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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 赵迎昭）人民大
会堂巨幅国画《江山如此多娇》的作者
之一、国画大师关山月的作品在渝集中
亮相了。11月2日，由重庆中国三峡
博物馆和深圳市关山月美术馆联合主
办的“三峡画卷——关山月与近代以来
的江峡图景展”将在三峡博物馆开展。
60余件（套）展品中，有近半是关山月
相关展品，市民可尽情感受他笔下的三
峡风光，以及从古至今多位国画家对长
江三峡的描绘。

关山月是岭南画派的重要代表
人物。抗战时期，他曾在重庆任国立

艺专教师，创作了大量作品。《江峡图
卷》描绘了1978年的三峡风光，作品
题跋上记录了画家当年的行程：“一
九七八年秋……从武汉乘船上溯渝
州，又放流东返回程。奉节改乘小轮
专访白帝城。既入夔门，复进瞿塘
峡，全程历二十余天……”策展人之
一程平说，关山月推崇“笔墨当随时
代”，善于描绘新中国的山川新貌，

“葛洲坝水利枢纽的火热建设场景就
能说明这一点。”

据悉，展览将免费展出至2020年
2月9日。

关山月作品在三峡博物馆展出

本报讯 （记者 栗园园）11月1
日，重庆日报记者从市生态环境局获
悉，近期，市大气污染防治攻坚指挥部
对我市秋冬季打赢蓝天保卫战攻坚工
作开展了监督巡查，并对巡查中发现的
涉工业废气、建筑施工扬尘、餐饮油烟
和交通拥堵等22个大气污染源问题进
行通报。

市生态环境局相关负责人介绍，
近日，受气温回暖、扩散转差等影响，
我市空气中PM2.5和 PM10浓度明显回
升。10月30日，市大气污染防治攻坚
战指挥部印发《关于启动2019年第九
次空气污染应对工作的预警函》，要求
有关区政府、部门、单位和企业，按照
全市第二轮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整

改工作推进会和市政府2019年秋冬
季打赢蓝天保卫战攻坚视频会会议精
神，在进一步落实大气污染防治日常
措施基础上，切实强化应急应对措施，
降低PM2.5和 PM10污染物浓度，力争
空气质量达标。

对此次通报涉及的大气污染违法
行为，将依法查处，并责令有关单位和
企业立即整改。

我市通报22个大气污染源

大气污染防治
攻坚战重点污染源
通报名单（第七批）

扫一扫 就看到

本报讯 （记者 王丽）11月1日
晚，重庆市歌剧院艺术厅座无虚席，第
五届中国西部交响音乐周重庆交响乐
团交响音乐会拉开帷幕。

本场音乐会上半场由重庆市歌剧
院原创歌剧《钓鱼城》《辛夷公主》《尘埃
落定》中的《三十六年》《深深宫怨》《尘
埃》等唱段构成，演唱者们身着剧中人
物服装，用歌声为观众讲述了一段段动
人的故事。演出下半场，著名指挥家姜
金一与重庆交响乐团演奏的《柴可夫斯

基第四交响曲》将音乐会推向高潮。
据了解，本场音乐会是重庆交响乐

团11月3日带去成都参加中国西部交
响音乐周的重磅演出。重庆交响乐团
相关负责人表示，安排在出征成都前亮
相，是希望提前让这台精品与山城乐迷
分享。

中国西部交响音乐周是2010年由
重庆交响乐团发起，每两年举办一届，
迄今已在重庆、宁夏、新疆、内蒙古举办
了4届。

第五届中国西部交响音乐周
重庆交响音乐会上演

本报讯 （记者 王翔）11月1日
上午，巫溪县“消费扶贫、与爱同行”农
特产推介启动会在大学城举行。当天，
主城首个“巫溪小店”体验店也在大学
城正式开门迎客，将承担起推广地域品
牌、承接主城线下销售对接的重任。

近年来，为进一步推动“生态产业化、
产业生态化”，着力解决巫溪农产品“有产
业无链条、有实体无实力、有产品无商品、
有品质无品牌”难题，打造一条商品化、产
业化、品牌化特色农产品发展之路，2018
年11月，巫溪县区域农产品公共品牌“巫
溪小店”正式上线运营，拟借助“消费扶

贫”打通市内外市场，使巫溪的农产品不
断走出大山、走入全市、走向全国。

2018年，市教委扶贫集团、水利部
系统等所属30余家帮扶成员单位，先
后订购巫溪农特产品310余万元，让巫
溪农产品远销河南、北京、陕西、内蒙
古、上海、山东、重庆主城等地。

“2019年，巫溪小店的将重点推动

校企合作，力争让巫溪优质农特产品覆
盖更多更广的人群。”巫溪县一负责人
介绍，今年，“巫溪小店”就与重庆电子
工程职业学院签订了战略合作协议，在
重庆电子工程职业学院提供的180平
方米门店，打造了主城首个集产品展示
展销、休闲体验、电商工作为一体的“巫
溪小店”体验店，同时开发网商平台

App、微信公众号，用“互联网+”让更
多巫溪农产品走出大山。

开业当天，“巫溪小店”就吸引了周
边众多市民和学生的关注，大家进店品
尝了来自巫溪的腊肉、干货、休闲食品、
水果蔬菜等农特产品，赞不绝口，不少
产品现场被卖断货，短短两个小时就实
现销售额超过3万元。

在当天的“消费扶贫、与爱同行”农
特产推介启动会上，“巫溪小店”还与重
庆电子工程职业学院、山东泰安市部分
区县商务局、市烟草专卖局（公司）等签
下了订单，订单金额达570余万元。

抢抓消费扶贫先机

主城首个“巫溪小店”开门迎客

新华社北京 11 月 1 日电 （记者
刘奕湛）遮挡号牌、违法占用应急车道、
实线变道……日常生活中，大家常会看
到一些交通违法行为。日前，公安部对
道路交通安全违法行为处理程序规定
进行修改，拟规定对群众抓拍下来的车
辆违法行为照片、视频资料，经查证属
实的，可以作为处罚的证据。

据介绍，为进一步规范和完善道路
交通违法行为处理程序，公安部起草了
《公安部关于修改〈道路交通安全违法
行为处理程序规定〉的决定（征求意见
稿）》，向社会各界公开征求意见。

征求意见稿增加规定，单位或者个
人提供的违法行为照片或者视频等资
料，经查证属实的，可以作为处罚的证
据。对群众举报的违法行为照片、视频
资料的审核录入要求，参照本规定执
行。

据了解《道路交通安全违法行为处
理程序规定》2004年颁布、2008年修

订。但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违法处理
面临新形势、新要求，程序规定需要不
断完善。征求意见稿重点针对非现场
交通违法行为处理中存在的一些问题
进行了修改。

为方便机动车所有人或管理人、驾
驶人及时、就近处理交通违法，避免往
返违法行为发生地，当事人明确接受异
地处理的，征求意见稿拟规定，处理地
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可以协助违法
行为发生地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调
查违法事实、代为送达法律文书、代为
履行处罚告知程序，由违法行为发生地
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按照发生地标

准作出处罚决定。
征求意见稿还明确了违法信息通

知的要求，将原来公安交管部门可以将
违法信息通知机动车所有人或者管理
人，修改为公安交管部门应当通过移动
互联网应用程序、手机短信或者邮寄等
方式通知机动车所有人或者管理人。
同时，增加了交通警察在执勤执法时发
现机动车有违法行为逾期未处理的，当
场告知当事人的规定。

据了解，由于交通技术监控设备
记录违法行为后，无法确定实际驾驶
人，因此违法行为全部记录在机动车
名下。此次修改，对交通技术监控设

备记录的违法行为信息，能够确定实
际驾驶人的，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
可以将该违法行为记录在实际驾驶人
名下。

本次修订还规范了检验酒驾醉驾
违法犯罪嫌疑人体内酒精含量以及重
新检验的程序要求等。

社会公众可通过中国政府法制信
息网（www.chinalaw.gov.cn）、公安
部网站（www.mps.gov.cn）查阅公开
征求意见稿，有关意见建议可以通过中
国政府法制信息网、公安部网站在线提
出或者在2019年11月27日前通过电
子邮件方式提交。

公安部拟出台规定

群众拍照举报交通违法行为可作为处罚证据

本报讯 （记者 王翔）2000余吨
的钢结构环廊如何吊装到百米高空？
经过近三天的缓慢提升，11月1日，在
重庆仙桃数据谷项目二期一标段9号
楼现场，一枚总重达2060吨的钢结构
环廊被提升至99.8米的高空并实现合
龙，标志着全国首例全通透钢结构高空
环廊吊装圆满成功。

重庆仙桃数据谷是围绕建成中国
大数据产业生态谷总体目标而打造的
产业园，园区内建筑具有独特的风格和
特色。在6座“小蛮腰”造型大楼吸睛
无数后，二期一标段9号楼的钢结构高
空环廊，如“指环王”般，再次让各界目
光聚焦于此。

按照设计，未来9号楼完全建成
后，楼顶的高空环廊将宛如一颗明珠可
俯视数据谷全景，可举办新闻、产品等
发布会，连接环廊的三座塔楼楼顶可供
访客就餐、茶饮、休憩等，是仙桃数据谷
打造大数据智能化产业完整产业链条
的重要组成部分。

将重达2060吨的钢结构环廊提升
至99.8米高空究竟有多难？中国五冶
重庆仙桃数据谷钢结构工程项目经理
殷洪介绍，提升工程面临着三大风险。

首先是每一段连廊均为弧形，中心
轴线和重心不在同一位置，形成了“偏
心”的受力结构，在提升过程存在倾覆
的风险，必须要保证在风力作用下的制
动和静止；其次是全通透环廊的玻璃幕
墙安装精度极高，要保证提升过程中不

被挤压变形；此外，在提升过程中高度
每上升30米，提升危险系数和不确定因
素就会成倍增加，提升难度全球罕见。

为了解决上述难题，技术人员在项

目推进过程中，进行了多次技术攻关和
模拟推演，提升方案几易其稿，专家论
证多达十余次，才确定了最终的技术方
案，在此过程中，技术人员发明了近10

项专利。
不久后，等9号楼完全建成后，市

民就将能够站在这个“指环王”上，俯瞰
山城风景，畅想未来科技生活。

攻克三大难关 创下全国首例

2000吨环廊吊上百米高空成功合龙

据新华社北京11月1日电 近日，
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
《关于在国土空间规划中统筹划定落实
三条控制线的指导意见》，并发出通知，
要求各地区各部门结合实际认真贯彻
落实。

为统筹划定落实生态保护红线、
永久基本农田、城镇开发边界三条控
制线（以下简称三条控制线），《关于在
国土空间规划中统筹划定落实三条控
制线的指导意见》要求，要以习近平新
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

全面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深入贯彻
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按照党中央、国
务院决策部署，落实最严格的生态环
境保护制度、耕地保护制度和节约用
地制度，将三条控制线作为调整经济
结构、规划产业发展、推进城镇化不可
逾越的红线，夯实中华民族永续发展
基础。

《意见》明确了工作目标。到
2020 年年底，结合国土空间规划编
制，完成三条控制线划定和落地，协调
解决矛盾冲突，纳入全国统一、多规合

一的国土空间基础信息平台，形成一
张底图，实现部门信息共享，实行严格
管控。到2035年，通过加强国土空间
规划实施管理，严守三条控制线，引导
形成科学适度有序的国土空间布局体
系。

《意见》明确，按照生态功能划定生
态保护红线。生态保护红线内，自然保
护地核心保护区原则上禁止人为活动；
按照保质保量要求划定永久基本农
田。已经划定的永久基本农田中存在
划定不实、违法占用、严重污染等问题

的要全面梳理整改，确保永久基本农田
面积不减、质量提升、布局稳定；按照集
约适度、绿色发展要求划定城镇开发边
界。城镇建设和发展不得违法违规侵
占河道、湖面、滩地等。

中共中央办公厅 国务院办公厅

印发《关于在国土空间规划中
统筹划定落实三条控制线的指导意见》

《关于在国土空
间规划中统筹划定
落实三条控制线的
指导意见》全文

扫一扫 就看到

新华社北京 11 月 1 日电 （记者
高蕾）记者11月1日从国家发展改革
委获悉，“伟大历程 辉煌成就——庆
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大型成
就展”自9月23日开展以来，受到社会
各界广泛关注。截至11月1日，成就
展累计接待观众突破100万人次。

“伟大历程 辉煌成就——庆祝中
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大型成就
展”由国家发展改革委会同中央宣传

部、中央军委政治工作部、北京市委联
合举办。成就展按照70年编年体的线
性逻辑布展，逐年展示新中国成立以来
的伟大历程和辉煌成就，给观众营造出
一种身在“时光隧道”的观展体验。

为方便不能到现场的广大群众参
观展览，网上展馆（guoqing70.cctv.
com）已全面上线。观众足不出户，就
可以领略新中国成立70年来日新月异
的发展变化。

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

大型成就展现场观展人次破百万

本报讯 （记者 周雨）11月1日，
中国·重庆（江津）第二届富硒产业发展
大会在重庆市江津区召开。会上专家认
为，处在健康中国战略和乡村振兴战略
的交叉点上的富硒农业，正迎来了前所
未有的发展机遇，有望成为“新蓝海”。

硒是世界卫生组织认定的人体必
需的微量营养素。我们正常生理代谢
会产生大量自由基，而自由基是“万病
之源”，自由基不能得到有效清除，就会
侵害细胞膜，产生一系列疾病。而硒恰
恰是清除自由基的一种重要微量元素。

专家认为，国家实施健康中国战略
和乡村振兴战略，已让富硒农业迎来前
所未有的机遇。发展富硒农业既是提
高国民健康水平的必然需求，又是深化
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提高农业质量
效益的重要途径。而我国已开发的富
硒耕地面积仅占我国耕地面积的1%
左右，富硒农产品具有广阔市场空间，

目前市场的富硒农产品价格是普通农
产品的1.5-5倍。

目前，国家对发展富硒农业也出台
了系列支持政策。农业农村部已组织
修订富硒产品标准。农业农村部主管
的中国农业技术推广协会，成立了富硒
农业技术专业委员会，指导创建特色产
业优势区。具备富硒产业发展优势的
省市，均可使用中央财政一二三产业融
合发展支出等项目资金。

江津区近年的发展实践也证明，发
展富硒农业“大有可为”。从2012年
起，江津发挥土壤富硒优势，开始大力
发展富硒农业，至今已建成标准化富硒
产业种植基地45万亩、水产基地3.8万
亩，富硒畜禽年出栏超过 500 万头

（只），富硒特色产业示范场（园）50余
个，培育富硒特色品牌40个，富硒商标
总数112件。2018年，该区富硒产业
产值突破68亿元，撬动全区农业总产
值突破131亿元，总量位居全市各区县
第一。今年上半年，江津区富硒农业产
值43亿元，全年预计可达到80亿元，
占农业总产值比重达到58.4%。

江津区还发挥富硒产业优势，大力
发展休闲农业和乡村旅游，建成乡村旅
游精品示范点127个，推出乡村游精品
线路8条，2018年的休闲农业和乡村
旅游综合收入超40亿元。

7年来，江津区通过发展富硒产
业，带动全区9030户27951名贫困户
实现脱贫。

该区负责人表示，未来将以实施乡
村振兴战略为总抓手，以促进农民增
收、产业增效、生态增值为目标，以“多
品种、小规模、高品质、好价钱”为导向，
坚持富硒产业“绿色化、组织化、科技
化、品牌化、融合化”，推动富硒特色农
业高质量发展。力争到2022年，富硒
产业链产值达到500亿元，将江津打造
成为国内知名的富硒产业引领区和全
域科学精量补硒示范区。

这次会议由市农业农村委、江津区
政府主办，国家有关部（委）、重庆市有关
局（委）、国内友好城市领导，富硒产业领
域知名专家、行业协会负责人、全国富硒
地区领导以及从事商贸流通和富硒产业
的企业家等共计300余人参会。

江津要打造500亿级富硒产业

据新华社北京 11 月 1 日电 （记
者 刘羊旸）为进一步保护未成年人免
受电子烟侵害，国家烟草专卖局、国家
市场监督管理总局1日对外发布通告
要求，不得向未成年人销售电子烟，不
得通过互联网销售电子烟，不得通过互
联网发布电子烟广告。

国家烟草专卖局有关负责人表示，
很多电子烟企业以年轻人作为互联网营
销的重点，用“帮助戒烟”“健康无害”等
违背客观事实的宣传误导消费者。但事
实上，多数电子烟在原材料选择、添加剂
使用、工艺设计、质量控制等方面随意性
很强，存在不安全成分添加、烟油泄漏、

劣质电池等严重质量安全隐患。
据调查，国内电子烟市场以网络销售

为主，电商平台、社交平台、直播平台以及
电子烟企业的对外销售网站等是电子烟
销售的主要渠道。此外，电子烟零售实体
店向未成年人销售电子烟、销售假冒伪劣
产品等违法违规行为也屡见不鲜。

通告明确要求，各类市场主体不得
向未成年人销售电子烟；敦促电子烟生
产、销售企业或个人及时关闭电子烟互
联网销售网站或客户端，电商平台及时
关闭电子烟店铺并将电子烟产品及时
下架，电子烟生产、销售企业或个人撤
回通过互联网发布的电子烟广告。

两部门通告：

不得通过互联网销售电子烟

新华社北京11月2日电 11月1日
晚，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
中美全面经济对话中方牵头人刘鹤应约
与美国贸易代表莱特希泽、财政部长姆努
钦通话。双方就妥善解决各自核心关切

进行了认真、建设性的讨论，并取得原则
共识。双方讨论了下一步磋商安排。

商务部部长钟山、中国人民银行行
长易纲、国家发改委副主任宁吉喆等参
加通话。

中美经贸高级别磋商双方牵头人通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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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新华社北京11月1日电 中华
全国新闻工作者协会主办的第二十九
届中国新闻奖评选结果11月 1日揭
晓。来自全国各级各类媒体的346件
作品获中国新闻奖，其中，特别奖5件，
一等奖60件（含10件新闻名专栏），二
等奖108件，三等奖173件。

人民日报任仲平文章《创造历史
的伟大变革——纪念改革开放40周
年（上）》、新华社新媒体创意互动作品

《父亲·我们·时代》等获奖作品，从不
同角度回顾和展示了改革开放40年
壮阔辉煌的变革历程。这些作品是媒
体融合纵深发展时期主流媒体在重大
主题报道方面的代表作，为新时代中
华儿女改革开放再出发再奋斗凝聚起
磅礴伟力。

中国记协将于近期举办第二十九
届中国新闻奖颁奖报告会，为特别奖、
一等奖获奖者颁奖。

第二十九届中国新闻奖评选结果揭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