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0 月 19 日，
大 师 花 园 ——“ 云
山”再现山水云雾意
境。

◀10 月 19 日，
“花仙子”在明日花
园两江园迎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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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首席记者 申晓佳

10月19日，第三届城市花博会
重磅活动——第二届室外布展邀请
赛（下称邀请赛）在园博园主展场举
行。我市江北区等12个区县，四川
省泸州市等4个市（区）分为“山城
家园”和“双城和鸣”两大主题展示
板块，在主展场布展参赛，我市其他
区县以“属地布展”形式参赛。

来自我市的13位专家对主展
场各展园进行了走访，并对邀请赛
给予高度评价。他们认为，本次邀
请赛为市民呈现出融自然山水、人
文艺术和百姓日常为一体的高品质
生态城市生活样本。

时尚、乡愁与新锐朝气并存

“本届赛事规模更大，观赏性更
强。各参展单位带来了更大胆的设
计，充分发挥出创造性。”重庆市政
府原副秘书长、重庆城乡建设与发
展研究会会长何智亚表示，随着主
展场移师园博园，邀请赛获得了更
大的布展空间，参展单位也比去年
更多。从现场情况来看，无论是总
体设计还是参赛水平都高于往届。

“本届邀请赛有3个关键词：时
尚、原乡、后浪。”重庆市风景园林规
划设计院院长黄建总结本次邀请赛
的风格时说，本届邀请赛的布展充
分体现出重庆这座城市骨子里蕴含
的大都市时尚风格，部分作品的设
计和展陈足以引领时尚潮流。

黄建表示，各展园在不同主题
的个性化展示中，共同呈现出了“原
乡”的时代性。“后浪”则指本届邀请
赛中的新锐元素和群体。

让观展市民更有沉浸
感、体验感

“本届邀请赛和城市花博会的
选址非常好，也带来了更好的布展
效果。”重庆大学建筑城规学院院长
杜春兰说，园博园自身的特点，更切
合邀请赛的园林肌理；园内空间开
阔，为各展园提供了充分的展示空
间。“一园多点”的展示方式，会让观
展市民更有沉浸感、体验感。

“今年邀请赛更注重生态文明，
更具‘重庆范儿’。”四川美术学院建筑与环境艺术学院院
长黄耘称，各展园的布展手法呈现出多用性、创新性，部
分还使用了当代艺术手法。此外，本届邀请赛的主旨活
动也更加丰富，加入了文创、休闲等元素，有助于城市花
博会品牌的巩固和提升。

“以花为媒”生动诠释双城联动

值得一提的是，本届城市花博会特邀四川省泸州市、
广安市、德阳市、成都市青羊区作为城市代表参赛。这一
创新举措，也受到评委们的赞许和肯定。

何智亚表示，邀请四川4个市（区）参赛，体现出城市
花博会对于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的助力和关心，建
议今后邀请更多四川城市参赛参展。

原重庆市园林绿化局副局长况平表示，本届邀请赛
乃至花博会的布展思路和举措，已经与国际接轨，符合全
球模式。邀请四川城市参展，将促进川渝两地园林、园艺
相关产业发展。

重庆市建设技术发展中心主任赵辉表示，邀请四川
城市参赛参展，可谓“以花为媒”，用美好的题材生动地诠
释了双城联动。此外，随着展会的开展，广大市民也将在

“傍花随柳”的深度体验中，了解川渝之间城市的紧密关
系。

赵辉说，从邀请赛中，可以感受到历届城市花博会的
迭代、提升，以及对城市景观、生活美学的表达格局不断
拓展。本届城市花博会选址从“城市阳台”的江北嘴到

“山水画卷”的园博园，关注领域从城市品质兼顾生活美
学，创作手法从
实景具象到意
境抽象并举，呈
现出“山水作屏
花似锦，天街嵌
入巴渝间”的景
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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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陈钧

10月20日—29日，中国（重庆）第三届
长江上游城市花卉艺术博览会（简称第三届
城市花博会）将在重庆园博园等地举行。

本届花博会设立“大师花园”“明日花园”
“双城和鸣”“山城家园”“美丽乡村”“匠心楼
阁”“花之穹顶”“花样生活”八大展示板块，展
区面积约4.8万平方米，总观览面积达100万
平方米。

10月19日，重庆日报记者提前到重庆园
博园打探，并制作本篇“万花筒”，提前带你感
受花博会的美。

大师花园感受诗中意境

大师花园分“云山”和“轻舟已过”，是第
三届城市花博会的最大亮点之一。

“云山”由北京林业大学园林学院院长、
教授王向荣设计。“曾经沧海难为水，除却巫
山不是云。”重庆日报记者在花园中看到，蜿
蜒的水流穿过繁茂的植物群落，设计师巧妙
地运用金属网等现代材料构建起似云似雾、
层层升起、盘旋缠绕的构筑物，创造出一座梦
幻般的“云山”，再现了自然界中蜿蜒的山水
云雾，象征着巴渝地区的自然地理和气候现
象。

“轻舟已过”则由清华大学建筑学院景
观学系教授朱育帆设计，主题出自李白的

诗句“两岸猿声啼不住，轻舟已过万重山。”
进入花园，可看到钢格栅塑造出的8米高金
属之山，突出了三峡险峻之态，天悬之水在
头顶蜿蜒，于峡谷开口处飞流而下。花园
的钢格栅上还摆放有1262个装有植物、陆
生动物、水生动物等三峡自然物种基因的
漂流瓶。

明日花园发现城市之美

在明日花园的江北园和两江园，可发现
具有重庆特色的城市之美。

江北园基于具有中国传统文化特色的多
代同堂、多代共享理念而设计。在外围的疗
愈花园，通过亲子花园、康养花园、静思花园、
亲情花园四大场景，描绘出一幅人与自然和
谐共处的美好画卷。位于中心位置的共生花
园，在现场创造出一个社区友好型城市绿
地。鼓励人们走向户外，参与到社区花园的
共建、共维、共享中来，进而有效提升人们对
城市家园的归属感和认同感。

两江园设计创作将“山水”这一传统重庆
名片与现代智慧之城名片相结合,步入花园
内部能体验到未来公园城市中随处可见的智
慧交互。如庭院植物全由智能设备控温控
湿，游人可以观赏到智能喷灌；伴随着游客
走动，四周便会出现鸟鸣和水声；北侧的感
应花卉，当有人靠近时花朵感应到就会自动
绽放……展现出未来可持续性公园城市建设

的可能性。

“花之穹顶”奉上世界“奇花之旅”

“花之穹顶”位于城市花博会综合主展区
（园博园主入口广场），主体构筑物是一个直
径21米、高9米的巨大球型花房，造型灵感来
源于中国古老的“天圆地方”传说。

来自德国、美国、瑞士、日本等国的全球
知名花卉种植公司，带着上百种2020年新
上市、2021年待发布的国际新优花卉品种

“绽放”于此，为市民们奉上一场对话世界的
“奇花之旅”。如美国特拉诺娃公司带来的
“柠檬冰棒”“菠可晚霞”“木瓜冰棒”等优选
品种火炬花，日本泷井种苗株式会社带来的

“协奏曲”“萌萌”“初恋”等小兔子角堇，瑞士
先正达集团带来的众多观叶海棠等均为
2020年上市的新品。

此外，“花之穹顶”展园还将展示来自全
球各地极具地域特色的珍稀花卉植物品
种。如原产地为非洲肯尼亚、坦桑尼亚的

“沙漠玫瑰”，树形古朴苍劲，根茎肥大如酒
瓶状，花开鲜红妍丽；原产于秘鲁、智利、阿
根廷等中南美洲国家的“倒挂金钟”，花型典
雅独特，极具观赏价值……

美丽乡村展示脱贫致富“法宝”

“美丽乡村”是位于城市花博会现场的一
个精致“农家小院”，“穿斗结构”的古朴建筑

以及各类农耕老物件，展现出小院浓厚的巴
渝传统氛围。

来自重庆18个深度贫困乡镇在“美丽乡
村”板块集中展示了脱贫致富的产业“法宝”，
如石柱县中益乡的鲜莼菜，奉节县平安乡的
土黄豆、鲜土豆，酉阳县车田乡的干香菇，酉
阳县浪坪乡的小米花生、干黄花，城口县东安
镇人工采摘的农家自制党参，万州区龙驹镇
的干竹笋、柠檬、绿壳土鸡蛋、农家无铅柴灰
皮蛋，秀山县隘口镇的小叶春茶、夏茶、秋茶
等特色农产品。

本届城市花博会还将在园博园内开展美
丽乡村“脱贫攻坚大型公益直播”，为农产品
提供更多展示机会，助推消费扶贫。市民也
可在中国社会扶贫网消费扶贫重庆馆线上购
买特色农产品。

“匠心楼阁”领略中华花匠风采

本届城市花博会特别设置“匠心楼阁”展
园，联合重庆市花卉盆景协会继续举办精品
盆景邀请展，展出盆景艺术精品共计121件，
包含树桩盆景、水旱盆景、山水盆景、微型组
合等。

展区入口处长5米、宽1.8米的大型山水
盆景，出自中国盆景艺术大师田一卫之手。
其擅长于用雕塑的手法来塑造巴山渝水的地
质风貌，小中见大、如诗如画，呈现出一幅动
人的巴蜀山水胜景图。

透过“万花筒”感受百花艳

本报讯 （记者 廖雪梅）10月19日，重
庆日报记者从城市花博会组委会了解到，本
届花博会特别打造“线上花博会”观展系统，
采取“线上线下”同步开展模式，让不能亲临
现场的市民通过“城市花博会”官方小程序也
能在家逛花博会。

10 月 20 日上午，第三届城市花博会

“线上花博会”首发式将与线下开幕式同步
启动。据介绍，“线上花博会”观展系统提
供预约、导览等服务，还支持“VR全景云观
展”、美拍视频集锦、新闻统览等功能，通过
直播、视频、图文等方式全方位呈现各大展
园。

本届花博会设八大主题展示板块，线上
花博会“品读花博”栏通过图文、视频模式，深
挖展园亮点，呈现最美展园。点击“品读花
博”栏，可全面了解各展园的文化魅力、设计
美学。

此外，我市所有区县踊跃参与布展，以

“一园多点”的布展形式共掀花博热潮。点击
“区县联展”栏，可以看到本届花博会各区县
展园的图文介绍和精彩视频。

组委会提醒，本届花博会观展实行实名
制分时预约，大家可在页面底部右下角的预
约栏中进行预约，免费获取电子门票。入园
时凭借扫描预约成功的二维码或在闸机刷身
份证入园。也可在预约时录入人脸信息，现
场通过人脸识别快速入园。一个身份证可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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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线上花博会”今日同步开启
VR全景看花博会 足不出户一览秋日花漾盛景

本报讯 （记者 白麟）10月19日，园博
园艺术广场附近，10件长宽数米、通体白色、
造型奇特的花园设计作品，吸引了许多观众
驻足观看。这是本届城市花博会主题赛事

“第二届大学生花园建造季”中评选出的10
件优秀作品。

本届“建造季”以“城市，让生命可栖”为
题，邀请重庆大学、西南大学、重庆交通大学、

四川美术学院、重庆文理学院5所重庆高校
在校本科生及研究生参赛，并从每所高校评
选出了两组优秀作品参与展示。

记者在现场看到，这些作品都是由新型
环保类建筑装饰材料PP板搭建的，形态、气
质也各不相同。例如，重庆大学风景园林专
业本科2017级学生作品《生生不息》，看上去

就像一个巨大的蒲公英，在球形基础上形成
花瓣状的结构肌理，使人仿佛置身于万花筒
中。重庆文理学院风景园林专业本科2019
级学生作品《诺亚方舟》，则用多块横竖错落
支撑的方板，搭建了一个拥有许多“房间”的
构筑物。该作品设计灵感来自于“诺亚方舟”
的故事，呼吁人类敬畏自然，体现环境保护的

主题。
本届“建造季”评审专家、重庆大学建

筑城规学院风景园林系主任刘骏表示，与
上一届相比，本届评出的优秀作品风格更
成熟、完成度更高，此外与花博会的主旨也
契合得更好。例如，西南大学风景园林专业
本科2018级学生作品《理想国》，就在核心

“鲸鱼骨架”周围营造了“海草”生发的意
象，凸显了“一鲸落，万物生”的主题。创作
团队代表邓雅心表示，该作品呈现了从废
墟到城市兴旺的重启，展现了生命的张力
和热烈。

“第二届大学生花园建造季”

10件优秀作品花博会现场展出

重磅活动重磅活动 ▶▶▶▶▶▶

主题赛事主题赛事 ▶▶▶▶▶▶

服务信息服务信息 ▶▶▶▶▶▶

四川省仪陇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国有土地使用权拍卖出让公告
仪自规告字〔2020〕38号

经仪陇县人民政府批准,仪陇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决定以拍卖方式出让3(幅)地块的国有土地使用权。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出让地块的基本情况和规划指标要求：

宗地编号
出让年限
绿地率（%）
投资强度

备注

宗地编号
出让年限
绿地率（%）
投资强度

备注

宗地编号
出让年限
绿地率（%）
投资强度

备注

新政（2020）10号
商业40年、住宅70年
≥35
万元/公顷
1.按土地现状出让；2.建设用地面积以交地实测为准，拍卖起始价为300万元/亩；3.商业建筑面积≤1900平方米，地下空间建筑面积（含车库、设备用房及地下计容面积）≤44000㎡并需满足停车数量
相关要求；4.本地块需按照2020年9月3日第七次县规委会审定的修建性详细规划方案进行建设，仅可进行微调；地块内水体及水体两侧驳岸景观需由土地竞得者自行打造，并与周边地块协调一
致，实施方案报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审定后实施；5.弃土必须运抵政府指定的弃土场；6.其他规划条件按仪城规字（2020）第017号《建设项目规划条件通知书》执行。
新政（2020）11号

70年

≥35
万元/公顷
1.按土地现状出让；2.建设用地面积以交地实测为准，拍卖起始价为209万元/亩；3.地下空间建筑面积（含车库、设备用房及地下计容面积）≤33000㎡并需满足停车数量相关要求；4.本地块可参照
2020年9月3日第七次县规委会审定的修建性详细规划方案进行建设；地块内水体及水体两侧驳岸景观需由土地竞得者自行打造，并与周边地块协调一致，实施方案报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审定后
实施；5.弃土必须运抵政府指定的弃土场；6.其他规划条件按仪城规字（2020）第018号《建设项目规划条件通知书》执行。
新政（2020）12号
商业40年、住宅70年
≥35
万元/公顷
1.按土地现状出让；2.建设用地面积以交地实测为准，拍卖起始价为285万元/亩；3.商业建筑面积≤1900平方米，地下空间建筑面积（含车库、设备用房及地下计容面积）≤50000㎡并需满足停车数量
相关要求；4.本地块需按照2020年9月3日第七次县规委会审定的《金松湖部分地块修建性详细规划方案》进行建设，仅可进行微调；地块内水体及水体两侧驳岸景观需由土地竞得者自行打造，并与
周边地块协调一致，实施方案报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审定后实施；5.弃土必须运抵政府指定的弃土场；6.其他规划条件按仪城规字（2020）第019号《建设项目规划条件通知书》执行。

宗地面积（㎡）
容积率
建筑限高（米）
保证金（万元）

宗地面积（㎡）
容积率
建筑限高（米）
保证金（万元）

宗地面积（㎡）
容积率
建筑限高（米）
保证金（万元）

49875.89
>1且≤2.5
≤80
11300

56493.35

>1且≤1.65
≤80
9000

57441.64
>1且≤2.5
≤80
12300

宗地坐落
建筑密度（%）
土地用途
起始价（万元）

宗地坐落
建筑密度（%）
土地用途
起始价（万元）

宗地坐落
建筑密度（%）
土地用途
起始价（万元）

云水路与泽德路交叉口东北侧（四至详见规划红线图）
≤20
住宅兼容商业用地
22444.1505

云水路与果山路交叉口西北侧（四至详见规划红线图）

≤28
住宅用地

17710.6652

云水路与果山路交叉口西北侧（四至详见规划红线图）
≤23
住宅兼容商业用地
24556.3011

二、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外的法人、自然人和其他组
织均可申请参加，申请人可以单独申请，也可以联合申
请。申请人应具备的其他条件：

拍卖文件《拍卖须知》中禁止参加者或法律、法规对
申请人另有限制除外。

三、本次国有土地使用权拍卖出让采用增价拍卖方
式，按照价高者得原则确定竞得人。

四、本次拍卖出让的详细资料和具体要求，见拍卖出
让文件。申请人可于2020年10月20日至2020年11月
18日到仪陇县公共资源交易中心网下载获取拍卖出让
文件。

五、申请人可于2020年11月19日至2020年11月
19日到仪陇县公共资源交易中心六楼会议室向我局提
交书面申请。交纳竞买保证金的截止时间为2020年11
月18日17时。经审核，申请人按规定交纳竞买保证金，
具备申请条件的，我局将在2020年11月19日9时30分
前确认其竞买资格。

六、本次国有土地使用权拍卖活动定于2020年11
月19日10时在仪陇县公共资源交易中心七楼开标一室
进行。

七、其他需要公告的事项:
1.竞得人必须在四川省仪陇县成立独立的法人企业

进行开发建设。
2.交款方式：通过竞买人的账户以转账方式缴纳(直

接现金缴纳无效)。保证金退还：竞买保证金在招标拍卖
挂牌活动结束后5个工作日内通过竞买人缴纳竞买保证
金的账户无息退还。

备注：竞买保证金不换取收据，进账时请注明款项用
途“XX（2020）XX号地块土地竞买保证金”，竞买保证金
的缴纳以到账时间为准，若未缴纳或未按时到账响应均
无效。

3.竞买人须提交竞买保证金不属于银行贷款、股东
借款、转贷和募集资金的承诺书。

4.本次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拍卖会由仪陇县公共资
源交易中心承办。仪陇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仪陇县公共
资源交易中心将在2020年11月19日8时30分至9时30
分接受竞买申请人的纸质报名资料。经审查，按规定交纳
竞买保证金、具备申请条件的，仪陇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将发放《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竞买资格确认书》和应价
牌。竞买人取得应价牌后方能参加拍卖会。如竞买人交
纳保证金后未在2020年11月19日9时30分前到达拍卖
现场提交纸质报名资料的，视为自动放弃本次竞买。

5.其他需要公告的事项：按该宗地的拍卖须知执行。
6.公告内容详情见:
中国土地市场网：http://www.landchina.com
南充市公共资源交易网：http://www.scncggzy.

com.cn
仪陇县公共资源交易网：http://www.yilongjyzx.

com
八、联系方式与银行账户
联系地址：仪陇县新政镇宏德大道
联系人：林先生（自然资源和规划局）13778196719
胡先生（交易中心）13890702401
开户单位：仪陇县公共资源交易中心
开户银行：四川仪陇惠民村镇银行有限责任公司宏

德支行
银行账号：673900332000001675
开户银行：四川省仪陇县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银行账号：88130120059873523

四川省仪陇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四川省仪陇县公共资源交易中心

2020年10月20日

重庆农村土地交易所地票公开交易公告
渝农地所告字〔2020〕18号

现对以下拟供应地票予以公告，公告时间为2020年10月20日12时——2020年10月27日12时。10月2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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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庆农村土地交易所 2020年10月2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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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18（总第129批次）

拟供应地票面积

平方米

644706

亩

967.0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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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届室外布展
邀请赛获奖名单

扫一扫 就看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