举光在大会上作了总结讲
话。他说，一年来，院党委带领全院职
工取得了一系列成绩，特别是在此次抗
击疫情的大考中，医院作为其中的一个
考点，医院每一个人都是考生，交出了
合格答卷，实现患者“零死亡”、医务人

员“零感染”的目标，得到了市、区领导
的认可。

7月1日，黔江中心血站党支部开
展庆祝活动。庆祝大会上，全体党员重
温了入党誓词。党支部书记杨胜江回
顾了中国共产党99年来团结带领全
党、全国各族人民艰苦奋斗的创业历史
和取得举世瞩目的丰功伟绩，组织学习
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职人员政务处分
法》，通报了近期重大时事热点；支部委
员作了“重温《入党誓词》永远忠诚于
党”的专题党课。

同时，黔江区疾控中心党支部与冯
家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党支部开展
以“坚持党建引领，助力基本公共卫生
服务上新台阶”为主题的互联共建活
动。

黔江区妇幼保健计划生育服务中
心党支部也开展了走访慰问老党员活
动，支委班子成员到退休多年的老党员
家中进行慰问，了解其生活状况和身体
情况，并送上节日问候。

王凤 王冬芳
图片由黔江区卫生健康委提供

黔江区卫生健康系统
开展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99周年系列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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誓

聚力实施“党建+电网建设”
打造电网勘察设计精品

6 月 29 日，由国网重庆经研院
（以下简称“经研院”）负责设计的重
庆电网 2020 年迎峰度夏重点工程
——国网重庆市电力公司九盘至万
县电网加强500千伏线路工程正式
投运。这是经研院“党建+电网建
设”攻坚克难工程示范项目中投运的
一项重点工程。

该工程起于重庆万县500千伏
变电站，止于重庆奉节县九盘 500
千伏变电站，路径长度129.77千米，
线路途经万州区、云阳县、奉节县3
个区县，涉及 15 个乡镇辖下 49 个
村。工程投运后将加强九盘片区与
重庆主网的联系，有效提升重庆电
网风险抵御能力，为奉节、巫山、巫
溪三县发展提供更为坚强的电网保
障。这也是迄今为止经研院作为主
设单位设计的最长500千伏线路工
程。

经研院党委高度重视该项工
程，将其纳入“党建+电网建设”攻坚

克难工程示范项目予以组织实施。
在实施过程中，强化党建引领，推动
党建工作与电网建设重点工程深度
融合，持续探索党建工作价值创造
运行机制，从而实现价值创造成效
提升。

一是切实发挥党委政治引领作
用。党委班子成员亲自挂帅督战，组
织策划和审定项目实施方案，强化风
险辨识与预控，加强对内对外协调，确
保全过程实施可控在控。

二是切实发挥党支部战斗堡垒作
用。该院设计中心党支部第一时间组
建项目攻坚团队，由政治素质过硬、专
业技术扎实、实战经验丰富的党员同
志组成。在前期勘察设计阶段，严格
遵照国家标准及规程规范执行，重视
强制性条文执行和标准工艺应用；强
化现场环境调查收资，征求业主与运
行单位合理化意见，实现最优设计方
案。在交付施工建设阶段，启动施工
期间现场工代服务机制，协助建管和

建设方，提供现场技术服务，及时处置
现场发现的有关问题，为工程投运奠
定坚实基础。

三是切实发挥党员先锋模范作
用。项目团队的青年党员们主动扛起
了“党建+电网建设”攻坚克难工程的
这面旗帜。自项目启动以来，数不清
的挑灯夜战，数不清的技术探讨，数不
清的现场脚印，见证了他们的艰辛付
出。队伍中有重庆市优秀青年设计
师，有“渝电工匠”等称号获得者，有多
项国家专业注册认证资格的技术专
家，沉默少语潜心精品设计，身怀“绝
技”赢得各方美誉。

作为主设单位，经研院圆满交上
这份答卷，为持续推进好“党建+电网
建设”攻坚克难工程奠定了一次实践
基础。通过九盘至万县电网加强500
千伏线路工程的淬炼，也见证了经研
院致力服务电网发展，持续打造电网
勘察设计精品的信心决心。

游春 王新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