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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风廉政看巴渝

重庆新闻 8CHONGQING DAI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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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编 林懿 美编 曹启斌

以针代笔、以线为墨，在重庆市彭
水县的苗绣工作坊内，10多名绣娘正
娴熟地穿针、挑线、绣花。她们针下一
件长达5米的苗绣长卷，图案并非纯
粹传统的山水花鸟，而是融合了现代
潮流感的飞机、高楼乃至游戏里的数
字人物。

长卷内，潮流图样和古老绚烂的
苗绣纹样交相辉映，极具视觉冲击
力。这幅长卷是重庆非遗“彭水苗绣”
传承人李绍玉与《和平精英》“时代风
潮”美学计划共创的苗绣主题作品《大
绣和平》。

彭水苗绣，2016年被正式列入重
庆市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项目名录，以
其做工精细、工艺考究而著称，针法和
技法有20多种，用色鲜艳，纹样丰富。
不过，要让这些凝聚智慧与美感的“老
物件”走进市场，走入年轻人的心，并非
易事。李绍玉发现，当下年轻人喜欢的
绣品“既要便宜又要好看”，既要有传统

元素，也要有现代审美。创意产品少、
顾客受众小，难以提升销量。

当腾讯《和平精英》“时代风潮”长
线美学文创项目找到李绍玉，提出以
彭水苗绣为主题开展系列合作时，双

方一拍即合。由于长卷设计包含密集
且复杂的风格化人物，对于李绍玉还
有绣娘们来说，都是没有遇到过的新
鲜事。他们重新配色配线，一个个“熟
工”们小心翼翼地大胆尝试。

“我希望通过这些创新尝试，在保
留苗绣精髓的前提下，找到苗族传统
纹样与当下年轻人的审美结合点。”李
绍玉说，她希望通过这次跨界合作，让
更多人了解苗族文化，发现非遗之美，

也把苗绣作品推向更广阔的市场，让
“老物件”焕发新活力。

据了解，这并不是《和平精英》首
次与彭水苗绣开展跨界合作。2020
年，腾讯就与重庆市彭水苗族土家族

自治县开启战略合作，充分挖掘彭水
独特的民族、文旅和生态资源，依托腾
讯平台和技术优势，开展创新扶贫工
作，将服装、刺绣等元素通过数字化手
段在《和平精英》内实现创新呈现，为
彭水苗绣提供了更加丰富、时尚、有趣
的合作思路。

目前，《大绣和平》创意长卷在线
上也将同步推出同款数字版本，以H5
作为承载形式，借助《和平精英》的数
字场景与内生流量优势向更多年轻朋
友传递苗绣之美。此外，在此次“大绣
和平”主题苗绣跨界活动中，《和平精
英》还与知名设计师劳伦斯·许及多所
高校学生进行合作，共同创作了苗绣
高定时装、游戏皮肤、重庆地标鹅岭二
厂苗族纹样涂鸦壁等作品，以更多元
的方式帮助彭水苗绣走出大山，为非
遗传承注入更多新活力。

梅吟
图片由腾讯提供

彭水当地妇女绣制长卷 重庆地标鹅岭二厂苗族纹样涂鸦壁

以针代笔 以线为墨

彭水苗绣跨界演绎时代风潮

本报讯 （记者 周尤）“在长达近
3年的时间里，原区公路局将部分工程
项目直接发包给同一人控制的关联企
业，相关工程资料还造假，相关领导都
没有发现，这说明相关领导没有把控廉
政风险，更没有肩负起全面从严治党政
治责任！”前不久，在江北区纪委监委机
关的418会议室里，一场“红脸出汗”

“辣味十足”的谈话正在进行。被谈话
的是江北区交通局党委书记、局长谭成
君，谈话的是江北区委常委，区纪委书
记、监委主任彭冲。

促成这次谈话的，是江北区纪委监
委查处的江北区交通局下属的原公路
局的一起贪腐窝案。

“彭书记面对面约谈，直接指出单
位存在的问题，还帮忙分析成因，推动
问题及时有效解决，很受触动。”谭成君
直言被约谈后有种“坐不住”的感觉。

今年以来，江北区纪委监委的书
记、副书记共约谈了27名区管“一把
手”，年底前要对75名区管“一把手”逐
一约谈，谭成君就是其中之一。

带着问题谈，这是江北区推行“书
记月谈”中的重点。为做实做细“一把
手”监督，江北区纪委监委出台了《区纪
委负责人同区管“一把手”谈话制度》，
坚持突出问题导向，实行谈话方案“一
人一策”，收集梳理被谈话单位信访举
报、区委巡察、监督检查、问题线索等有
关情况，通过谈话前研判政治生态、谈话
中聚焦压力传导、谈话后紧盯整改落实，
已对3名区管“一把手”开展面对面的监
督谈话，直指突出问题不遮不掩，对苗头

性问题，及时谈话提醒，织密全方位监督
网络，切实提升“一把手”监督质效。

有效破解对一把手监督和同级监
督难题，是全面从严治党的重大课题。
为此，江北区纪委监委建立区委、区政
府重大决策三级预审机制，面对报送区
委、区政府及联席会议审议的议题，实
行派驻纪检监察组初审、联系监督检查
室复审、分管副书记会审三级预审，强
化对集体决策和权力运行的日常监
督。目前已审议议题361个，暂缓上会
1个，提出意见建议28条。

规矩立起来后，关键靠执行。江
北区出台了《关于维护基层政治生态、
加强镇街纪委同级监督工作的实施办
法》，强化对街镇“一把手”和同级监
督。严格执行事前廉政风险评估、事
中决策介入、重大事项纪（工）委异议
暂缓、事后独立报告等4项制度，先后
发出“廉政风险评估意见书”67件，暂
缓事项19项，有效杜绝权力独断专行
和暗箱操作。

建立明事明责的有效监督方式，推
行责任细化到人、量化到岗，真正使制
度成为硬约束。为此，江北区纪委监委
推行述责述廉实行“月报告+双随机”，
即随机抽取区属党组织负责人在区纪
委全会上述责述廉、随机抽取题目一问
一答“现场会诊”接受监督，将压力传到
每位党组织负责人。每月2个区属党
组织向区委常委会作落实全面从严治
党主体责任报告，今年已有14个党组
织向区委常委会报告并接受评议。对
整改不力、考核排名靠后的由区委书记
约谈，对连续两年考核排名最后的党组
织负责人进行组织调整，推动对一把手
监督严起来、实起来。

75名“一把手”逐一约谈
江北区做实做细“一把手”监督和同级监督

本报讯 （记者 杨铌紫）市气象
局10月13日发布消息称，预计14日
到16日，我市大部地区小雨到中雨，局
地大雨；日平均气温将下降4～6℃，局
地8℃；山口河谷地区有4～6级阵风。

受冷空气影响，预计 14日到 16
日，我市有一次降温降雨天气过程，

大部地区小雨到中雨，局地大雨，海
拔 2000 米以上地区有雨夹雪；日平
均气温大部地区下降 4～6℃，局地

8℃，16日夜间大部地区最低气温将降
至8～13℃，高海拔地区4～8℃；冷空
气影响时，山口河谷地区有4～6级阵

风。过程累计雨量大部地区10～25毫
米，局地30毫米。

中心城区13日夜间到14日白天，
阴天转阵雨，气温18～22℃；14日夜
间到15日白天，小雨，气温14～18℃；
15 日夜间到 16 日夜间，小雨，气温
13～16℃。

今起三天我市降温降雨

□本报记者 李珩 张凌漪

“双减”政策落地已有一月有余，全
市各中小学校发生了哪些变化？学生
作业负担减轻了吗？离开补习班的孩
子又去哪儿了？连日来，重庆日报记者
进行了调查。

学校：“5+2”全覆盖，学生的
睡眠时间增多了

“同学们，你们想测量教室里哪些
物体的长度？”10月13日下午4点半，
重庆天地人和街小学，在二年级（六）班
数学老师周彦利的带领下，一堂数学游
戏课开始了。

师生们一起测量黑板的长度、课桌
的高度、手掌的宽度，在一次次尝试过
程中，学生们对厘米、米等长度单位有
了初步认识。

“新学期，学校在课后延时服务环
节实行‘1+N’课程体系。”人和街小学
副校长王蕾介绍，每天下午三点半放学
后，参加课后延时服务的学生先在老师
的指导下完成作业；四点半以后，针对
做完作业的学生，学校开设了多种多样
的“兴趣课程”“社团活动”；未完成作业
的学生，将继续完成作业，确保作业不
带回家。

据了解，今年9月开学以来，我市
各中小学积极落实“双减”政策，全市义
务教育阶段学校已推行“5+2”模式，即
每周5天开展课后服务，每天至少开展
2小时课后延时服务。

“学生减负了，睡眠的时间也增多
了。”渝中区大坪小学一项针对全校
1700多名学生的调查问卷显示，“双
减”前，每天睡眠时间达到10小时及以
上的学生仅占5.63%，“双减”实施后，
这一数据跃升至82%，学生睡眠情况
大幅改善。“双减”前，学生不参加校外
培训机构补习的比例仅为22.1%，“双
减”后，周末不参加校外培训机构补习

的学生达到82%。

校外：运动馆、图书馆、科技
馆、公园里中小学生多了

实施“双减”后，记者观察发现，运
动馆、图书馆、科技馆、公园里中小学生
多了起来，操场上孩子们的身影变多
了。

10月9日，南山植物园，三四个孩
子在家长的带领下，正在饶有兴趣地观
察一株绿色植物的枝干和叶脉。“我们
是同班同学，都是读三年级的学生，周
末我们都没上培训班，相约来逛植物
园，这里空气好，还可以搞野餐，我们都
很开心。”其中一位梳着辫子的女孩子
对记者这样说。

10月10日下午6点，江北区石子
山体育公园羽毛球场被预订一空，里面
学打羽毛球的青少年占了一大半。一

位羽毛球教练称，过去周末一般只有10
个孩子来学，9月以来，每次至少有20
人报名，人数翻了一番，都是中小学生。

此外，记者还发现，一到周末，图书
馆、科技馆里更是增加了不少青少年的
身影。一位家长称，“培训班不上了，周
末有更多的时间带孩子参加各种趣味
活动，开阔他们的眼界。”

培训机构：生意变冷清了

“双减”落地后，学科类培训机构现
在生意如何？记者先后到重庆南开（融
侨）中学、重庆一中、重庆八中宏帆初级
中学、重庆巴蜀中学等学校附近的部分
培训机构进行了暗访。

记者发现，培训机构大多生意冷
清，不少机构大门紧锁，有的甚至已经
贴上了招租启示。在巴蜀中学附近的
一家仍在营业的培训机构，原本张贴的

学科类培训的字样已被全部撤下。该
机构一名工作人员告诉记者，原来一个
班可以收几十乃至上百人，“双减”过
后，学生也不爱来了，目前正“谋求转
型”，准备开设音乐、绘画类的兴趣班。

但在个别培训机构，记者看到，一
些周中的“一对一”“小班课”还在进行，
一名陪伴孩子补课的家长便对记者说，

“孩子成绩不太好，在班上处于中下水
平，担心孩子考不上理想的高中，所以
还是送孩子来补补课。”

“‘减负’不能一边‘减’，一边
‘加’。”一位资深教育专家表示，出台
“双减”政策就是为了减轻学生过重的
课业负担，让学生们有时间自主思考，

“家长与其把希望都寄托在辅导班上，
不如想想怎么让孩子回到主动学习的
路上。孩子愿意学，效率就高，成绩自
然也会慢慢好起来。”

运动场馆学生多了，补习班“凉”了
——“双减”落地一月看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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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月 9 日，綦江区
东溪镇巩固村安吉白茶
种植基地，村民们正在
管护茶树。东溪镇始终
抓住产业振兴这个重中
之重，大力发展茶叶、花
生、辣椒、萝卜等规模化
特色种植项目近 2.5 万
亩，壮大了村集体经济，
拓宽了农民增收路子。

记者 万难 摄/
视觉重庆

特色种植业带动乡村振兴

重庆市采矿权公开出让公告
渝矿采出字〔2021〕（綦江）5号

根据国家和重庆市的相关规定，现对以下采矿权予以公告，公告时间为2021年10月14日09时-2021年11月10
日17时。公告日期内有2家以上（含2家）申报的采取拍卖方式确定受让方，拍卖时间另行通知；公告时间内只有1家
单位申报的将采取挂牌出让。本次公开出让的采矿权采用现场交易，出让详细资料和具体要求，竞买申请人可在公告
截止前到重庆市綦江区公共资源服务有限公司索取相关资料并进行报名。地址：綦江区文龙街道通惠大道69号市民
服务中心6栋4层，联系电话：023-48671209，联系人：张老师。

本次公告同步发布的网站：重庆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网站：http://ghzrzyj.cq.gov.cn、重庆市綦江区公共资源服
务有限公司网站：http://qjjyzx.cqqj.gov.cn/、其他渠道重庆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网站、《重庆日报》、自然资源部门户
网站、重庆市綦江区规划和自然资源局门户网站http://www.cqqj.gov.cn/bm/qghzrzyj/。

备注：
一、序号 QJGC202108 采

矿权出让人：重庆市綦江区规划
和自然资源局，地址：綦江区古
南街道南门路1号，联系人：何
老 师 ，联 系 电 话 ：023-
85890022。序号QJGC202109
采矿权出让人：重庆市綦江区规
划和自然资源局，地址：綦江区
古南街道南门路1号，联系人：
何 老 师 ，联 系 电 话 ：023-
85890022。序号QJGC202110
采矿权出让人：重庆市綦江区规
划和自然资源局，地址：綦江区
古南街道南门路1号，联系人：
何 老 师 ，联 系 电 话 ：023-
85890022。

二、保证金户名：重庆市綦
江区公共资源综合交易中心
开户行：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重庆綦江南州支行 帐
号：120701040001222。保证
金户名：重庆市綦江区公共资
源综合交易中心 开户行：中国
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綦江区
支 行 帐 号 ：
50001163600059666666。

竞买保证金到账截止时间
为：2021 年 11 月 10 日 17 时。
如成功竞得，已缴纳的保证金
可抵作采矿权出让收益，由竞
得人委托重庆市綦江区公共资
源综合交易中心支付至财政非
税收入专户；如未竞得，可在成

交日之后1个工作日内办理退
还手续，不计利息。

三、采矿权出让收益缴纳
方式详见《竞买须知》。

四、采矿权竞买申请人资
格要求：

（一）竞买申请人须为营利
法人；

（二）竞买申请人属于以下
情形之一的不得参与竞买：

1、在自然资源部矿业权人
勘查开采信息公示系统的“矿
业权人异常名录”“矿业权人严
重违法名单”内；

2.通过“信用中国”查询，在
自然资源部联合惩戒备忘录或
重庆市信用惩戒严重失信主体

“黑名单”内限制禁止参与采矿
权出让的；

3.被吊销采矿许可证之日
起2年内。

4、报名竞买单位及相关联
的法定代表人、股东在綦江区
通过竞买已签订矿业权或土地
使用权出让合同，但未履行相
关义务，存在未按合同约定缴
纳矿业权出让收益或土地出让
价款等严重违约行为的。

五、风险提示：
（一）采矿权投资存在有不

可预计的风险，包括竞买须知所
表述的有关矿产资源情况（矿层
厚度、矿石质量、储量等）与实际
开采有差距的风险，包括但不限

于安全、地质灾害防治、环境保
护等要求、对特定采矿方法、选
矿方法限制以及国家产业政策
或者矿产资源规划调整的影响、
不可抗力的影响等风险。竞买
申请人参加竞买并提交申请，即
视为竞买申请人对采矿权现状
和竞买须知已完全认可并自愿
承担所有风险；

（二）有关该宗采矿权的用
地、用水、用电、公路、环保、基
础设施等工作，由竞得人自行
负责解决并依法完善相关手
续；

（三）若竞得人竞得该宗采
矿权后，在办理采矿登记所需
要件时进行安全、环境评价等

认定为不适宜开采的，该宗采
矿权按不成交处理。

六、提出异议的方式与途
径：

对本次出让的采矿权存有
异议的，应在公示期截止前以
书面方式向重庆市綦江区规划
和自然资源局提出；对出让交
易程序存有异议的，应在公示
期截止前以书面方式向重庆市
綦江区公共资源服务有限公司
提出。根据所提异议的具体情
况，按照《矿业权交易规则》等
相关规定进行妥善处置。

七、其他重要提示及要求：
上述3宗采矿权均为已设

矿权增划资源

序号

QJGC202108

QJGC202109

QJGC202110

采矿权名称（暂定名）

重庆市綦江区隆盛镇新屋村梨
树湾建筑石料用灰岩采矿点

重庆市綦江区石壕镇石泉村建
筑石料用灰岩采矿点

重庆市綦江区赶水镇适中村建
筑石料用灰岩矿山

地理位置

綦江区隆盛镇
新屋村

重庆市綦江区
石壕镇杉树湾

綦江区赶水镇
适中村

矿种

建筑石料
用灰岩

建筑石料
用灰岩

建筑石料
用灰岩

矿区范围拐点坐标

详见《竞买须知》

详见《竞买须知》

详见《竞买须知》

资源储量

1075.4万吨

1133.6万吨

1088.3万吨

矿区面积(平方公里)

0.1496

0.2685

0.0929

开采标高

+530米
至+395米

+1045米
至+950米

+960米
至+850米

生产规模

90万吨/年

55万吨/年

50万吨/年

出让年限(年)

12.9

16.2

12.2

出让收益起始价（万元）

4301.6

4534.4

4353.2

保证金金额(万元)

860

906

870

一、项目名称
嘉州协信中心地下车库停车

位租赁。
二、招标方式

自主公开招标。
三、招租内容
车库位于重庆市渝北区红锦

大道 57 号、59 号嘉州协信中心
B1、B2、B3、B4、B5 地下五层，停
车位总数为757个。其中138个
车位已出售，剩余 619 个停车位
整体对外招租：

B1层共有134个停车位，招租停
车位76个；

B2层共有193个停车位，招租
停车位116个；

B3层共有202个停车位，招租
停车位199个；

B4层共有179个停车位，招租
停车位179个；

B5层共有49个停车位，招租停
车位49个。

四、租期
6年。
五、实地查勘
由意向投标人自行到现场与

现有物业公司对接，并进行勘察，
招标人给予积极配合。

六、投标人资格要求
1.具有良好的商业信誉；

2.参加本项目投标前三年内在
经营活动中没有重大违法记录；

3.营业执照经营范围必须包含
停车场服务（或停车场经营管理）
或物业管理及物业咨询服务。

七、公告发布媒体
重庆日报、华龙网、上游新闻。
八、报名时间及地点
投标人于 2021年10月20日

16时00分前，持营业执照复印件、
法定代表人授权委托书及授权代
理人身份证原件，自行前往渝北区
同茂大道416号重庆新闻传媒中
心3102室报名并领取招标文件，
逾期将取消报名资格。

九、投标截止时间
2021年10月25日11时00分

止。
十、招标人
重庆日报报业集团产业有限

责任公司
联系电话：
023-63907251
13500307612
023-63907722
19923256571
联系人：余先生，陈女士
电子邮件：cbjtgzc@126.com
欢迎来电垂询。

重庆日报报业集团产业有限责任公司
嘉州协信中心地下车库停车位租赁公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