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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 廖雪梅）重庆日报
记者从10月14日召开的中国（重庆）第
三届长江上游城市花卉艺术博览会（以
下简称“城市花博会”）新闻发布会上获
悉，第三届城市花博会将于10月20日至

29日在重庆园博园举行。
本届城市花博会由中国风景园林学

会、中国公园协会指导，重庆市城市管理
局、江北区政府、两江新区管委会主办，
展区面积约4.8万平方米，总观展面积
100万平方米，较之往届规模更大、景观
更美、配套更齐、品质更佳、体验更优。
展会将延续“山水之城·美丽之地”主题，
以“生态优先、师法自然”为原则，结合

“园博园北门、东门、西门”三大出入口的功
能分区，进行“一环两线，双核一带多点”总
体布局，通过“城市、园林、花卉、艺术、人
文”的融合展示手法，向市民展现创意景
观、精品园艺、新品花卉、盆景艺术以及重
庆城市品质提升成果。

不仅如此，今年的城市花博会将继
续突出“艺”“业”两个关键字，针对产学
研、专业人士、市民大众等不同群体设

计、开展各类形式的主题赛事、活动，与
社会公众交流互动，满足群众美好生活
需求。市民可根据观展、游园、环湖美食
休闲等游览需求，灵活安排出行线路。

本届城市花博会实行实名制分时预
约观展，展会期间园博园开、闭园时间为
9∶00-17∶00（10 月 20 日开幕式当日为
11∶00-17∶00），请市民做好防护措施，尽
量选择轨道交通或者地面公交出行。

去园博园看城市花博会
展会时间为10月20日至29日

据了解，本届城市花博会将设“大师
花园”“明日花园”“山城家园”“双城和
鸣”“美丽乡村”“匠心楼阁”“花之穹顶”

“花样生活”八大主题展示板块，展示自
然山水、人文艺术和百姓日常融为一体
的高品质生态城市生活。

其中，“大师花园”展园由中国景观
界领军人物王向荣与朱育帆打造，两位
大师分别以“云山”与“轻舟已过”为主
题，通过中国传统园林理念营造出具有

中国韵味的现代景观意境空间；“美丽乡
村”脱贫攻坚成果展区，将展示重庆18
个深度贫困乡镇的扶贫成果、特色产品、
文旅产业等，推动消费扶贫。

同时，本届城市花博会与来自德
国、美国、瑞士、日本等国的全球知名花
卉种植公司进行深度合作，组建“花之

穹顶”国际花卉新优品种展示馆，将展
示金光菊、矾根“微光”、大丽花“葫芦娃
系列”、小兔子角堇“协奏曲”等2020年
新上市、2021年待发布的国际花卉新
品，以及百余种珍稀花卉，让市民大开
眼界。

在“山城家园”展园，全市所有区县

及3家市直属公园采取“一园多点”的布
展模式，打造老百姓家门口的公园；特邀
四川作为主宾省，组建“双城和鸣”双城
特展区，展示、交流成渝双城生态环境保
护与产业发展；更有来自湖北、贵州、云
南、成都4个兄弟省市以及重庆本地的
121件盆景艺术精品，连同200余家花卉
文创、美食休闲、特色农产品商户，构成

“匠心楼阁”“花样生活”展区，为市民奉
上一场秋日花漾盛会。

“赏精品、看稀奇”
八大展示板块打造秋日花漾盛会

本报讯 （通讯员 陈元媛）
10月14日，记者从江津区获悉，
寿乡联盟第一届理事会第五次
（扩大）会议暨“长寿之乡与健康
产业”（江津）高峰论坛活动将于
10月20日至23日在江津区举行。

据悉，此次活动以“长寿之乡
与健康产业”为主题，由长寿之乡
绿色发展区域合作联盟第一届理
事会理事会议、长寿之乡绿色发
展区域合作联盟第一届理事会理
事第五次（扩大）会议、“长寿之乡
与健康产业”（江津）高峰论坛活
动、江津特色农产品展示活动、富
硒食材推荐活动、实地参观考察
活动组成。目前，全国已有14个
省（自治区、直辖市）43个区（市、
县）报名参会。此外，主办方还将

邀请中国工程院院士樊代明，中
国社会科学院数量经济与技术经
济研究所研究员李军等嘉宾作专
题演讲。

据介绍，江津区是全国面积
最大、人口最多、寿星分布最均
衡的“中国长寿之乡”，也是重庆
唯一获评“中国长寿之乡”的区
县。截至今年9月底，全区百岁
老人达179人。2016年，以挖掘

“中国长寿之乡”品牌价值，推动
长寿之乡发展的长寿之乡绿色发
展区域合作联盟在浙江丽水成
立。2017年，江津成为该联盟4
个副理事长单位之一。目前全国
已有57个长寿之乡、30多位全
国知名专家以及200多家企业加
入该联盟。

江津百岁老人增至 179 人
20日将举行长寿之乡与健康产业

高峰论坛系列活动中国（重庆）第三届长江上游城市花卉艺术博
览会（以下简称“城市花博会”）将于10月20日至
29日在园博园举行。本届城市花博会有何特点？
如何展现重庆“山水之城 美丽之地”特色？10月
14日，重庆日报记者从城市花博会组委会了解到，
本届城市花博会有四大特点。

为了保障市民出行安全、观展秩序，
优化市民观展体验，本届城市花博会在
交通组织方面也进行了统筹规划。园博
园位于城市干线金兴大道、金山大道之间，
交通通行压力较大，组委会建议观展市
民优先选择轨道交通或者地面公交出行。

市民乘坐轨道3号线至园博园站，乘

坐轨道5号线至园博中心站，即可到达园
博园东门；乘坐轨道6号线支线（国博线）
至黄茅坪站，可换乘地面公交前往园博园
西门。在园博园周边有17条地面公交线

路运行，运力为174辆，在园博园北门、西
门、东门均有多条公交线路停靠。

展会期间组委会还将在黄景路设置
临时停车区域，并协调公交集团增开黄

景路至园博园的公交接驳车辆，方便市
民观展。每日8∶00-18∶00龙景路禁止
货车通行。

此外，本届城市花博会将严格按照
市文旅委、市商务委、市疫情办针对旅游
景区开放、会展活动举办的常态化疫情
防控工作要求，做好展会期间疫情防控。

高效规划绿色出行
优化市民的观展体验

本届城市花博会特别打造“云上花
博会”观展系统，不能亲临现场的市民
可通过“城市花博会”官方小程序的

“VR全景云观展”功能，以直播、视频、
图文等方式关注展会动态，实现线上观
展。此外，“城市花博会”官方小程序还

具有预约观展、交通指引、展区导航等
功能。

需要提醒的是，本届城市花博会将

实行实名制分时预约观展，市民需通过
微信扫描“城市花博会”小程序码，或微
信搜索“城市花博会”官方小程序进行预

约，免费获取电子门票。届时，市民可通
过扫描身份证、二维码入园观展；同时，
市民也可在预约时录入人脸信息，通过
人脸识别快速入园。（注：1张身份证可预
约1张门票，未核销之前不能重复预约，
入园核销后可再次预约。）

“线上线下”同步开展
“云上”共享花博盛会

展会期间，组委会将举办“第二届
室外布展邀请赛”，即组织专家对展会
中各区县及市直属公园布展作品进行
评选颁奖，并将优秀样本在全市进行推
广；继续开展“第二届大学生花园建造
季”，邀请重庆高校在校本科生及研究
生参赛，并最终评选出10个优秀作品

呈现于园博园艺术广场；深挖中华优秀
传统文化精神内涵，大胆创新、倾情打
造“时代之美·首届汉服花朝节”，通过
全城招募、区县联动、高校参与的方式，

征集出12位汉服美女分别代表12个月
份的花神，在展会期间于花博现场进行
游园、展演。

同时，组委会将组织开展“望海花

都·花园生活节”、公园音乐会、花博嘉年
华、全民美拍等市民互动活动；充分利用
园博园公共空间，在观览线路沿途以山
城线条、魔幻森林、古风窗棂等为元素，
设置各类创意美陈，邀市民环湖游园、互
动打卡，感受独有的“花博文化、花博体
验、花博快乐”。

“逛花博、找耍事”
赛事活动、游园打卡精彩纷呈

□本报记者 陈钧 廖雪梅

四大特点四大特点““剧透剧透””花博会花博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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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市港航海事事务中心关于代理类水路运输辅助企业的公示
根据《国内水路运输辅助业管理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交通运输部令2014年第3号），下列代理类水路运输辅助企业已完成备案手续，并根据重庆市交通局《关于开展2020年水路运输及其辅助业核查工作的通知》（渝交便函[2020]1016号），通过2020年度核查，符合水路运输代理类辅

助业务经营资格条件，准予从事相关代理业务。现将名单公告如下：

2020年通过核查代理类水路运输辅助企业名单（按拼音排序）
序号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公司名称

奉节县江华航运有限公司

开县渝宁航运有限责任公司

民生物流有限公司

趣玩旅游（重庆）有限公司

巫山县华宏航运有限责任公司

中都格罗唯视（重庆）物流有限公司

中国旅行社总社（重庆）有限公司

重庆安捷滚转运输代理服务有限公司

重庆菜园坝旅游集散中心有限公司

重庆畅程国际旅行社有限公司

重庆陈家坪旅游集散中心有限公司

重庆诚之旅国际旅行社有限公司

重庆春江国际旅行社有限公司

重庆村游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重庆东洲航运有限责任公司

重庆港九股份有限公司客运总站

重庆港侨国际旅行社有限公司

重庆海中青国际旅行社有限公司

重庆航旅国际旅行社有限公司

重庆航伟旅行社有限公司

经营范围

船舶代理，水路货物运输代理

船舶代理，水路货物运输代理

船舶代理，水路货物运输代理

水路旅客运输代理

水路货物运输代理

水路货物运输代理

水路旅客运输代理

船舶代理

水路旅客运输代理

水路旅客运输代理

水路旅客运输代理

水路旅客运输代理

水路旅客运输代理

水路旅客运输代理

船舶代理，水路货物运输代理

水路旅客运输代理

水路旅客运输代理

水路旅客运输代理

水路旅客运输代理

水路旅客运输代理

序号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31
32
33
34
35
36
37
38
39
40
41
42

公司名称
重庆和顺票务代理有限公司
重庆河记旅行社有限公司

重庆嗨哟轮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重庆恒腾商贸有限公司

重庆环亚国际旅行社有限公司
重庆慧锦酒店管理有限公司

重庆建安物流有限公司
重庆江汉国际旅行社有限公司
重庆金盾国际旅行社有限公司

重庆津天瀚商贸有限公司
重庆夔渝物流有限公司
重庆朗歌酒店有限公司
重庆利动商贸有限公司

重庆零度旅游信息咨询有限公司
重庆龙航国际物流有限公司

重庆龙昊航运有限公司
重庆茅十八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重庆美途国际旅行社有限公司
重庆美忆国际旅行社有限公司
重庆梦港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
重庆民生综合物流有限公司

重庆名仕国际旅行社有限公司

经营范围
水路旅客运输代理
水路旅客运输代理
水路旅客运输代理
水路货物运输代理
水路旅客运输代理
水路旅客运输代理

船舶代理，水路货物运输代理
水路旅客运输代理
水路旅客运输代理
水路旅客运输代理

船舶代理，水路货物运输代理
水路旅客运输代理
水路旅客运输代理
水路旅客运输代理
水路货物运输代理
水路货物运输代理
水路旅客运输代理
水路旅客运输代理
水路旅客运输代理
水路货物运输代理

船舶代理，水路货物运输代理
水路旅客运输代理

序号
43
44
45
46
47
48
49
50
51
52
53
54
55

56

57
58
59
60
61
62
63

64

公司名称
重庆青年商务国际旅行社有限公司
重庆全球通国际旅行社股份公司
重庆圣地国际旅行社有限公司

重庆圣明船务有限公司
重庆市奉节县诚寰物流有限公司
重庆市涪陵三峡铁水物流有限公司

重庆市佳卫凯商贸有限公司
重庆市开州区兴航船务有限公司

重庆市仕瑞运输有限公司
重庆市万州区万港船务有限公司
重庆市携程国际旅行社有限公司

重庆市永舟航务有限公司
重庆市中国旅行社（集团）有限公司

重庆市中国旅行社（集团）有限公司九龙
坡区大公馆门市部分公司

重庆市忠县亿澳物流有限公司
重庆市纵横国际旅行社有限公司

重庆双凤桥临空旅游集散中心有限公司
重庆舜日物流有限公司
重庆索尚商贸有限公司

重庆天航国际物流有限公司
重庆天涯国际旅行社有限公司

重庆西部公共交通有限公司

经营范围
水路旅客运输代理
水路旅客运输代理
水路旅客运输代理

船舶代理，水路货物运输代理
水路货物运输代理

船舶代理，水路货物运输代理
水路货物运输代理

船舶代理，水路货物运输代理
船舶代理，水路货物运输代理

水路货物运输代理
水路旅客运输代理

船舶代理，水路货物运输代理
水路旅客运输代理

水路旅客运输代理

水路货物运输代理
水路旅客运输代理
水路旅客运输代理
水路货物运输代理
水路货物运输代理
水路货物运输代理
水路旅客运输代理

水路旅客运输代理

序号

65

66

67

68

69

70

71

72

73

74

75

76

77

78

79

80
81

82

公司名称

重庆兴韦度科技有限公司

重庆雄犇国际物流有限公司

重庆夜景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重庆亿景途科技有限公司

重庆渝建物流有限公司

重庆渝客票务有限公司

重庆渝宜国际旅行社有限公司

重庆渝宜游轮管理有限公司

重庆渝运国际旅行社有限公司

重庆远昌船务有限公司

重庆悦程旅游有限公司

重庆泽慧物流有限公司

重庆战捷旅游有限公司

重庆长江轮船有限公司

重庆中国青年旅行社有限公司

重庆中亚国际旅行社有限公司
重庆缀佳票务有限公司

重庆紫锦皇程国际旅行社有限公司两
路门市部

经营范围

水路旅客运输代理

水路货物运输代理

水路旅客运输代理

水路旅客运输代理

船舶代理，水路货物运输代理

水路旅客运输代理

水路旅客运输代理

水路旅客运输代理

水路旅客运输代理

船舶代理，水路货物运输代理

水路旅客运输代理

水路货物运输代理

水路旅客运输代理

水路旅客运输代理

水路旅客运输代理

水路旅客运输代理
水路旅客运输代理

水路旅客运输代理

重庆市港航海事事务中心
2020年10月15日

重庆城投城市更新建设发展有限公司
公开征集PPP项目联合体施工成员的公告
重庆城投城市更新建设发展有限公司拟通过公开征

集的方式，引入一家具有市政公用工程施工总承包特级
资质和建筑工程施工总承包特级资质的施工企业，共同
组成联合体参与PPP项目的投资建设。

1.本次征集合作方信息披露期满，采取综合评议方
式确定合作方，再与城市更新公司组成联合体，参与财
政部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中心公布的重庆市范围内的
PPP项目。

2.意向合作方可在公告之日起至截止日期前往城
市更新公司索领相关资料。联系人：胡先生；联系电话：
023-67559733；联系地址：重庆市江北区东升门路63
号17层（金融城2号T1栋）

3.公告截止日期：2020年10月16日15:00。
4.资料递交截止日期：2020年10月16日15:30。
特此公告

重庆城投城市更新建设发展有限公司
2020年10月11日

重庆市港航海事事务中心关于未参加2020年年度核查的企业的公告
根据重庆市交通局《关于开展2020年水路运输及其辅助业核查工作的通知》（渝交便函[2020]1016号），2020年度水路运输及其辅助业

年度核查已于8月31日结束。经核实，目前仍有部分企业在规定截止日期内未参加年度核查。现公告如下：
自本通告发布之日起30日内，未参加年度核查的企业报企业注册地交通主管部门参加年度核查，在规定期限内仍未参加年度核查的企

业，将依法撤销其《国内水路运输经营许可证》。
附：未参加年度核查的水路运输企业名单 重庆市港航海事事务中心

2020年10月15日

未参加年度核查的水路运输企业名单
1.重庆泰龙运输有限责任公司
2.重庆市合川区洵曦砂石有限责任公司
3.重庆民商航运有限公司

4.重庆民投航运有限公司
5.重庆长航宜化航运有限公司
6.重庆平伟船务有限责任公司

7.巫山县峡江交通服务有限公司
8.巫溪县金三角旅游运输总公司
9.重庆市永川区长风航运有限责任公司

重庆三峡融资担保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对云南荣事达电子科技有限公司等债权转让公告
债权人：重庆三峡融资担保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债务人：云南荣事达电子科技有限公司、昆明深南启成科技有

限公司、重庆赛普电器有限公司、重庆睿繁建材有限公司、重庆市
睿拓建材有限公司

合作意向：重庆三峡融资担保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欢迎意向买
家报名参与上述各债权购买，若需了解各债权具体情况，请致电或
者来函咨询。

联系人：资产保全部 李先生
联系电话：023-63567386
邮箱：lixian@cqsxdb.com 邮编：401121
通讯地址：重庆市渝北区人和街道金开大道56号人和两江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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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 王翔）菊耀
金秋，百花满园。10月14日，重
庆日报记者从巴南区获悉，10月
28日，重庆市第24届菊花艺术
展将在巴南盛大开幕，为期1个
月。届时，市民可以一边赏菊花，
一边逛灯会，充分享受巴南秋天
的特色美景。

据悉，重庆市菊花艺术展是
我市规格最高、规模最大的菊花
展会，已先后在重庆园博园、南
山植物园等地成功举办23届。
与往届菊花艺术展一般在市属
公园、风景区内封闭展示不同，
本届菊展将围绕“一线两片三
点”（即滨江沿线、龙洲湾片区、
南温泉片区以及茶花广场、华熙

体育中心、龙洲湾商街）进行布
局，选址地均为公共开放空间，
整个展会期间所有展区既不封
闭、也不收费。

这些布局选址中，不仅有18
公里生态亲水江岸—巴滨路、西
南文体高地—华熙国际文体中
心，也有抗战文化胜地和温泉旅
游小镇—南温泉、南重庆商业聚
集地—“旭万海”商圈、网红滨江
古镇—西流沱小镇等，可以说集
中了巴南城区的文化、旅游、商
贸资源精华。届时，广大市民朋
友可以在赏菊观展的同时，到这
些地方去走一走、玩一玩，品尝
巴南美食、体验巴南人文、领略
巴南美景。

赏金秋菊 逛巴南景

重庆菊花艺术展28日开幕

本报讯 （记者 颜安 通
讯员 饶金兰 张维峰）日前，南
岸区与石柱县正式签订“横向生
态补偿提高森林覆盖率协议”。
按照协议，南岸区将向石柱县支
付9.2万亩森林面积指标价款共
2.3亿元。

南岸区林业局相关负责人
介绍，2018年10月30日，《重庆
市实施横向生态补偿提高森林
覆盖率工作方案（试行）》开始实
施，该方案提出横向生态补偿机
制，完成森林覆盖率目标确有
实际困难的区县，可以向森林
覆盖率高出目标值的区县购买
森林面积指标，计入本区县森

林覆盖率。
在市林业局的支持下，南岸

区与石柱县达成协议，购买石柱
县9.2万亩森林面积指标，总额
2.3亿元。该森林面积指标仅专
项用于交易区县森林覆盖率目标
值计算，不与林地、林木所有权等
权利挂钩，也不与造林任务、资金
补助挂钩。

上述负责人表示，本次实施
横向生态补偿有利于南岸区探索
多元化的横向生态保护补偿模
式，也有利于森林资源良性互补
和带动产业结构升级，为实现生
态服务受益区县与重点生态功能
区县“双赢”打下了良好基础。

南岸与石柱县签订横向生态补偿提高
森林覆盖率协议

南岸2.3亿购买石柱森林面积指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