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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左黎韵

7月7日，大渡口钓鱼嘴滨江湾区，
大滨路与九滨路连接道项目正在紧张
施工中。“整个连接道全长约2.82 公
里，建成后将大大缩短大渡口至解放
碑、观音桥等地的距离，成为贯通南北
滨江片区的重要通道。”该项目负责人
告诉重庆日报记者。

作为我市主城都市区的中心城区，
近年来，大渡口区在滨江沿线布局了钓
鱼嘴音乐半岛、重庆工业文化博览园、
义渡古镇滨江特色街区、环金鳌山都市
田园综合体等一批文化休闲旅游项目，
将滨江文旅品牌打造成该区靓丽的城
市名片。

完善交通枢纽
实现互联互通

钓鱼嘴半岛位于大渡口南部，是长
江进入重庆主城区的第一个半岛区域，
也是重庆主城唯一未开发的半岛。按
照市委、市政府统一部署，我市加快推
进“两江四岸”治理提升工作。目前，以
九龙半岛、钓鱼嘴半岛为主要区域的重
庆长江文化艺术湾区控制性详细规划
方案已经完成，即将进入实际改造阶
段。

“在规划方案中，长江文化艺术湾
区总面积约26.6平方公里，大渡口区
域内近20平方公里。整个湾区江岸线
长达25公里，大渡口区域内18.4公里，
占了73.6%。钓鱼嘴滨江湾区是长江
文化艺术湾区的重要组成部分。”大渡
口区相关负责人表示，作为我市的老工
业基地，大渡口区在很长一段时间内都
给人以位置偏僻、交通不便的印象，“对
此，我们首先在道路交通上‘做文章’，
通过构建轨道、城市道路、水运等一体
化交通网络体系，促进钓鱼嘴滨江湾区
与各区域间的互联互通。”

向北，由大滨路与九滨路连接道、
嘉南连接道、大滨路二期、南北干道等
项目组成的北向通道将于2022年全
面贯通；向南，小南海长江大桥、佛耳
岩长江大桥将打通长江滨江“断头

路”，助力滨江湾区融入西部陆海新通
道；向西，依托成渝铁路主城至江津段
改造工程、重庆第二机场建设等重大
项目，可实现与渝西、川东城市群的紧
密联系；向东，白居寺长江大桥、马桑
溪复线桥等一批交通项目将助推滨江
湾区融入重庆直达长三角地区的出海
出境大通道。此外，轨道21号线、12
号线、29号线等一批轨道交通的规划
建设也将进一步提升滨江湾区的交通
通达性。

“软硬”兼施
打造音乐产业高地

“要使音乐产业在大渡口区蓬勃发
展，首先应注重文化软实力的提升，营
造起‘音乐之城’的浓厚氛围。”该区相
关负责人说。

去年10月，重庆长江草莓音乐节
首次亮相大渡口，连续两天，三十多组
独立音乐人轮番开唱，共吸引3万余名
乐迷尽享音乐盛宴。今后，长江草莓音
乐节每年都会在大渡口区定期举办。

“我们足足花了一年时间才争取到
草莓音乐节落户大渡口，作为国内流行
音乐的顶级IP，每年一度的长江草莓

音乐节是对大渡口区打造长江文化艺
术湾区的一次预热。”该负责人坦言，
首届长江草莓音乐节的火爆开场，吸
引了春浪、迷笛两个国内知名音乐节
主动对接、落户大渡口。未来，大渡
口区将成为“三大音乐节”同城开唱
的城市。同时，大渡口区还积极培育
了“穿越 2 号线”等本土音乐品牌，

“我们通过接续开展音乐节会提升音
乐营销能级，以此吸引国内外知名音
乐人及音乐公司将目光投向钓鱼嘴
半岛。”

目前，已有多家国内头部音乐企
业向大渡口区抛来了“橄榄枝”，而随
着钓鱼嘴音乐半岛建设的逐步推进，
还将有更多重点项目落户大渡口区，
为长江文化艺术湾区的综合开发带来
多重利好。

深挖文化内涵
做靓“人文之城”

大渡口区拥有36公里长江岸线，
北连九龙坡，东南隔江与巴南相望，长
江在这里向北转身270度，江面豁然开
朗，钓鱼嘴滨江湾区因此得名。

不久前，宝武集团已与渝富集团签

订合作框架协议，将在重庆工业文化博
览园的基础上共同打造中国钢铁工业
博物馆（重庆分馆），使之成为重庆、乃
至全国知名的工业遗产、工业文旅项
目，并以此为核心发展艺术文化会展等
相关产业，形成文创产业园区。

重庆工业文化博览园是大渡口钢
城文化的重要载体，义渡古镇则是大渡
口区“义”文化的源起之地。古镇位于
长江之滨，因乡绅设义渡而扬名天下，
明清鼎盛时期曾为周边数十里最大的
渡口，“大渡口”之名因此而来。“义渡古
镇复建后，我们在对古镇原有路网架
构、李竹山民居、马桑溪供销合作社等
历史景观修缮保留的同时，于古镇之外
不断开发拓展，植入文化旅游新景观，
最终形成集吃、喝、玩、游、乐、购于一体
的主题性人文旅游古镇。”大渡口区相
关负责人说，“下一步，我们还将整合古
镇南北两端区域和义渡公园，进一步优
化义渡古镇的主题定位，打造滨江特色
文化街区。”

据了解，下一步，大渡口区将依托
滨江湾区丰富的土地资源和得天独厚
的江岸线，进一步深挖文化内涵，坚持

“在保护中开发、在开发中保护”，做靓
“人文之城”这张名片。

大渡口布局一批文化休闲旅游项目

发展滨江经济 做靓“人文之城”

□本报记者 匡丽娜

7月13日是重庆中考第二天，考
试的数学、道德与法治、历史科目试题

有何特点？对师生日常教学和学习有
何借鉴意义？围绕上述问题，市教委组
织相关学科的命题专家和一线教师对
试卷进行了解读。

紧扣新冠肺炎疫情谈古论今 讲述北斗人艰辛奋斗历程
中考命题关注社会热点，难度适中

本报讯 （记者 郭晓静）7月13日，
市城市管理局召开新闻通气会称，我市
日前正式印发了《中心城区建筑渣土全
过程监管工作实施方案》（以下简称《方
案》）。根据《方案》，市区两级正在建设
的建筑垃圾智能化监管平台将助力中
心城区建筑渣土全过程监管，形成建筑
渣土产生、运输和处置的管理闭环，我
市对建筑渣土的管理将更加高效可控。

2018年3月，住房城乡建设部下
发了《关于开展建筑垃圾治理试点工作
的通知》，在全国35个城市开展城市建
筑垃圾治理试点，重庆中心城区纳入试
点。随后我市印发了《主城区城市建筑
垃圾治理试点工作实施方案》，从编制
试点方案及规划、存量治理、设施建设、
资源化利用、监管平台、长效机制等6
个方面开展试点，并将其纳入“无废城
市”建设的重要内容。但随着建筑垃圾
产量的增加，我市建筑垃圾治理也面临
处置难、设施选址难、运输监督难等问
题。

为了有效解决这些问题，《方案》进

一步明确建筑渣土全过程监管要求，强
化建筑渣土管理措施。特别是针对老
百姓感受最直观的建筑渣土运输环节，
市区两级建筑垃圾监管平台目前正在
健全运输监管系统，建成后将实行实时
数据采集、运行数据分析、统计数据共
享。

此外，在施工现场管理上，《方案》
还强化了建筑渣土源头减量、落实项目
业主主体责任、严格建筑渣土处置核
准、落实工地管理要求和施工工地现场
监控等五项措施。

在严格运输管理方面，除了建好用
好智能化建筑垃圾监管平台，《方案》还
规范了运输管理，只有依法申办了《建
筑垃圾运输处置核准证》和《货车通行
证》的车辆才能在中心城区从事建筑垃
圾运输；加强运输企业管理；制定出台
《重庆市建筑垃圾密闭运输车辆技术规
范》；全面推行建筑渣土运输车辆从产
生、运输到处置环节“两点一线”的联单
管理，对违反联单管理行为的单位和责
任人纳入信用评价体系考核。

产生、运输、处置均可追溯

智能化平台将全程监管中心城区建筑渣土

今年6月1日起实施的《重庆市建筑垃圾密闭运输车辆技术规范》汲取
了国内其他城市的先进经验，结合我市实际，从范围、规范性引用文件、术语
定义、整车要求、车厢要求、颜色标识、智能化终端及功能、车容车貌8个方
面，明确了建筑垃圾密闭运输车辆规范要求。其中，有5个创新内容：

本报讯 （记者 栗园园 通讯
员 余方芳）近日，重庆日报记者从垫
江县获悉，今年以来，该县针对民营企
业、中小企业、小微企业的实际困难打
捆整合“政策包”，助力企业纾困解难。

前不久，重庆市金龙科技有限公司
负责人谭英坦言，今年3月复工后，该
县人社局主动上门宣传稳岗政策，有效
降低了企业压力。

垫江县委统战部主要负责人介绍，
今年垫江出台了“十条增量措施”、支持
中小企业共渡难关政策措施等系列惠

企政策，助力企业渡过难关。从增加贷
款、减免缓税收、房屋租金减免、水电气
减免、兑现稳岗物流补贴等方面助力企
业健康发展。

与此同时，垫江出台了“网上办”
“掌上办”“预约办”“特事特办”等特色
惠民助企服务，保障企业顺利平稳运
营。重庆允成互联网科技有限公司便
是这一特色服务的受益者。2月18日，
该公司通过电话预约办理营业执照，实
现了当天申请、当天受理、当天办结，为
企业开办运营争取到了更多时间。

垫江整合“政策包”为企业纾困解难

在国内率先提出厢体采用抗拉强度超过1100Mpa的超高强度耐磨
板，提升了产品轻量化、耐磨性水平，适应发展趋势1

《重庆市建筑垃圾密闭运输车辆技术规范》中的5项创新内容

智能化系统能在现有的基础上
进行升级，具备按照市场、政策
和客户的要求进行二次升级扩
展的空间，方便用户后期使用

智能化车辆状态显示，车辆LED顶灯由智能系统控制，具备智能颜色
显示的功能，可根据车辆监控状态显示不同色彩，方便城市管理和公
安交管部门夜间执法

4

结合我市建渣岩石占比较高，破碎岩石锋利断面容易对车辆密封装置
造成损害的问题，采用硬质侧翻式厢盖，不易损坏、寿命长、占用空间
小，降低用户使用成本

3

7月13日，两江新区礼嘉中学考点，参加中考的孩子们信心满满走出考场。当
日，2020年重庆市中考进入第二天。

首席记者 崔力 摄/视觉重庆

重庆长江文化艺术湾区效果图。 （大渡口区委宣传部供图）

命题专家：
试题围绕立德树人、服务初中学业

水平暨高中招生考试、导向教学这一核
心功能，注重基础性、综合性、应用性和
创新性的协调统一，没有偏题、怪题、超
标题，难度适中。

试题强化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
领，着力讲好中国故事，彰显奋斗精
神。如第4题孙家栋、袁隆平、屠呦呦
等功勋模范默默坚守、辛勤耕耘，第 9
题中国北斗人20多年来的艰辛奋斗历
程，让考生真切感知中国取得的发展成
就是无数奋斗者努力拼搏的结果，增强
考生的责任担当意识。

试题充分发挥学科育人功能，创设
基于生活实践和学习探索的问题情境，
选取与学生生活、社会生活、国家生活
等紧密相关的热点，凸显出试题的生活

性、时代性。此外，试题还注重学科内
综合、学科间综合以及社会生活中的真
实应用，既考查考生基础知识、基本技
能，还重点考查思维过程、创新意识和
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引导考生
从“解题”走向“解决问题”、从“做题”走
向“做人做事”。
重庆市育才中学初三道德与法治备课
组长周艳华：

本次试题聚焦立德树人这一根
本任务，重点突出理想信念教育，重
视品德修养的考查。试题用生活化
素材，厚植学生爱国情怀，坚定他们
的理想信念，培育他们的奋斗精神，
也在生活化的试题中提升学生知行
合一的能力和核心素养，这将对一
线教师的日常教学产生积极导向作
用。

道德与法治 从“做题”走向“做人做事”

命题专家：
试题对初中数学的核心知识进行

了重点全面的考查，如数与代数中的所
有方程、所有函数类型全部进行了考
查；几何中的三角形、四边形、圆形全覆
盖；平移、旋转、相似变换全展示；统计
中数据的收集、整理与分析，概率全呈
现。

试题注重基础，体现能力，没有偏
难怪题，以教学实际作为命题的基本出
发点，凸显时代性、生活性，注重考查学
生的数学素养，对学生的数感、符号感、
运算能力、分析与解决问题的能力等进
行了全面考查。

此外，试题还突出运用学科知识解
决实际问题能力的考查，注重与社会生
活的联系性。如“垃圾分类人人有责”，
运用科学设数法表示“广交会”商家的
数据、运用锐角三角函数测量居民楼楼

层的高度等，都体现了试题的教育性、
思维性、综合性和创新性。
重庆南开中学初三数学备课组长陈敏：

试卷以课标为准绳，适度调整基
础知识的考点，在核心知识上均重点
考察，选材贴近生活，引导学生关注
社会热点，感受数学与生活息息相
关，如18题火锅店采取堂食、外卖、摆
摊的经营模式，29 题涉及 5G 信号塔
等。适度调整基础知识的考点，对
学生数与式的计算、各种方程和不
等式的掌握、四大几何变换的理解、
三大函数的应用上均有不同程度的
考查。

在关注学生掌握基础知识的同时，
注重考查学生学习新知的过程，如 22
题曲线图象，将写图象性质改为用判断
题的方式考查，这个创新变化全面考查
学生对新函数的学习过程。

数学 注重对核心知识考查和实际生活应用

命题专家：
今年试题依据“课标”要求，内容

涉及新冠肺炎疫情，无偏题、怪题、难
题，突出对主干知识的考查，特别是对
历史进程产生了重大影响的历史事
件、历史现象和历史人物的考查，通过
再认、再现、调动、迁移和运用知识等
方式，考查考生立场、观点、方法、辨
析、比较、归纳、概括等能力，以及唯
物史观、时空观念、家国情怀等学科
素养。如以丝绸之路的繁荣与中外
交往为主题的判断题，就要求考生初
步运用历史唯物主义观点观察分析
问题。

此外，今年的大分值题型和其他部
分试题，紧紧围绕新冠肺炎疫情这一社
会热点展开，在试题设计上，古今贯通、
中外关联，将历史与现实、史实与感悟
巧妙结合，让历史照进现实，引导考生
学以致用。

填图题是重庆历史中考试题的一

大特色，集时空观念、历史理解、历史
解释等学科素养的考查于一体，如《南
昌起义、秋收起义和井冈山会师示意
图》一题，着力引导考生体会地图所反
映的中国革命的发展方向，认识毛泽
东的伟大和中国革命重心转向农村的
必然性。
重庆57中历史教研组长杨春梅：

今年的试卷体现了以史育人、立
德树人的时代要求，注重对学生的价
值引领，对民族的认同感和社会责任
感。

填图题引导广大中学历史教师进
一步研究历史地图，深入观察、思考和
运用历史地图进行教学。此外，近年
来，重庆中考历史试题积极呼应热点，
深入思考历史与现实之间的契合，引
导考生回首过去，展望未来，充分发挥
历史学科的史鉴功能和社会功能，这
是历史学科教师在日常教学中需要注
意的。

历史 大分值题型围绕新冠肺炎疫情展开

结合我市山城坡度大、坡道长特点，选定使用6×4（3轴）车型，产品通
过性、安全性更高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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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市城市管理局

重庆农村土地交易所地票公开交易公告
渝农地所告字〔2020〕12号

现对以下拟供应地票予以公告，公告时间为2020年7月14日12时——2020年7月21日
12时。7月14日12时开始在重庆农村土地交易所领取竞买须知等资料。公告期满，申请购买
总面积大于可交易总面积，且有两个及两个以上购买人申请购买的，以拍卖方式交易；申请购
买总面积小于或者等于可交易面积，或者仅有一个购买人申请购买的，以挂牌方式交易，未成
交的，继续公告。

详情请登录重庆农村土地交易所门户网站（https://www.ccle.cn/），在地票专栏中查
询。

地址：重庆市江北区永平门街14号·金融城2号T3塔楼8楼，联系电话：63836045、
63832367（FAX），联系人：王先生

备注：保证金账户名：重庆农村土地交易所，开户银行：重庆银行人和街支行，账号：
550101040006819。

公告批次

20012（总第
123批次）

拟供应地票面积

平方米

1097535

亩

1646.3025

交易起始价格

元/平方米

301

万元/亩

20.0667

保证金标准

元/平方米

45

万元/亩

3

重庆农村土地交易所 2020年7月14日

本报讯 （记者 吴刚）7月9日，
市经信委与北碚区签署共建全市智能
制造先进示范区战略合作备忘录。我
市将依托四联集团等优势企业，加快产
业集聚、提升创新能力，大力发展智能
传感器产业。预计到2025年，我市智
能传感器产业规模将突破150亿元。

智能传感器技术的发展与应用是
衡量一个国家信息化程度的重要标志，
物联网、人工智能等技术的不断发展为
智能传感器应用打开了广阔空间。

我市智能传感器产业主要聚集地
在北碚，目前已初步形成涵盖“材料+
设计+制造+封测+集成”的传感器产
业生态链，在温度、压力、流量等基础工

业传感器领域实现了全覆盖。其中，四
联集团为全国最大的国有仪器仪表企
业，华立仪表为全国最大的民营智能电
表生产企业，横河川仪公司EJA系列
智能变送器产品市场占有率全国第
一。重庆材料研究院长期从事传感器
功能材料共性基础技术、工程化技术研
究与产业化开发，处于国内领先地位。

去年智博会期间，北碚挂牌“重庆
市特色传感器产业基地”。按照此次备
忘录，我市将以水土高新园、蔡家智慧
新城、重庆高新区北碚片区为主阵地，
发挥四联集团行业龙头作用，延伸产业
链，构建产业集群，高标准建设智能传
感器特色产业基地。

我市智能传感器产业规模
5 年内将突破 150 亿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