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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内荣片区
串联主轴各地具有代表性的非遗项

目，如夏布、土陶、木偶等，共建中国西部
“非遗体验基地”和研学旅行重要目的地

四川省内江市隆昌市南关古镇，景区
工作人员身着古装，开展游街、叫卖等实景
表演。 记者 龙帆 摄/视觉重庆

安大潼片区
联合打造“中国

石刻艺术旅游区”，
联合安岳石刻、安居
摩崖造像、潼南大佛
寺共同申报世界文
化遗产项目，打造一
批历史寻迹、民风民
俗体验、佛学禅修类
旅游项目

世界文化遗产大足石刻景区。
特约摄影 罗国家/视觉重庆

铜永璧片区
利用湿地公园、动物园、游乐场等联

合打造“度假观光旅游区”

铜梁淮远河水清岸绿,成为市民健身
休闲游玩的好地方。

特约摄影 钟志兵/视觉重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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川渝学者联合调研后提出建议——

在成渝发展主轴打造国际文旅示范带

□本报记者 陈国栋 实习生 吴美霖

“以后的火锅，不管是牛油特辣，还是清油微
辣，我都陪你整。”

“以后的路，不管是爬坡上坎，还是轻轨穿
楼，我都陪你走。”

前不久，重庆洪崖洞牵手成都宽窄巷子，“宽
洪大量”C位出道。两个城市IP的“真情告白”，
引起川渝两地网友热议。目前，两大景区正计划
互相引入对方元素，开展“双城攻略”主题展销等
活动。

与此同时，川渝的青羊区和渝中区、都江堰
市和南川区、遂宁市和潼南区、资阳市和大足区
等相继签署文旅合作协议。

在刚刚结束的2020线上中国国际智能产业
博览会上，重庆市文旅委发布的《川渝两地旅游
口碑大数据分析报告》显示，重庆和四川已成为
对方最大的游客客源地。

“建议在成渝发展主轴打造国际文旅示范
带。”重庆社会主义学院、成都市社会主义学院两
位青年学者范皓琪、王胡林，历时两个多月联合
调研后提出建议。

目前，该建议已引起川渝两地相关部门重
视。

本底优越 短板也突出

“这条发展主轴，得山水之益，自然资源与人
文资源丰富，本底非常优越。”范皓琪、王胡林两
位学者认为。

今年4月，川渝两地签署协议共同建设巴蜀
文化旅游走廊，提出围绕“成渝发展主轴”，以成
都、重庆为核心，打造旅游发展核，建设文化旅游
经济带，培育巴蜀文化旅游精品项目。

随后，重庆社会主义学院、成都市社会主义
学院组建联合课题组展开调研。

按照成渝城市群发展规划，成渝发展主轴，
指的是成渝城市群空间格局中，连接成都与重庆
主城都市区中心城区双核的主要轴线，贯通了四
川资阳、内江、遂宁三座城市，经过重庆的永川、
大足、荣昌、潼南、铜梁、璧山六个区。

重庆社会主义学院的范皓琪，老家在四川，
在重庆上的大学，毕业后一直在重庆工作。成都
市社会主义学院的王胡林，在重庆读的大学，毕
业后在四川工作。两人对重庆与四川的文化旅
游情况都比较熟悉。

调研结束后，两位学者分析认为，成渝发展
主轴是《长江国际黄金旅游带发展规划纲要》提
出的现代都市、山水民俗等旅游线路（品牌）的重
要载体，重庆、成都作为长江上游重要旅游集散
中心，理应发挥旅游资源要素的集聚和辐射作
用，联动成渝主轴其他市、区共同融入长江国际
黄金旅游带发展战略，助力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
建设。这个区域，文旅资源丰富，拥有3A级及
以上景区近294个。

近年来，成都、重庆两座城市的旅游总收入
年增长率均超过 20%，比全国的增长率高出
10%以上，成渝发展主轴的遂宁、内江等城市旅
游收入增长率也超过全国平均水平，旅游发展前
景良好。

“主轴内基础设施较为完备，旅游业态逐渐
丰富，旅游服务多样化发展，市场需求持续增长，
区域合作不断密切，具备串联成带、协同发展的
条件。”两位学者表示。

他们同时也发现，这个区域仍存在文化旅游
重点不突出，区域竞争力不强的等短板。比如，

对文物、古迹、名胜、景区的历史文化资源缺乏深
度研究，对地域人文特质、历史底蕴等挖掘不够
充分，仍停留在景区本身的内容展示上面等。

不仅如此，沿线发展水平不一，合作形式既
少且简单，区域合作层次不高。比如，旅游合作
基本以成都、重庆为中心的周边旅游为主，没有
深入到旅游产业各环节，未能共同开发出满足市
场需求的现代旅游产品等。

“两核三片四线”一体化发展

经过两个多月的调研，改稿50余遍，范皓
琪、王胡林合作形成了《关于在成渝地区双城经
济圈发展主轴打造国际文旅示范带的建议》《关
于协同重庆打造成渝国际文旅示范带的建议》，
分别递交重庆与成都的相关部门。在成渝发展
主轴上，前者提出了“两核、三片、四线”建议，后
者提出了“两核、三线、多点”建议。

两位学者表示，“两核”指的是成都市区和重
庆主城都市区的中心城区。他们建议，在重庆注
入巴文化、红色文化内涵；在成都的熊猫产业、时
尚产业中注入古蜀文化力量，增强两地旅游业的
文化支撑力，强化中心城市带动效应，凸显两地
观感、体感、味感的转换。

递交重庆的调研报告提出的“三片”，指的是
资内荣（资阳、内江、荣昌）片区，安大潼（安岳、安
居、大足、潼南）片区，铜永璧（铜梁、永川、璧山）
片区。

报告提出，在资内荣片区，串联主轴各地具
有代表性的非遗项目，如夏布、土陶、木偶等，共
建中国西部“非遗体验基地”和研学旅行重要目
的地；在安大潼片区，联合打造“中国石刻艺术旅
游区”，联合安岳石刻、安居摩崖造像、潼南大佛

寺共同申报世界文化遗产项目，打造一批历史寻
迹、民风民俗体验、佛学禅修类旅游项目；在铜永
璧片区，利用湿地公园、动物园、游乐场等联合打
造“度假观光旅游区”。

两位学者表示，成渝两地间的高速公路和高
铁，走向差不多相同。“四线”主要依据的就是成
渝间这些重要的陆上交通走廊。

他们建议，依托渝蓉高速和成渝中线高铁
（计划年内开工），集三国文化、石刻文化、驿道文
化、抗战文化、民俗文化等于一体打造“人文景观
线”；

依托成渝高速和成渝高铁，充分发挥线路旅
游站点多、历史底蕴深等优势，集水利文化、山地
文化、森林文化于一体打造“自然风光线”；

依托成遂渝高速和成遂渝铁路，充分发挥线
路覆盖长、生态品质高等优势，融熊猫文化、园艺
文化、温泉文化于一体打造“绿色生态线”；

依托成资渝高速，立足连接天府新区、两江
新区两个国家级新区和天府机场、江北机场两个
国际机场的区位优势，围绕商务文化、航空文化
等打造“现代观光线”。

重庆日报记者比较川渝两位学者的调研报
告后发现，他们的关注点和方向大致相同，但同
时又立足于成渝两地的实际情况，有所侧重并提
出相应对策。

比如，在递交成都的建议中，两位学者将“四
线”缩减为“三线”，将“三片”转换为“多点”，旨在
打造多个具有区域引领性、辐射性、带动性的文
旅高质量发展点位，关注的是单个点位的集中优
势发挥。比如提到发挥历史底蕴深厚优势，整合
武侯祠、宽窄巷子、洪崖洞、大足石刻等人文资
源，联合打造西南“历史人文旅游区”等。而递交

重庆的报告里提到的“三片”，则关注的是特色点
位的融合发展。

设施共建政策互惠，协同共享文旅福利

为解决目前两地文旅存在的突出短板，推动
国际文旅示范带建设的建议变成现实，两位学者
提出加强设施共建，提升整体服务水准；提倡政
策互惠，协同共享文旅福利等建议。

如在设施共建方面，他们建议以文旅基础设
施同步启动建设、同时投入营运为目标，优化提
升旅游接待设施、旅游购物设施、娱乐设施、医疗
救护设施及其他旅游配套设施建设，共同构建成
渝文旅一体化市场，实现服务供应价格趋同、产
品质量趋同以及效率趋同，提升服务品质。加快
建设智慧文旅项目，建设文旅服务云平台，推进

“旅游一卡通”建设，推动文旅数据共享共用，逐
步实现线上线下一体化。

在政策互惠方面，他们还建议深化区域文
旅联盟合作，出台成渝国际文旅示范带旅游观
光专项优惠政策，设计推出不同文化主题的系
列主题套票。在区域内推行“一票多优惠”政
策，激活区域内旅游流动性，实现成渝两地外来
客源互送，联合推出一批城市“一日游”、沿线

“二日游”、特色“三日游”，以及深度“七日游”等
线路产品，形成“成渝一家亲，周末大串门”的旅
游格局。

此外，两位学者还围绕对两地文旅的联合营
销、投融资和监管机制等也提出意见和建议。他
们认为，成渝国际文旅示范带应该成为巴蜀文化
旅游走廊建设的先手棋，它的建设将为巴蜀文化
旅游走廊建设探索一条文旅共融、合作共赢的可
行路径。

他们表示，推动建议落实，当务之急是要做
好顶层设计，将国际文旅示范带建设纳入正在
制定的巴蜀文化旅游走廊规划和成渝地区双城
经济圈发展规划中；其次是做好跨区域对接。
国际文旅示范带涉及两方多地，利益牵涉多，要
探索一套各方都能接受的利益分享机制；再次
是要做好要素统筹。文旅涉及面广，与交通、通
信、环保、公共服务等各方面紧密相关，要做好
示范带自身建设与其他各方面建设的有效衔接
等。

建议引起各方高度关注

川渝两位学者的联合调研工作，得到成渝发
展主轴内各市、区的大力支持。

学者在深入调研基础上提出的建议，也引起
各方关注。递交成都的报告，在四川省、成都市
引起有关领导和部门重视，各方拟开展进一步深
化合作；递交重庆的报告，引起重庆市领导重视
并转重庆市文旅委研究。

日前，就两位学者提出的相关建议，重庆日
报记者采访了相关职能部门。

重庆市文旅委有关负责人表示，建议对“片”
与“线”的归纳，对文旅委的工作有启发意义；“政
策互惠”等也是很好的点子，对推动下一步工作
有帮助。

同时，该负责人也表示，建设国际文旅示范
带，是个系统工程，涉及到方方面面，需要进一步
对接国家规划，需要各方面通力合作，建议才能
很好地落地落实、开花结果。

成都市文化广电旅游局有关负责人表示，联
合课题组下了功夫，分析深入，建议切实可行，将
在今后工作中予以吸收落实。

重庆重庆

长寿供电公司助力重庆同城双活数据中心投产

9月28日，重庆云兴网晟科技有
限公司110千伏变电站接入间隔新建
工程投运运行，标志着重庆同城双活
数据中心具备产能进入了一个新的
里程碑。

市重点工程重庆同城双活数据
中心位于长寿区经开区，是长寿区经
开区引进的科创产业转型重点项
目。总投资20亿元，占地约200亩，
是目前西南地区单体量最大的 IDC
(互联网数据中心)机房，总产能为
4548架机柜，也是西南地区唯一采用
大平层方式建设的IDC机房，更是重
庆首个同城双活数据中心。

据悉，重庆IDC机房主要集中在
北碚区水土园区内，目前园区内已经
有电信、联通、移动、腾讯、浪潮、两
江、腾龙、广电、网宿共计9家IDC机
房，已经投产并在用机柜达到10000
架。重庆地区除水土园区以外，没有
大规模数据中心，以BATJ为代表的
大型互联网公司都有在重庆部署同
城双活甚至多活机房需求，但是现有

机房无法提供。
长寿区打造同城双活数据中心，

可实现水土云计算中心与各存储分
中心建设规模与布局规范，相互间双
活备份、热备份与冷备份，形成布局
合理、功能兼容、上下联动、平滑扩展
的数据存储基础设施体系。在一个
数据中心发生故障或灾难时，其他数
据中心可以正常运行并对关键业务
或全部业务进行接管，实现用户“故
障无感知”。与重庆两江国际云计算
产业园形成双活数据中心架构，将完
善重庆的AI基础设施环境，为重庆的
AI发展提供有力的基础环境保障，从
而带动相关AI产业的发展。

针对该项目实施的云晟科技
110千伏变电站接入间隔新建工程
于 2020 年 1 月取得市电力公司批
复，该工程建设采取“绿色通道”模
式，在220千伏八颗站和110千伏江
家站分别扩建一回110千伏GIS间
隔，配架空出线，出线部分客户自行
建设。

由于2020年受新冠肺炎疫情影
响，设备到货延迟及施工人员组织困
难，导致该项目送电交付计划滞后。

为了让项目尽快投运，国网长寿
供电公司提前5个月介入，组建工程
建设项目组，并成立云晟科技110千
伏变电站接入间隔新建工程党员突
击队，按部门、党小组专业划分，组建
5支分队，并明确了23个党员责任
区。支委、部门负责人和党小组长带
头履责，包片责任人履行片区管理监
督职责，号召党员在“急、难、险、重”
任务上攻坚克难，与重庆同城双活数
据中心施工作业现场同步建设，加强
督查督办,确保问题整改不过夜，顺
利推进工程项目。

该项目工程建成后能够彻底解
决重庆同城双活数据中心用电负荷
问题，可持续提升供电服务水平。同
城双活数据中心完全达产后预计可
实现年产值13亿元、综合税收1亿
元。

刘科研

重庆农村土地交易所地票公开交易公告
渝农地所告字〔2020〕17号

现对以下拟供应地票予以公告，公告时间为2020年9月30日12时——2020年10月13日12时。9月30日12时开始在重庆农村土地
交易所领取竞买须知等资料。公告期满，申请购买总面积大于可交易总面积，且有两个及两个以上购买人申请购买的，以拍卖方式交易；申
请购买总面积小于或者等于可交易面积，或者仅有一个购买人申请购买的，以挂牌方式交易，未成交的，继续公告。

详情请登录重庆农村土地交易所门户网站（https://www.ccle.cn/），在地票专栏中查询。
地址：重庆市江北区永平门街14号·金融城2号T3塔楼8楼，联系电话：63836045、63832367（FAX），联系人：王先生

重庆农村土地交易所 2020年9月30日

备注：保证金账户名：重庆农村土地交易所，开户银行：重庆银行人和街支行，账号：550101040006819。

公告批次

20017（总第128批次）

拟供应地票面积

平方米

729349

亩

1094.0235

交易起始价格

元/平方米

301

万元/亩

20.0667

保证金标准

元/平方米

45

万元/亩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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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重庆湖榕锦苑社区支行 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重庆金果园社区支行
机构编码：B0009S350040018 许可证流水号：3755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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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市江北区金果园路25号附2号
成立日期：2014-09-01 发证日期：2014-09-09
发证机关：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两江监管分局

机构编码：B0009S250000055 许可证流水号：6562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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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市大渡口区春晖路街道湖榕路75号附20号
成立日期：2016-03-18 发证日期：2016-03-28
发证机关：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重庆监管局

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重庆盘龙社区支行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重庆双巷子支行
机构编码：B0001S250000140 许可证流水号：3749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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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市沙坪坝区小龙坎新街75-7
成立日期：1987-10-01 发证日期：2013-12-20
发证机关：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重庆监管局

机构编码：B0009S250000048 许可证流水号：6581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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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市九龙坡区火炬大道9号附108号
成立日期：2016-03-18 发证日期：2019-01-22
发证机关：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重庆监管局

火车时刻查询 61681114 民航班机查询 67152337 港口客运查询 63100659 航班火车船期查询 chongqing.online.cq.cn 邮政查询 11185 全国邮政编码、电话区号查询 www.cqpost.con.cn/yb 重庆农业信息网 www.cqagri.gov.c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