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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 张亦筑）9月17
日，2021年重庆市全国科普日主场活
动暨首届西部（重庆）科学城科技节在
西部（重庆）科学城·熙街广场举行。
活动现场，重庆市公众科学素质促进
联盟（下称“联盟”）正式揭牌成立。

据介绍，联盟理事会由社会组
织、企业、高校、科研院所、文化传媒
机构等我市 86 家单位共同发起组
成，其中市级学会（协会、研究会）36
家，高校18家，科研院所与医疗文化
机构 16家，企业 11家，媒体出版 5
家。联盟的主要任务是策划组织重
大科普活动，发布最新科技成果，搭

建社会化科普公共服务平台，推动科
普资源普惠共享，推进科普社会化、
产业化发展，打造重庆市科普工作特
色品牌。联盟理事长、重庆师范大学
教授杨新民表示，联盟的成立，是凝
聚各方独特资源和优势，推进我市科
普工作走向社会化、公共化、专业化
的重要一步。

2021年重庆市全国科普日活动
以“百年再出发，迈向高水平科技自立
自强”为主题，包括主场活动、区县分
会场活动、系列联合行动、“云上科普
日”活动四大板块，于9月11日至17
日在全市各地集中开展。

2021年重庆市
全国科普日主场活动举行

本报讯 （记者 张莎）9月17日，
由市委宣传部、市文明办、九龙坡区
委、九龙坡区政府主办的“丰收感党
恩·明月照巴渝”——重庆市“我们的
节日·中秋”活动在九龙坡区陶家镇举
行。当日，我市各地也开展了形式多
样的“我们的节日·中秋”活动，为市民
带去团圆味。

送书画、看演出、赏传统文化

埙、蜀绣、手工香袋、漆画、烙画、面
人……为了映衬中秋节的氛围，陶家老
街上，摆满了充满古意的小摊。

“埙的声音特别好听，我给你们吹奏
一曲。”卖埙的男子，收放自如地吹奏起
音乐。小摊上摆放着的蜀绣双面绣品也
让人着迷，“怎么才能正面绣一个动物，
反面绣一个动物啊？”围观的女孩好奇地
问，卖蜀绣的女子忙着做起了示范。

在一旁的书画摊位，今年4至6月
“九龙好人”、九龙坡区文艺志愿者代云
忙着现场挥毫，免费赠送书法作品。

分享少数民族中秋习俗

第十一个民族团结进步宣传周即
将来临，大渡口区九宫庙街道新时代文
明实践所、重庆市民族初级中学校在街
道民族工作校社联动创新实践基地，开
展了“小手包月饼、共画同心圆”活动。

傣族在中秋之夜，盛行“拜月”风
俗；每逢中秋之夜，苗族群众会跳起苗
家歌舞，在“闹月”活动中互相寻找意
中人；蒙古族人过中秋节爱做“追月”

的游戏；当明月升空时，朝鲜族会点燃
望月架，敲长鼓、吹洞箫，一起合跳《农
家乐舞》……参加活动的苗族、土家
族、朝鲜族等少数民族学生和辖区居
民齐聚一堂，分享各民族庆祝中秋的
特色习俗、文化传统，加深彼此间的友
谊。在工作人员的指导下，擀皮、包
馅、压花，一个个精致可爱的月饼出
现在大家手中。

品糍粑猜灯谜 听廉洁故事

渝北区洛碛镇在状元广场开展“庆中
秋迎国庆 品糍粑过廉节”活动，打糍粑、
猜灯谜，热闹非凡，引来居民踊跃参与。

整场活动“廉”味十足。镇纪检干
部带领参与活动的小朋友围坐在桌前
一起画莲；社区书记变身“故事大王”，
为大家讲述宋代状元冯时行为官清廉、

刚正不阿、不畏权势、执法严明的故事。
现场还展出了在全镇征集的“护航

百年路·扬帆新征程”廉洁书画作品，教
育引导党员干部群众守初心、担使命，
做到奉献、务实、廉洁。

朝阳社区党员邓小琴表示，一定要
传承好冯时行的高尚品格，转作风、树
新风，引导亲朋好友过一个欢乐祥和、
廉洁文明的节日。

今年中秋耍事多

逛古意街市 品糍粑听故事

□本报记者 韩毅

风景画、人物画、抽象画、印象画、
写实画……9月17日下午，在中国油画
领域有着重要影响的盛会——“时代之
光——第五届中国油画展”在重庆美术
馆启幕。该展览荟萃了全国艺术家精
品力作，全景式展现了中国油画艺术近
年来的最新成果。

精品荟萃
全景式展现中国油画最新成果

“时代之光——第五届中国油画
展”由中国美术家协会、重庆市文化和
旅游发展委员会、长春市文化广播电视
和旅游局共同主办，中国美术家协会油
画艺委会、重庆美术馆承办。

展览初评阶段共计收到全国
3909 件作品，经过评审，共有 257 件
作品入展。这些作品主题性突出，艺
术语言丰富，紧贴时代脉搏，立足现
实生活，描绘时代新貌，展现了当代
中国油画的时代风骨和中华意蕴，彰
显了中国油画的文化理想和社会担
当。

其中，大多数作品深刻体现了艺术
家对新时代生活的深入体验，展现出积
极向上、令人振奋的整体面貌和反映时
代精神的语言探索。

规模最大
办展34年首次来渝展出

“中国油画展在重庆展出，是该展
览办展34年来的首次。”中国美协分党
组书记、驻会副主席徐里称。

中国油画展首届展览于1987年在
上海展出。彼时，作为中国油画史上首次
全国性的油画专项大展，历时三周的展览
接待观众达23万人次。

此后，中国油画展经过30多年发
展，已成为油画领域影响广、规模大、
权威性强的美术展览。参展作品均展
示了改革开放以来油画事业的发展成
果，是见证历史变迁的图像记录，也是

展示优秀作品、推出美术人才的重要
平台。

“本届中国油画展，在规模和数量
上达到了历史新高，在质量和水平上更
彰显出了新时代的高度与深度。”徐里
说，与往届参展作品相比，本次展览的
作品题材更丰富、主题性更突出，洋溢
着蓬勃生机，彰显着时代精神。

他同时表示，重庆是中国美术的
重镇，孕育了众多优秀的油画家，诞生
了众多优秀的油画作品。本次展览在
重庆举办，不仅为广大重庆市民欣赏
优秀艺术作品提供了机会，也为全国
油画艺术家的交流提供了宽阔的平
台。

观展免费
重庆共有14件作品入展

《野草滩·旭日晨霜》《封存记忆》
《捕·深海》《占里十月》……本次展览共
展出了重庆知名画家陈树忠、陈星宇、
耿德法、黄嗣鑫等人共计14幅油画作
品，彰显了重庆油画艺术发展成就。

“这些作品脚踏坚实的大地，放飞
想象的翅膀，唱响了新时代的主旋律。”
中国美术家协会副主席、四川美术学院
院长庞茂琨称，本次展览作品荟萃了全
国油画家近年来的优秀创作成果，油画
家们以生动的笔触，展现了美术工作者
爱党爱国爱民的深厚情怀和对中华民
族的深情祝福。

天津美术馆馆长马驰称，本次展览
的亮点是学术权威、综合性强、规模大，
集中展现了近年来中国油画艺术的新成
就。从参展艺术家看，涵盖了老、中、青
画家；从地域看，覆盖了全国各省市；从
油画风格上，囊括了古典、写实、抽象等
各个流派。

广东省美术家协会副主席、深圳市
美术家协会主席陈湘波表示，本次展览
充分体现了中国当代油画正处于一个
多元发展的繁盛期。油画家们在汲取
不同国家、不同地域文化营养的基础
上，创作观念、思路、方法、题材和图像
等日趋多元，在中国美术发展进程中建
构起了新的里程碑。

全景式展现中国油画艺术最新成果，规模和数量均创历史新高

第五届中国油画展在渝启幕

本报讯 （记者 王翔）为加快主城
都市区文旅融合发展步伐，推动文化旅
游业迈上新台阶，9月17日，主城都市
区十大精品旅游线路发布会暨第六届中
华僚人文化节开幕式在綦江举行。主城
都市区文化旅游协作组织按照特色互
补、组合有序、线路科学、区域联动的要
求，精心筹备，合理规划，重磅推出重庆
主城都市区十大精品旅游线路，市民不
妨利用中秋假期去亲身体验一下。

此次推出的每条线路遵循不同主
题，或是打卡国际都市新风貌，或是震撼
于绝美夜景，或是感受巴山渝韵，或是沉
醉山水之间，或是触摸非遗文化……全
力展示主城都市区文旅产品的参差多
态，让更多市民、外地游客领略到主城
都市区“山水之城·美丽之地”的独特魅
力，又突显了其文旅融合、业态多样的
全域宜游特质，进一步推动主城都市区
文化旅游实现新跨越。

主城都市区十大精品旅游线路发布

本报讯 （记者 崔曜）9月 17
日，重庆日报记者从市应急局获悉，根
据《重庆市防汛抗旱应急预案》有关规
定，经市防汛抗旱指挥部会商研判，决
定于9月17日18时将江河洪水、山洪
灾害、渍涝灾害IV级(蓝色)预警升级
为Ⅲ级(黄色)预警。

据气象预报，9月18日午后到19
日上午，我市有一次强降雨天气过程，
强降水区域与前期有重叠，其中18日
夜间为降雨最强时段，中西部和东北
部地区大雨到暴雨，局地大暴雨。过
程累计雨量大部地区40-80毫米，局

地150-200毫米，最大小时雨量50-
80毫米。四川境内的渠江、嘉陵江、
长江干流(宜宾—重庆段)及贵州境内
綦江、乌江流域部分地区有大雨到暴
雨，贵州境内角木塘电站存在较大漫
顶风险。

市防汛抗旱指挥部要求各区
县、市防指各成员单位克服麻痹思
想，保持高度警觉，压紧压实各级责
任，落实落细防汛措施，强化水雨情
监测和临灾会商研判；各区县指挥
部要根据汛情发展趋势及时调整预
警级别。

强降雨天气过程今日来临
重庆发布江河洪水、山洪灾害、渍涝灾害Ⅲ级预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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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采矿许可证已经注销，特此公告。

采矿许可证注销公告
采销〔2021〕（城口）0002号

重庆市城口县规划和自然资源局 2021年09月18日

序号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矿山名称

重庆市城口县平风锰矿有限公司大渡
溪王家湾工区

城口县修齐锰矿有限公司修齐锰矿下
茅坡子工区

重庆市城口燕山锰业有限责任公司

城口县通利铁合金有限责任公司修齐
锰矿桑溪沟工区

城口县金大铁合金有限公司大渡溪锰
矿八矿段采场

城口县通利铁合金有限责任公司修齐
锰矿马料溪工区

重庆市城口县来凤铁合金有限公司城口县
大渡溪锰矿张家湾工区

重庆泰正矿产资源开发有限公司修齐
锰矿枇杷溪工区

城口县矿产资源开发有限责任公司修
齐锰矿董家湾工区

重庆泰正矿产资源开发有限公司高燕
锰矿曹家山工区

重庆泰正矿产资源开发有限公司兴泰
锰矿

重庆泰正矿产资源开发有限公司石墙
沟锰矿

重庆市城口县来凤铁合金有限公司城
口县高燕锰矿阳光寨工区

城口县东联铁合金有限公司修齐锰矿
双河寨工区

重庆市城口县矿冶有限责任公司大渡
溪锰矿徐家咀工区

采矿许可证号

C5000002009042130015606

C5000002009042130015600

C5000002009042130015609

C5000002011122130121819

C5000002010072130070517

C5000002010052130065161

C5000002010122130087797

C5000002010112130083050

C5000002009042130015597

C5000002009042120015592

C5000002009042130015608

C5000002009042130015595

C5000002009042130015605

C5000002009042130011439

C5000002009042130015603

注销时间

2021年9月
8日

2021年9月
8日

2021年9月
8日

2021年9月
8日

2021年9月
8日

2021年9月
8日

2021年9月
8日

2021年9月
8日

2021年9月
8日

2021年9月
8日

2021年9月
8日

2021年9月
8日

2021年8月
31日

2021年8月
31日

2021年9月
8日

封闭改造配电网全面升级

磁器口古镇用电有了“双保险
经过40多天的闭关整修，近日，

磁器口古镇老街以全新的面貌重张
迎客。徜徉在古镇美景里的市民欣
喜地发现，不仅昔日凌乱的电线、网
线消失不见了，连商铺的旧电表也换
上了“新装”——统一的“小白盒”。

“这个‘小白盒’其实就是漏电保护
器。”9月17日，在古镇开展用电巡检的国
网重庆市区供电公司工作人员介绍说，

“如果发生短路、漏电等可能危及人身安
全的情况，漏电保护器就会自动跳闸，瞬
间切断电流，不仅可以预防触电伤害，还
能消除火灾隐患，保障商铺用电安全。”

近年来，磁器口古镇旅游业发展
迅猛，用电负荷增长较快，市区供电
公司秉承“旅游开发，电力先行”的理
念，提前谋篇布局，从优化网架结构、

提升供电可靠性、推广电能替代等多
维度推进安全用电示范街建设，并结
合建筑布局，实施了一系列配电网升
级改造工程，使整洁的电力配套设施
与古镇美景相得益彰。

在今年7月政府实施的消防综合
整治和历史文化街区修复提升工程
中，该公司全力配合磁器口古镇管委
会、磁器口街道办事处等部门，开展拉
网式安全用电隐患整治，整改过街线
路，清除旧电线，改扩建低压电缆通
道，共敷设低压电缆2980米，新增配
电变压器3台，为商铺更换电表529
只，不仅消除古镇用电安全风险，而且
改善古镇人居环境，提升商铺和居民
用电品质，为沙坪坝区经济高质量发
展提供充足可靠的电力保障。韩薇

本报讯 （记者 张莎）9月 16
日，记者从重庆市乡村学校少年宫培
训会暨述职考评工作会上获悉，今年，
全市又新建了15所中央项目乡村学
校少年宫和35所乡村“复兴少年宫”
试点学校，乡村学校少年宫覆盖面正
在不断扩大。

沙坪坝区矿山坡小学校的展台
前，学生们变身“小郎中”为参展者制
作香囊。学校聘请三名老中医作为校
外辅导员，教孩子们种药、采药、制作
药包，让他们了解中医文化。

“重庆乡村学校少年宫项目已开

展十年。”市委宣传部未成年人工作处
处长李恬介绍，“十二五”“十三五”时
期，重庆共建成各级各类乡村学校少
年宫720所，乡村学校少年宫覆盖全
市84%的乡镇。

下一步，我市现有的乡村学校
少年宫将进行提升，服务范围从校
内向校外延伸，服务对象从中小学
生向学龄前儿童拓展；未建乡村学
校少年宫的乡镇将新建乡村“复兴
少年宫”，预计到2025年底，重庆将
实现每个乡镇至少有一所乡村“复
兴少年宫”。

到2025年重庆每个乡镇
都有“乡村少年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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喜 迎 中 秋 佳 节

▲9月17日，九龙坡区陶家镇，市民正在现场体验各类传统民俗文化趣味活动。
记者 郑宇 摄/视觉重庆

◀9月17日，重庆高新区走马镇开展“庆中秋·打糍粑”民俗文化体验活动。
记者 张锦辉 摄/视觉重庆

第一条线路 “魔幻之都，观景揽胜”
国际大都市一日游

万象城—贰厂文创园—解放碑
—WFC观景平台——老君洞—壹华
里公园。

第二条线路 “红岩精神，光耀千秋”
红色经典两日游

红岩革命纪念馆—草房旧址—
饶国模故居—八路军驻重庆办事处
旧址—渣滓洞—白公馆—红岩魂陈
列馆—歌乐山烈士陵园。

第三条线路 “魔幻流光，星月交灿”
夜色山城两日游

九龙美术半岛—重庆动物园—佛
图关—鹅岭公园（瞰胜楼）—南山植物
园—加勒比水世界—南滨路（重庆喜来
登国际中心）—长嘉汇弹子石老街—弹
子石广场（钟楼）。

第四条线路 “探奇访古，都市人文”
山城底蕴两日游

重庆中国三峡博物馆—皇冠大扶
梯—宋庆龄纪念馆—中山四路（周公

馆、桂园、中国民主党派历史陈列
馆）—朝天门广场（来福士购物中心、
探索舱·观景平台）—长江索道（联合
国际重庆之眼观景平台）—龙门浩老
街—洪崖洞—两江游轮—通远门—山
城巷步道—十八梯—李子坝历史文化
街区—四川美术学院美术馆—远山有
窑—马房湾七彩巷—磁器口古镇。

第五条线路 “智慧未来，畅享温泉”
智享山水两日游

礼嘉智慧公园—北碚缙云山—
北温泉—秀湖公园（观音塘湿地公
园、儿童公园）—义渡古镇—华生园
金色蛋糕梦幻王国。

第六条线路 “醉心山水，陶然访幽”
历史记忆两日游

白鹤梁水下博物馆—武陵山大
裂谷—816工程—菩提山—菩提古镇
—长寿湖。

第七条线路 “大美山水，动静皆宜”
品读山城三日游

黄桷坪涂鸦艺术街—丰盛古镇

—聂荣臻故里—四面山—茶山竹海—
乐和乐都。

第八条线路 “避暑纳凉，乡村兴貌”
夏日清凉三日游

石门生态园—太公山景区—格
林 7 号乐园—綦江农博园—横山花
仙谷景区—清风场—大木花谷—美
心红酒小镇。

第九条线路 “千载传奇，岁月留声”
巴渝文化四日游

渝北统景—民国街—龙兴古镇
—观音桥—老瀛山—东溪古镇—黑
山谷—奥陶纪梦幻主题公园—金佛
山—南川东街。

第十条线路 “亲触传承，见证历史”
非遗古韵五日游

钓鱼城—涞滩古镇—大佛寺景
区—双江古镇景区—西郊花语悠游谷
—安居古城—观火龙表演（重要节
庆）—大足宝顶山石刻—隆平五彩田
园—昌州古城—万灵古镇—重庆荣昌
夏布小镇—安陶小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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