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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新闻

一、项目概况
本项目位于重庆市巫山县曲尺乡哨路村

三、四社，总建筑面积约10万平方米，建筑高
度约15米。一期建筑面积约5.54万平方米，
景观面积约4.00万平方米。建设单位为重庆
日报报业集团产业有限责任公司，建设资金
来自自筹资金，项目已具备比选条件，现对该
项目一期项目主体工程施工图设计单位、景
观设计单位向社会公开比选。

二、单位资质和业绩要求
1.主体施工图设计单位资质和业绩要求
（1）资质要求：具备建设行政主管部门颁

发的工程设计建筑行业（建筑工程）专业甲级
资质或工程设计综合甲级资质。

（2）近三年（2015年1月1日至今）内承接
过 3 个及以上类似工程设计业绩（类似工程

指：建筑面积在9万平方米及以上的房屋住宅
建筑工程）（附已签合同复印件并加盖投标人
公章）。

（3）重庆市市外施工图设计单位应具有入
渝登记备案证，本次招标不接受联合体投标。

2.景观设计单位资质和业绩要求
（1）资质要求：具备风景园林工程设计专

项乙级及以上资质或省级园林绿化行政主管
部门颁发的园林景观规划设计乙级及以上资
质或工程设计综合甲级资质。

（2）近三年（2015年1月1日至今）内承接
过1个及以上类似工程设计业绩（类似工程指：
景观面积在8万平方米及以上的类似景观工
程）。（附已签合同复印件并加盖投标人公章）。

（3）重庆市市外单位应具有入渝登记备
案证，本次招标不接受联合体投标。

三、报名事项及招标文件领取
1、报名时间：2018 年 11 月 14 日上午 9：

00-14：00 时，下午 14：00-16：00 时（北京时
间），持营业执照（副本）、资质证书、企业法人
授权委托书、被授权人身份证原件和复印件
（加盖单位鲜章）报名。符合条件免费领招标
文件。

四、发布广告的媒介：重庆晨报
五、联系方式
公告发布人：重庆日报报业集团产业有

限责任公司
地址：重庆市渝北区同茂大道416号11

楼。
联系人：周女士 联系电话：63936657

重庆日报报业集团产业有限责任公司
2018年11月13日

本报讯 （记者 顾小娟）11 月 10日
晚，解放碑国泰广场流光溢彩，“爱在满山红
叶时”2018红叶婚纱时尚发布会，在这里华
美上演。

浪漫红叶传情，美丽的“红叶婚纱”吸
引了不少市民驻足围观：“好想去看红叶美
景”、“好想在婚礼上穿上一件特别的红叶
婚纱”。

一曲带着回忆的经典歌曲《满山红叶似
彩霞》响起，活动正式拉开帷幕。两个可爱的
小花童手持花灯，开启了“爱在满山红叶时”
2018红叶婚纱时尚发布会婚纱展示的梦幻
通道。

模特们款款而来，身着特别设计的“红叶
婚纱”，穿过时光之门，带来婚纱与红叶的碰
撞，带给大家不一样的视觉感受。

“爱在满山红叶时”2018红叶婚纱时尚
发布会，是第十二届中国·重庆长江三峡（巫
山）国际红叶节——第三届“红叶传情山盟海
誓”爱情主题活动的内容之一，本次“红叶婚
纱时尚发布会”的主题婚纱，是专为本次活动
特别设计。

当长江三峡独具特色的红叶美景，与唯
美的婚纱完美融合，浪漫、热情、美丽的红叶
结合时尚元素展示出来，带来与众不同的视
觉享受，也让人看到了不一样的红叶美景。

“好喜欢这套婚纱啊！红叶点缀洁白婚
纱，既有婚纱的高雅也有红叶的热情，多了一
抹红，耀眼又浪漫，婚礼上能穿这样的婚纱，
一定独特又美丽。”朱小姐在现场看到“红叶
婚纱”后，特别喜欢，自己的婚礼也想穿这样

“特别”的婚纱。
王先生则被巫山热情的山歌所吸引。他

十多年前去过巫山，“今年一定要带着家人去
看巫山红叶，还要学两句原汁原味的巫山山
歌。”

九龙镇清零刺桐提升绿化品质
为了切实提升城市品质，今年，九龙坡区

九龙镇制定了清零露天市场、占道亭棚和刺
桐“三个清零”的目标任务。上周末，该镇完
成了第二个清零任务——清零刺桐。

该镇龙泉、马王、巴国城、盘龙、水碾等老
旧社区存在大量刺桐树，由于刺桐树易脆易
断，一到刮风下雨季节，常发生车子被断树砸
坏、雨棚被打烂、电线被树枝拉断等安全隐
患，居民时有投诉。对此，九龙镇进行了专题
研究，制定了聘请专业公司清理刺桐树、栽种
小叶榕的解决方案。

开年以来，九龙镇启动了三批次的刺桐
清理和换树，于上周末完成最后一批清理换
栽工作，全面完成辖区“刺桐清零”和更换树
种目标，大大提升了辖区绿化品质，减少了安
全隐患，居民反映良好。

九龙镇城管办 肖飞

3天筹集3098万元善款
为“99公益日”点赞

本报讯 （记者 唐国利）仅仅用了3天
的时间，就发动爱心网友62万人次参与捐
赠，并取得了捐赠总额3098万元的好“成
绩”。今年的“99公益日”活动，在重庆市慈
善总会的动员下，社会组织、爱心企事业单位
40多家，及爱心网友共同创造了属于重庆的
爱心奇迹。

昨日，重庆市慈善总会举行2018年“99
公益日”活动总结表彰会，为19个先进集体、
34名先进个人隆重点赞。

市慈善总会副会长况由志在会上通报：
2018年“99公益日”期间，市慈善总会共动
员社会组织、爱心企事业单位40多家，在腾
讯公益平台推送项目55个，9月7-9日3天
时间，参与捐赠的爱心网友62万多人次，捐
赠总额共计3098万元，重庆市慈善总会筹款
额居全国第12位，筹款额和人气在全国省级
城市名列首位。

市民政局局长唐步新介绍，目前我市登
记注册慈善组织86家，三年来累计募集款物
21.89亿元，惠及群众约200万人。2016年
换届以来，市慈善总会募集款物近15亿元，
其中80%以上用在了脱贫攻坚的刀刃上。

“大病医疗救助基金”获得民政部第十届“中
华慈善项目奖”。在11月5日发布的中国城
市公益慈善指数榜上，重庆慈善指数综合排
名居全国200多个参评城市第14名，位于中
西部参评城市第2位。

刘光磊会长强调，要创新募捐方式、让爱
心人士足不出户就能实现捐赠愿望。他要
求，市和各区县慈善会要一分不少地把社会
爱心用在困难群众身上，按时公布项目进展
和进行财务披露。

2018红叶婚纱时尚发布会在
解放碑国泰广场举行

红叶婚纱巫山山歌引围观

双 11 当天，重庆地区成交额达到
46.33亿元，位列城市排行中第7位，比去年
多出了12.24亿元。在京东的统计中，重庆
的购买力表现同样不俗。这么强劲的购买
力，重庆人的购物车里到底有些啥？哪个
区的购买力最强？

重庆比去年多花12.24亿

天猫数据显示，在双11刚开始的1小
时里，重庆购买力在城市排行中夺得第8
位。而去年拿到这个名次，重庆花了8个小
时。

在这波抢购潮中，重庆的购买力进步
很快，拿到了排名第四的进步奖。11日14
时6分52秒，重庆地区成交总额达到34.09
亿元，超过去年双11全天的总额。

双11当天，重庆地区总成交额达到
46.33亿元，比去年多出12.24亿元，成功摘
得天猫双11城市排行第7的席位。

渝北市民逛天猫1天花8亿

重庆晨报记者获取的阿里数据显示，
我市交易额冠军是渝北区，达到8.044亿
元。紧随其后的是沙坪坝、九龙坡、南岸和
江北，分别为4.4亿元、4.3亿元、4.2亿元、

3.95亿元的成交额，排名二至五位。
京东数据显示，同一天购物最多的分

别是渝北区、沙坪坝区、九龙坡区、南岸区、
江津区。而潼南交易额同比增长最快，成
为名副其实的黑马。

哪个区“剁手”能力最强？来自天猫和
京东的数据均显示，渝北区、沙坪坝区、九
龙坡、南岸区的市民消费力最强。

重庆人最爱买手机和服饰

重庆购物花了46亿多元，这些钱花在
哪些地方了？在天猫平台上，重庆购买最
多的商品Top5分别是手机、毛呢外套、羽
绒服、靴子和棉衣。而京东平台数据显
示，重庆人除了爱购买苹果、小米等电子
产品外，对沐浴露、加厚保暖外套也十分
青睐。

值得注意的是，根据京东数据，重庆
女性网民在双11的购买力非常强，重庆
女性占比比全站女性购买比例平均值高
2%。

90后购买力首次超过80后

除了消费总额攀升，重庆消费者的消
费趋势也在发生变化。天猫双11数据显

示，90后已超过80后，成为消费主力，其次
为70后、00后和60后。他们最喜欢买的
商品是羽绒服、手机、毛呢外套。

苏宁易购数据显示，90后消费者占比
42%，80后消费者占比38%，90后第一次
超越了80后，成为消费主力军，凸显出消
费主力在开始转换。

当天包裹签收量重庆排第9

双11期间，苏宁易购不但自营免运
费，配送效率也更高。苏宁小店线上订单
即时配送服务，平均送达时间只有18分
钟。

苏宁物流全国有超过20万仓储、分
拨、配送人员投入到紧张战斗中，火箭哥的
足迹遍布全国大江南北，总里程超过100
万公里，绕地球25圈。

菜鸟的表现更不俗。今年双11，从开
场8分钟第1个天猫超市包裹的送达，到开
场8小时全国263个城市的签收，“分钟级
配送”渐成双 11 常态。菜鸟数据显示，
2018年天猫双11物流订单超10亿。

菜鸟的数据显示，双11开场不到15个
小时，就有重庆市民收到了快递。当天，在
已经签收的城市中，重庆排在第9位。

今年双11，重庆总成交额达46.33亿元，渝北、沙坪坝、九龙坡、南岸消费力最强

重庆人买得最多的是手机和冬衣

疯狂的双11落下帷幕。天猫数据统
计，当天重庆天猫商家卖出超过7亿元。在
这一波疯狂的抢购潮中，重庆的三峡白蜜、
长寿沙田柚等特产开始走俏。

多款重庆特产悄然走俏

购物节期间，重庆上行农特产通过京
东销往全国，最受欢迎特产有三峡白蜜、
六鳌小蜜薯、长寿沙田柚、卤烤鸭、奉节
脐橙。

重庆晨报记者查询发现，奉节脐橙、沙
田柚、三峡白蜜都是重庆本地的特产。京
东云阳馆总经理黄立君介绍，三峡白蜜是
云阳的一大特产，销路从开始就比较好，而
且回头复购率较高。在双11刚开始几分
钟里，虽然没搞优惠活动，三峡白蜜还是被
买走了三四十多单。

重庆天猫商家卖了7亿元

这几天，重庆电商仓配托管中心忙得
不可开交。数据显示：在双11的前6个小
时里，重庆卖出去的商品就达到20多万
单，比去年双11三天的订单量还多。今年
双11全天，重庆卖到全国各地的总单量超
过471270单。

该中心综合部副总监龙雪梅介绍，重
庆这次卖得最好的是食品，排在前面的有
牛奶、重庆小面、酸辣粉等，其次是服装。

根据天猫双11的数据统计，重庆商家
今年在天猫上销售量大涨，销售总额达到
7.05亿元，同比增长了31%。

与京东不同，天猫上卖出最多的前5类
产品，分别是眼部护理、毛呢外套、门、湿
巾、靴子。

为应对爆发的订单量，仓配托管中心
虽提前从技术和人力上做足了准备，但仍
然忙得不可开交，临时又抽调200多人加
入。

天猫物流订单突破10亿大关

11月 11日23点18分09秒，2018天
猫双11当日物流订单量突破10亿大关，十
年来强劲增长3800多倍。这一跨越，宣告
中国快递进入“一天10亿”新时代。

据悉，10亿物流订单大致相当于美国
20天的包裹量、英国4个月的包裹量。但
在中国，创造这个数字只需要天猫双11这
一天。10亿物流订单也相当于中国2006
年全年的快递业务量，这些包裹连接起来，
长度足以绕地球赤道7圈多。

本报记者 郭发祥

重庆卖得最火的是牛奶、小面、酸辣粉……

三峡·云嶺江山一期项目主体工程施工图设计单位、景观设计单位比选公告

重庆电商
仓配托管中心
内堆满即将发
出的双 11 订
单包裹。

通 讯 员
龙雪梅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