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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阅读下载慢新闻APP 晚报抗癌互助会邀你参加

让生活 下来慢

经济普查
1月正式开始持续至4月

大型赛事
点燃南岸区全民健身激情

垫江县国土资源和房屋管理局关于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挂牌出让公告
垫国土房管告〔2018〕164号

三、竞投者资格
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外的公司、企业，除法律、法规另有规定外，均可报

名参加竞买。
四、挂牌期限、地点及竞价方式

凡愿参加竞投者，可于即日起至2019年1月21日下午5时（节假日除
外）到垫江县国土房管局地产服务中心索取或直接在垫江县国土房管局公
众信息网和垫江县公共资源交易网上下载挂牌交易文件，定于2019年1月
22日上午10时在公共资源交易中心桂西大道南阳公园机关办公中心2号
楼2楼举行现场竞买揭牌会，本次挂牌采取现场报名方式，有意竞买者在
2019年1月22日上午9时前汇入指定的竞买保证金专户(开户银行、账号、
户名等信息详见重庆市垫江县公共资源交易网（http://www.djjyzx.gov.
cn/）“土地出让”栏目，本地块招标（出让）公告页面底端的《本项目投标保证

金指定收取账户信息》。以到银行账上时间为准，否则不予受理报名），并凭
银行到账凭据进入揭牌会场，要求竞买人提供组织机构代码证、法人代表身
份证明或法人代表委托书、营业执照附本、资质证明书、承诺书、由中国人民
银行征信中心出具的《企业信用报告》2份、竞买申请人签署意见的《竞买须
知》2份、居民身份证及印鉴，填写竞买申请，经审查合格后方取得竞买资
格。该地块每次增价不得少于5万元人民币，价高者得。
五、其他约定条件（见须知、中国土地市场网和垫江县国土房管局公众信息网）

竞买人参加竞买时需提交土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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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有支付土地价款的资金的承诺书。竞买人竞得土地
后需成立新公司作为竞得人的，应在参与竞买前提交书面申请。

垫江县国土资源和房屋管理局
2018年12月20日

根据国土资源部《招标拍卖挂牌出让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规定》
（第39号令）的要求，经垫江县人民政府批准，垫江县国土资源和房屋
管理局将对垫江县坪山镇迎春村6组一宗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进行
公开出让，现就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出让人的名称和地址
出让人：垫江县国土资源和房屋管理局
地址：桂阳街道桂西大道南阳内转盘
联系电话:74684675、74684676、74501155

二、挂牌地块概况

编号

dj2018-14-017

地块位置

垫江县坪山镇迎春
村6组

用途

其他服务
设施用地

出让面积(㎡)

3529

容积率

＜1.5

建筑密度（%）

按规划要求

绿地率（%）

按规划要求

出让年限

40年

保证金(万元)

50

底价(万元)

236.44

重庆晚报讯 （记者 陈富勇）
市政府新闻办公室在昨日举行的新
闻通报会上称，第四次全国经济普
查的登记工作将于2019年 1月~4
月开展。

据介绍，此次普查标准时点为
2018年 12月 31日，普查时期资料
为2018年年度资料。全市共核定普
查区11194个，划分普查小区18858
个。我市共选聘2.8万名普查指导
员和普查员参与普查工作。

市经普办常务副主任、市统计
局总工程师余浩然介绍称，根据
《全国经济普查条例》的规定，国
务院决定于2018年开展第四次全

国经济普查。此次普查，将全面
调查我国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的
发展规模、布局和效益，了解产业
组织、产业结构、产业技术、产业
形态的现状以及各生产要素的构
成，摸清全部法人单位资产负债
状况和新兴产业发展情况，进一
步查实各类单位的基本情况和主
要产品产量、服务活动，全面准确
反映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新动能
培育壮大、经济结构优化升级等
方面的新进展。通过普查，进一
步完善覆盖国民经济各行业的基
本单位名录库以及部门共建共
享、持续维护更新的机制，进一步
夯实统计基础，推进国民经济核
算改革，推动加快构建现代统计
调查体系，为加强和改善宏观调
控、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科学
制定中长期发展规划、推进国家
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提供
科学准确的统计信息支持。

说到南岸区的品牌赛事，不得不
提重庆国际马拉松赛，每年3万人的
跑马军团已是南滨路上一道独特的
风景线。

12月11日，2019重庆国际马拉
松赛抽签结果公布，本届重马的半程
和全程中签率为21.6%，中签难度再
次加大！“重马，你中签了吗？”一时之
间成为广大跑友的高频问候语。

作为中国马拉松金牌赛事、国际
田联金标赛事、中国马拉松大满贯四
大成员之一，连续举办8年的重庆国
际马拉松赛已经成为重庆一张响亮
的体育名牌。在重马的带动下，跑步
如今已成为一项时尚运动，在全年龄
段、全区域推广开来。

近年来，为全面贯彻落实全民健
身国家战略，南岸区通过以重庆国际
马拉松赛为代表的大型品牌赛事为
引领，不断完善基础设施建设，不断提
高竞技体育水平，为开展全民健身活动
创造积极条件，点燃全民健身激情。全
区体育人口达52.5%，国民体质监测合

格率达92.7%，位居全市前列。
目前，全区已构建以国家级全民

健身中心江南体育中心为核心，15
个街镇全民健身活动中心为纽带，
450个村居全民健身点为基础，57所
中小学校健身设施向社会开放为依
托，208个社会经营性健身场馆（俱
乐部）为补充的南岸区五级全民健身
设施网络。全区所有社区、村居体育
健身设施已实现全覆盖，各类具备条
件的公益性体育场地免费对外开放
并积极协调相关企事业单位体育设
施分时段免费低费对外开放，场地设
施使用效能不断提高。

重庆晚报记者

重庆晚报讯 （记者 刘晓熹）
12月20日上午，2022年北京冬奥会
和冬残奥会官方粮油产品赞助商发
布会在国家体育场金色大厅召开。
在本次发布会上，北京冬奥组委会正
式宣布，益海嘉里旗下的金龙鱼品牌
成为2022年北京冬奥会和冬残奥会
官方粮油产品赞助商。继成为2008
年北京奥运会食用油独家供应商之
后，金龙鱼成为国内首家服务过奥运
会并将服务冬奥会的粮油食品企业。

益海嘉里集团副董事长兼首席
运营官穆彦魁，回顾了金龙鱼十年来
在支持中国体育事业发展上做出的
努力和贡献。他谈到，从2008年北
京奥运会食用油独家供应商到鼎力
支持中国女排、服务深圳世界大学生
运动会、全力支持第十三届全运会
……每一次金龙鱼都出色地完成了
各项赛事的服务保障工作。作为

2022年北京冬奥会和冬残奥会官方
粮油产品赞助商的金龙鱼，将会继续
秉持奥运精神，不断前行、永不止步，
为北京冬奥加油，为健康中国加油。

在未来，金龙鱼还将在创新、品
质、极致、放心、健康五大环节锐意进
取，以新升级的高品质米、面、油、调
味、挂面等全线产品为奥运健儿保驾
护航，成为全民健康水平提升背后的
力量，为北京冬奥会，为13亿国人的
健康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

重庆晚报讯 （记者 朱婷）昨
日，市文化和旅游发展委员会召开新
闻发布会，通报2018全年旅游市场
秩序整治工作情况：今年以来，我市
共开展涉旅执法检查1625次，作出
行政处罚107件，1家旅行社被吊销
业务经营许可证。

据悉，今年共开展涉旅执法检查

1625次，出动检查人员5394人次，检
查旅游企业2460家次，全市共作出
行政处罚107件，累计罚没款146.78
万元，同比增加33.2%。其中，市旅游
监察执法总队办理立案99件，作出行
政处罚决定53件，累计罚没款109.9
万元，同时责令6家旅行社停业整顿，
吊销1家旅行社业务经营许可证。

重庆晚报讯 （记者 余珂静）
昨日上午，重庆大足至四川内江高
速公路（重庆段）开工仪式在大内
高速铁桥互通现场举行，标志着大
内高速正式开工。该项目建成通
车后，大足至内江驾车节约半小时
以上车程。

据介绍，大内高速（重庆段）起于
大足区三驱镇，接渝蓉高速，向西与

在建潼荣高速交叉设置枢纽互通后，
经季家、铜鼓，止于川渝交界处荣昌
吴家镇南侧，对接内江至南溪高速公
路，路线全长约31.37公里，总投资约
32.97亿元，建设工期3年。全线采
用双向4车道、路基宽度26.5米、设
计速度120公里/小时的高速公路标
准建设。共设置枢纽互通2处、一般
互通3处、停车区1处。

重庆晚报讯 （记者 王渝凤）
连续举办了11年的黄桷坪新年艺术
节，正式踏着2018年岁末的气息来到
了我们的身边，相比过去的艺术节，今
年的艺术节上，将采取以艺术盛会舞
台的形式，让更多的市民参与其中。

昨日，九龙坡区召开新闻发布
会，宣布2019（第十一届）黄桷坪新
年艺术节，将于后天在四川美术学院
黄桷坪校区盛大开幕。据了解，该艺

术节将以川美·创谷为核心，依托众
多文化艺术基地、艺术家工作室等，
采取“政府搭台、企业唱戏、市场运
作、多方参与”的模式，搭建文化艺术
交流、体验、鉴赏和交易平台，突出文
化艺术的互动性、参与性、亲民性，打
造品牌化、特色化、大众化、市场化的
精品艺术节会，为广大市民在隆冬时
节奉献一场艺术家与大众共同狂欢、
精彩纷呈的艺术盛宴。

重庆晚报讯 （记者 朱婷）昨
日，南川金佛山第20届冰雪节盛大
开幕。记者从开幕式上了解到，本次
冰雪节除了可以一览金佛山的绝美
冰雪世界，体验畅爽雪地运动之外，
游客还可以看戏、逛灯会、手绘脸谱
雪人，一系列精彩有趣的互动活动等
你来耍。

据了解，从12月到来年2月，金
佛山积雪时间长达3个月，银装素裹
的雪景，美不胜收。记者打探发现，

今年的冰雪节，不仅可以观赏到金佛
山雪原、雾凇、冰瀑三大冰雪奇观，玩
雪、耍雪，更是很有戏：雪地打滚赛、
五福雪球、滚滚卡通玩偶等活动将轮
番上演，让游客零距离与雪接触，尽
情在雪地上撒欢。

冰雪节期间，每周末还有川剧戏
曲展演活动，届时在现场你既可以看
到戏曲脸谱灯、脸谱雪人等有趣可爱
的创意，还可以自己为脸谱雪人定
义，现场手绘它的样子。

重庆市全民健身条例

▲重庆国际女子半程马拉松赛现场

涉旅检查
1家旅行社被吊销许可证

艺术盛宴
黄桷坪新年艺术节后天启幕

赏雪玩雪
金佛山冰雪节昨日开幕

公路建设
大内高速（重庆段）开工

北京冬奥
金龙鱼成为官方粮油产品赞助商

▲发布会现场

中国体育彩票排列3
第18352期开奖公告
本期开奖号码：0 6 8

中国体育彩票排列5
第18352期开奖公告
本期开奖号码：0 6 8 6 3

中国体育彩票七星彩
第18151期开奖公告

本期开奖号码：7 1 4 4 9 5 9

重庆市体育彩票管理中心 2018年12月25日

5 4 2
中国福利彩票3D游戏

重庆市开奖公告
第2018352期

重庆市福利彩票发行中心 2018年12月25日

红色球号码
19 29 26 15 05 25

蓝色球号码
15

中国福利彩票

双色球开奖公告
第2018151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