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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 赵迎昭）12月15
日，“册府千华——重庆市藏国家珍贵古
籍特展”在重庆图书馆展览厅开幕。本
次展览从我市入选《国家珍贵古籍名录》
的274部珍稀古籍中精选出50余部进
行详细介绍，同时分批次展示150部珍
贵古籍原书。这也是迄今重庆举办的最
高规格古籍展览。

亮相展览的不少古籍珍宝，是近年
才被发现的。据了解，重庆图书馆（重庆
市古籍保护中心）用10年的时间完成了
全市 43家古籍收藏单位 4.5 万余部、
63.5万余册古籍的著录、审校及出版工
作。在摸清全市古籍“家底”的同时，重
庆图书馆发现了一大批珍贵古籍善本。
截至目前，全市已有274部古籍入选《国
家珍贵古籍名录》，其中重庆图书馆占
222部。重庆图书馆、北碚图书馆、西南
大学图书馆、重庆中国三峡博物馆4家
单位被命名为“全国古籍重点保护单
位”。此次特展是对我市所藏国家珍贵
古籍的全面展示，其规格之高，数量之
多，都是重庆史上首次。

步入展厅，记者首先看到唐写本《大
般若波罗蜜多经》、南宋刻本《名公增修
标注隋书详节》等重庆图书馆的镇馆之
宝。《名公增修标注隋书详节》小巧精美，
凑近观赏，会发现展开的书籍表面盖有
许多学者、藏书家的印章。重庆图书馆
特藏文献中心馆员左鹏说，这一部南宋
刻本是古今众多藏书家殚精竭虑保存文
献的缩影。

重庆图书馆古籍收藏来源主要通过
广泛征集与接收、主动采购与收购、接受
公私捐赠等途径。《名公增修标注隋书详
节》就是接受捐赠的典型——新中国成
立后，著名藏书家李文衡先生将其珍藏

的4万余册图书全部捐赠给西南人民图
书馆（重庆图书馆前身之一），其中有线
装古籍3.7万余册，该刻本位列其中。

据了解，明代是中国古代书籍史
上的辉煌时期。我市入选《国家珍贵
古籍名录》的古籍中，明刻本多达238
部。展览展出的《通志》二百卷吸引了
记者注意。这本古籍展开部分可以看
到纤细的手写小字，以及背面印刷文
字渗透过来的墨迹。“这套古籍共120
册，共约1.4万余页，其中有5000余页

是明代弘治年间用公文纸印刷的。”左
鹏介绍，当时为了节约纸张，官府利用
了废弃公文档册的纸背来印刷，“这些
公文是最原始的文献，是值得研究的
文化宝藏。”

中国古代木刻版画发展至明代最为
兴盛，《新镌海内奇观》被誉为“明代山水
版画的代表之作”。“这本古籍被称为‘明
代晚期的全国导游指南’，反映了晚明时
期商品经济繁荣和市民生活的丰富。书
中还有‘三峡图’，可见三峡历来受到文

人雅士的追捧。”左鹏说。“三峡图”上，印
有白帝城、瞿塘峡、巫峡等字样和图案，
让人感受到三峡的秀美风光。

少数民族文字古籍也在展出之列。
傣文佛经《尖达塔度》和纳西族用于祭祀
的东巴文《人类的起源和迁徙的来历》十
分有特色。

据悉，本次展览由国家图书馆（国家
古籍保护中心）、市文化旅游委主办，重
庆图书馆（重庆市古籍保护中心）承办，
将免费展出1个月。

重报时论

本报讯 （记者 韩毅）舞动山城，
激扬青春。12月 15日晚，首届DMC

“舞动山城”国际街舞大赛决赛在江北区
石子山体育公园举行。来自全国32个
省市（区）的一线舞者上演街舞巅峰对
决，以动感旋律点燃时尚重庆、活力重
庆。

首届DMC“舞动山城”国际街舞大
赛由文化和旅游部公共服务司指导，市
文化旅游委、江北区人民政府、中国舞蹈
家协会街舞委员会、共青团重庆市委主
办，江北区文化旅游委、重庆演出公司、
CHUC全国街舞联盟承办。大赛的举
办为重庆建设文化艺术繁荣、城市魅力
独特、充满活力的文化强市和国际知名
旅游目的地提供助力。

本 次 街 舞 大 赛 ，除 Popping、
Locking、Hip-Hop、Breaking4 个街
舞传统单项赛之外，还有颇具亮点的齐
舞和省级联盟对抗赛。齐舞以融合中国
传统文化、民族风格、地域特点的街舞作
品为主，旨在用世界的舞蹈艺术语言讲
述中国故事，表达时代情感。省级联盟
对抗赛为国内首创，共有来自全国32个
省市（区）一线舞者组成省级代表队，进
行“5V5”对抗比赛。

经过激烈比拼，colin、老贪、李琰、
小 夕 分 别 获 得 Popping、Locking、
Hip-Hop、Breaking单项冠军。齐舞

比赛中，重庆街舞精英队 jazz union
夺得冠军，云南民族街舞团获“最具风
格”奖，iamdifferent获“最佳编创”奖。
省级联盟对抗赛中，CHUC上海街舞联
盟申斗士夺得冠军。

“这是今年中国街舞界水平最高、影

响最大的赛事之一，我为重庆的精心筹
备、选手的精彩表现和观众的热情观演
点赞！”中国舞蹈家协会街舞委员会副主
任汪瀚说，重庆是一座时尚之城，充满朝
气和活力，近年来更是吸引着世界年轻
游客前来打卡，用街舞这一载体展现重

庆城市形象，必将进一步推动这座城市
文旅产业高质量发展。

“重庆完全有潜力成为中国街舞重
镇。”中国舞蹈家协会街舞委员会新疆街
舞联盟常务副主任普开说，近年，街舞逐
渐走进大众视野，深受青年人喜爱，其都
市气、活力感，与山城的热情民风、立体
风貌相得益彰。他说，街舞影响着越来
越多的年轻人，街舞艺术兼具了时尚、传
统、现代的风格，彰显出街舞青年积极、
乐观、健康、向上的精神面貌。重庆举办
高品质的街舞赛事和相关活动，将更好
地展现城市的时尚气质，吸引更多街舞
爱好者前来参赛，进而让年轻人更加了
解、热爱重庆。

据悉，12月 16日晚，2020中国街
舞盛典将在重庆大剧院举行。这是国
内街舞领域规格最高的盛事，届时主
办方将对2019-2020年度优秀的街舞
舞者、团体、街舞教师等进行表彰。共
设立年度最具影响力舞者、年度最具影
响力团队、年度最佳新锐舞者等14项
荣誉。

首届DMC“舞动山城”国际街舞大赛决赛举行

全国顶级街舞高手山城斗舞

市藏国家珍贵古籍特展开展，规格之高数量之多都是重庆史上首次

快来看重庆图书馆的镇馆之宝

12月15日，首届DMC“舞动山城”国际街舞大赛决赛上，选手们表现精彩。
记者 解小溪 摄/视觉重庆

□张静怡

“册府千华——重庆市藏国家珍贵古籍特展”在重庆开
展，150部珍贵古籍原书展现在市民面前；“舞动山城”国际
街舞大赛助推重庆向着“时尚之都”迈进；2020重庆长江草
莓音乐节唱响大渡口；“诗和远方”如约而至，第六届中国诗
歌节引人入胜；文博会、花博会展现城市文化繁荣和品质提
升的美丽画卷；川美80周年校庆灯光大秀令人震撼……文
化的血液在山城加速流动，流向每一个需要的人。生活在其
间的人们，过得有滋有味，活得丰富多彩。文化惠民，正在让
这座城市更鲜活、更美好、更有品质。

文化是“城市之魂”。随着经济社会发展，文化的重要性
愈加凸显。这是因为，物质生活极大丰富后，美好生活的维
度就愈加立体。文化生活不再局限于看电视或逛公园，音乐
节、诗歌节、舞蹈节、画展、剧场等文化形式，犹如阳光雨露，
给市民提供更加充盈的文化养分，赋予这座城市更加迷人的
气质。

大美重庆，美不胜收，美不尽言。重庆之美，美在自然风
光，更美在文化底蕴。市民们对文化的喜爱，本质上是对美
好生活的向往。人们希望在图书馆汲取知识、在博物馆感知
历史、在展览馆陶冶性情，在各种“文艺范”中接受美的熏
陶。重庆最近很“文艺”，恰恰说明山城老百姓越来越注重精
神层面的体验，越来越释放文化消费的需求。钢筋水泥之
外，我们得以洞见这座城市的温度，一座宜居宜业宜游的美
丽山城跃然眼前。

近年来，在文化引领城市品质提升的道路上，重庆做了
许多尝试。比如，把夜景作为文旅的一张王牌，出台《夜间文
化旅游消费集聚区建设试点工作实施方案》，深耕夜间经济、
释放消费需求、塑造城市特色品牌；创新“双晒”机制，晒出颜
值与气质，让旅游产品“美”起来、文化品牌“亮”起来；连续举
办重庆文化旅游惠民消费季，撬动社会资金9.2亿元用于举
办活动、搭建平台和发放惠民补贴，直接拉动文旅消费超过
90亿元……这些努力，从文化需求端升级入手，对供给端进
行深度改革，旨在为人们提供更丰富、更有营养的精神食粮，把握住了城
市发展的价值取向和特色风格，更好地彰显了城市的活力与魅力。

井喷的文化需求让人欣喜。但是，一个城市的文化生活是常态的，仅
有“一股子冲劲”“一阵子热情”是不够的，更需要形成“潺潺溪流”，长久地
润泽人心。这就要求我们打好“底子”。塑造城市的文化气质，要从图书
馆、美术馆、博物馆等基本文化设施入手，打造面向基层、功能完备的文化
服务阵地，打通公共文化服务的“最后一公里”，为人民群众共享文化成果
提供更加便利条件。否则，再丰富的形式，都只是“看上去很美”。与此同
时，城市工作者要热爱城市、熟悉城市，坚守匠心、注重细节，与时俱进提
升城市工作水平。要对当地优秀传统文化如数家珍，善用现代科技手段
加以保护利用和传承传播，积极推进“文化+大数据”“文化+旅游”，推动
文化体制改革，实现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有机统一。让文化不仅很美，而
且很“实惠”，从而迸发出持久的生命力。

文化自信是更基础、更广泛、更深厚的自信，是更基本、更深沉、更持
久的力量。打造有“灵魂”的城市生活，让群众更好地感受艺术之美、文化
之美，我们才能真正迎来高品质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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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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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黄琪奥

12 月 15 日，以“奋进新时代
共圆小康梦”为主题的2020年重庆
市文艺家送欢乐进基层活动在开州
区军神广场精彩上演。包括重庆师
范大学音乐学院院长张礼慧，重庆美
术馆书记、常务副馆长邓建强在内的
多位我市知名文艺家纷纷登台，为市
民带来一场视听盛宴。该活动由市
委宣传部、市文旅委、市文联、市作协
共同主办。

12月13日-15日，文艺家们还
先后走进开州区长沙镇福城村、浦里
工业新区、梁平区屏锦镇、北门影剧
院等地，通过开展文艺演出、文艺现
场服务、文艺作品赠送等方式，让市
民就近感受到文艺的独特魅力，增强
了他们的文化获得感、幸福感。

“妈妈，看，那是你最喜欢的刘卫
东。”当天上午的军神广场上，当知名
曲艺表演艺术家、《街坊邻居》刘卫东
饰演者凌淋登上舞台时，开州区居民
刘晨对身旁的母亲说。

面对台下热情的观众，凌淋不
仅给观众带来重庆言子《奋斗者最
美丽》，还高歌一曲，把活动氛围推
向高潮。重庆市歌剧院院长刘光宇
演奏的二胡曲目也受到观众热烈追
捧。

在本次活动中，重庆市摄协副
主席李强、重庆市优秀巴渝工匠谭
先华等人，也通过开展主题讲座、现
场送书法、免费拍摄全家福、现场创
作剪纸和糖人等方式，与市民进行
互动。西南大学教授蒋登科等还举
行了主题讲座，为市民提供文艺辅
导。

“本次文艺家送欢乐进基层活
动的演出阵容可谓相当强大，张礼
慧、刘光宇、凌淋等人在群众中都有
很高的人气。”市文联相关负责人介
绍，邀请他们参与活动，就是希望能
通过他们的影响力，让更多市民参
与其中。

本次文艺家送欢乐进基层的节
目包含舞蹈、相声、杂技、诗朗诵等多
种类型，节目主题紧密围绕党的十九
届五中全会精神和市委五届九次全
会精神、“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
教育等内容。“我们还在出发前听取
了梁平、开州方面的需求，以‘点单’
的方式开展文化活动，充分满足当地
群众的文化需求。”市文联相关负责
人说。

“今年以来，我们已经先后开展
文艺家送欢乐进基层活动2000余
场，把艺术、欢乐和温暖送到了基层
群众中，营造出良好的乡村文化氛
围。”该负责人说。

方言剧、歌曲、舞蹈轮番登场受追捧

重庆文艺进基层接地气冒热气

12月15日，市民正在逛展。 记者 齐岚森 摄/视觉重庆

▲《大般若波罗蜜多经》卷卅。
▼《通志》。

记者 齐岚森 翻拍/视觉重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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挂牌出让重庆市中医药科技产业园区组团C27分区
01/01（C）地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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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次挂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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挂牌出让公告
南川规资（土地）告字〔2020〕2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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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 月 16 日 9时 00 分至

2021年1月5日17时00分，相关资料
由竞买人在重庆市公共资源交易网
（南 川 区）（https://www.cqggzy.
com/nanchuanweb/）自行下载获取。

竞买保证金到账截止时间:2021
年1月5日16时00分。

保证金账号：详情登录重庆市公
共资源交易网（南川区）

（https://www.cqggzy.com/

nanchuanweb/）。
递交竞买文件时间：2021年1月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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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1月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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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交易中心以挂牌方式出让国有建设用
地使用权。

挂牌出让时间：2021年 1月 6日
15时30分（如有变动另行通知）。

挂牌截止时间：2021年 1月 6日
18时00分

挂牌出让地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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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地使用权挂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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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月16日

编号

NC202
0让12-
3-3

地块名称

重庆市
中医药
科技产
业园区
组团
C27分
区01/
01（C）
地块

建设用地
面积（㎡）

13323
（约19.98

亩）

规划指标要求

产业准入类别：酒、饮料和精制茶制造业，其固定
投资强度≥39.33万元/亩 ，固定产出强度≥667万
元/亩，土地出让年限为50年。普通工业项目容积
率下限控制应符合国家有关规定，上限按1.5控
制。工业项目所需行政办公及生活服务设施用
地，其占地面积和建筑面积分别不得大于项目总
建设用地面积和总建筑面积的7%。海绵城市规
划条件：年径流污染物去除率不低于50%。其他
规划条件按南规资条件〔2020〕0035号执行。

用地
性质

二类
工业
用地

出让年
限（年）

50

竞买保证金
（万元）

128

起始价
（万元）

128

重庆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彭水支行两路口分理处

机构编码：B0335U350000927 许可证流水号：003787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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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机构地址：重庆市彭水苗族土家族自治县
郁山镇新中居委四组

成立日期：2009-08-28 发证日期：2014-12-09
发证机关：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黔江监管分局

重庆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合川分行金子分理处

机构编码：B0335U350080039 许可证流水号：006574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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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机构地址：重庆市合川区
钱塘镇金子沱街63号

成立日期：2008-06-27 发证日期：2018-11-01
发证机关：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合川监管分局

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重庆监管局关于机构撤销并收回金融许可证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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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列机构经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重庆监管局批准予以撤销，并收回《中华人民共和国金融许可证》。现予以公告：

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重庆九龙坡区杨家坪西郊路社区支行

机构编码：B0007S250000024 许可证流水号：006562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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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机构地址：重庆市九龙坡区
前进路23号

成立日期：2014-07-02 发证日期：2016-11-02
发证机关：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重庆监管局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重庆涪陵兴华支行

机构编码：B0006S350020001 许可证流水号：003758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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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机构地址：重庆市涪陵区
兴华中路53号

成立日期：2015-01-28 发证日期：2015-01-28
发证机关：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涪陵监管分局

根据《矿产资源开采登记管理办法》（国务院令第241号）第七条规定，以下采矿许可证已自行废
止，特此公告。

重庆市垫江县规划和自然资源局 2020年12月16日

采矿许可证自行废止公告
采废〔2020〕（垫江）0001号

序号
1

矿山名称
垫江县凯能建材有限公司

采矿许可证号
C5002312012077130126123

采矿许可证有效期
2016年1月2日-2019年1月2日

机构名称：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重庆市分公司创业大道营
销服务部

机构负责人：杨红兵 机构编码：000002500107104
原机构住所：重庆市九龙坡区石桥铺石新路170号第三层
现机构住所：重庆市九龙坡区创业大道123号（1层）
成立日期：2013年02月04日 邮政编码：400039
联系电话：68433013
业务范围：对营销员开展培训及日常管理；收取营销员代收的保险费、

投保单等单证；分发保险公司签发的保险单、保险收据等相
关单证；接受客户的咨询和投诉；经保险公司核保，营销服务
部可以打印保单；经保险公司授权，营销服务部可以从事部
分险种的查勘理赔。

发证日期：2020年12月10日
发证机关：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重庆监管局

保险业务机构地址变更公告

机构名称：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大足支公司
机构负责人：陈历利 机构编码：000017500225
原机构住所：重庆市大足区棠香街道办事处五星大道390号附1号1-3、

2-1、2-2、2-3号
现机构住所：重庆市大足区棠香街道办事处五星大道377号3-5号
成立日期：2003年04月17日 邮政编码：402360
联系电话：023-43729577
业务范围：承保人民币和外币的各种财产保险业务，包括财产损失保险、责

任保险、法定责任保险、保证保险和信用保险、机动车辆保险、农
业保险、其他财产保险业务、短期健康保险和意外伤害保险、上
述保险业务的再保险业务;代理国内外保险机构检验、理赔、追
偿及其委托的其他有关事宜，经中国保监会批准的其他业务。

发证日期：2020年12月11日
发证机关：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永川监管分局

保险业务机构地址变更公告

本报讯 （见习记者 刘一叶）12月
15日，重庆红岩精神研究会第二次会员
代表大会在红岩革命纪念馆举行。会议
选举产生新一届理事会，红岩联线管理
中心主任马奇柯当选新一届重庆红岩精
神研究会会长。

会上审议通过了重庆红岩精神研究
会第一届理事会工作报告、财务报告，以
及《重庆红岩精神研究会章程（修订
稿）》。会议还选举产生了重庆红岩精神

研究会新一届理事会，红岩联线管理中
心主任马奇柯当选新一届重庆红岩精神
研究会会长，刘志平、吴艳东、陈洪、郑忠
梅、钟谟智、徐茂华等6人当选为副会长，
王进当选为秘书长，张维素当选为监事。

马奇柯表示，明年是中国共产党成
立100周年，这是开展红岩精神研究的
重大历史机遇。研究会将以此为契机，
推进红岩公园建设，深度挖掘红色文化
内涵，深入研究阐释好红岩精神，精心讲

好红色故事，让红色文化活起来。
据了解，重庆红岩精神研究会成立

于2011年，在研究阐释、宣传弘扬红岩
精神，用红岩精神教育广大党员干部方
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重庆红岩精神研究会选举产生新一届理事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