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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经三次来渝的草莓音乐节，再携音乐人
唱响山城。10月19日，2019重庆长江草莓音
乐节在大渡口区建桥大道（万达广场南侧）举
办，包括许巍、陈粒、痛仰乐队在内的众多原创
音乐人、乐队在周末两天悉数登场，为广大歌
迷奉上精彩音乐盛典。

作为国内两大知名音乐节之一，第四次来
渝的草莓音乐节首次把举办场地放在了大渡
口区钓鱼嘴半岛。

今年，重庆市政府工作报告提出，将加快钓
鱼嘴半岛保护开发。市委市政府对两江四岸重

庆城市发展主轴进一步明确定位，其中把九龙半
岛定位为美术半岛、钓鱼嘴半岛定位为音乐半
岛，二者共同构成长江艺术湾区。

作为长江艺术湾区起点，大渡口区将根据
产业发展的定位，对钓鱼嘴音乐半岛进行重点
打造。这也是大渡口区按照重庆市级战略启
动的首个大型音乐活动，是一次打造长江艺术
湾区、钓鱼嘴音乐半岛的适机预热和积极探
索。后续几年，还会有更多同类大型音乐节落
户钓鱼嘴音乐半岛。

重庆晨报·上游新闻记者 王梓涵

本报讯 （重庆晨报·上游新闻记者
王淳）11月 1日，第二届长江上游城市花卉
艺术博览会（以下简称“城市花博会”）启

幕。昨日，记者从组委会获悉，为了输出美
好生活样本，第二届城市花博会特邀十大
知名地产企业，针对“庭院、阳台、屋顶花
园”进行设计、搭建，开启了一场对“梦想家
园”的唯美想象。展会期间，欢迎市民前往
感受生活与自然的艺术融合，将美好生活
灵感带回家。

本届城市花博会中，“梦想家园”展区通
过大面积的植物运用，与观展市民产生互动。

在卓越展园中设有专门的种植区，特别
选用迷迭香、薰衣草、薄荷等可进行烹饪、制

作手工皂、调制鸡尾酒的植物类型。同时，展
园还设置了互动区域，在观赏价值外赋予了
花园更多的生活意义。

其中，“绿野仙踪”是金融街展园的设计
主题，设计师利用生态绿墙和小桥构筑空中
的森林空间，通过在疏林草地里穿梭的小径，
沿路布置野趣花境，打造出绿野寻踪的空中
花园意境。

财信展园则通过精致的水景、艺术的雕
塑、多彩的花植，体现出自然与时尚品质相结
合的生活。

第二届城市花博会11月1日开幕 快来打望你心中的“梦想家园”

本届城市花博会面向全城发起“美的力
量”城市花博会文创产品征集活动，征集以“花
卉、艺术”为主题的文创产品。

文创产品征集活动对象为城市花博会各
参展区县、企业、商户，全市优质文创企业及各
大高等院校。

参赛类别包括鲜花文创、非遗文创、礼品
文创。感兴趣的小伙伴可在 2019 年 10 月 24
日前将4张文创产品的不同角度图片，5张以
上产品局部特写图片，以及产品文字说明上传
至组委会邮箱（253178878@qq.com）即可。

重庆晨报·上游新闻记者 王淳

厂房租售
距巴国城19公里工业园，水公
铁交通枢纽旁标准厂房11.7米
层高，10t行车，50年出让地，
2800元/平起，可蒸汽接入。
电话18623049966，023-47633266

综合房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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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告遗失

公告：重庆西部公共交通有限公司工会委员会粮
油食品采购项目面向社会公开比选采购。(请在
领取比选通知文件时带上有效的营业执照复印
件)。报名地址：重庆市沙坪坝区石碾盘港城花园
C栋9楼908室。报名截止时间：2019年10月25
日下午4点。联系人：张老师；电话：65312384

公告：重庆西部公共交通有限公司工会委员会职
工生日蛋糕劵采购项目面向社会公开比选采购。
(请在领取比选通知文件时带上有效的营业执照复
印件)。报名地址：重庆市沙坪坝区石碾盘港城花
园C栋9楼908室。报名截止时间：2019年10月
25日下午4点。联系人：张老师；电话：65312384

关于G65包茂高速大观服务区
（进出城双向）封闭施工的通告

经市交通局批准，10月20日起，G65包茂高
速大观服务区（进出城双向）拟封闭施工。
施工时间：2019年10月20日至2020年8月25日
施工区域：G65包茂高速大观服务区（进出城双向）

施工对服务区进行封闭改造，为确保施工顺
利完成，施工期间，服务区暂停对外开放，请过往驾
乘人员提前规划好线路，可选择提前在就近服务区
或者收费站下道停驻休整，检查油量是否充足，避
免疲劳驾驶。施工带来的不便敬请谅解。

特此通告
重庆市交通行政执法总队有限高速公路第三支队

重庆高速公路集团公司南方营运分公司
重庆通力高速公路养护工程有限公司

公告：重庆西部公共交通有限公司2019年腰
条、封签单、清点单、牛皮纸采购项目现面向
社会公开比选。报名地址：重庆市沙坪坝区
石碾盘港城花园C栋9楼。报名截止时间：
2019年10月24日下午4点。请领取比选通
知文件时带上有效的营业执照、经营许可证
复印件。联系人：张老师 电话：65312384，
详情请登录重庆西部公共交通有限公司官网

和记黄埔地产（重庆江北）有限公司
减资公告

和记黄埔地产(重庆江北)有限公司[统一社
会信用代码：91500103709403923B]根据公司
章程及股东会决议，拟将注册资本从人民币
9960万元减少至1000万元，债权人自接到通知
书之日起三十日内，未接到通知书的自公告之
日起四十五日内，向本公司申报，要求清偿或提供
相应担保，逾期本公司将依法减资，现予以公告。
联系人：肖红 /刘珊 女士 联系电话：023-63813800

和记黄埔地产(重庆江北)有限公司
2019年10月21日

重庆伟卓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减资公告

重庆伟卓投资管理有限公司[统一社会信
用代码：91500103561648384Y]根据公司章
程及股东会决议，拟将注册资本从人民币6亿
元减少至3.1亿元，债权人自接到通知书之日
起三十日内，未接到通知书的自公告之日起四
十五日内，向本公司申报，要求清偿或提供相
应担保，逾期本公司将依法减资，现予以公告。
联系人：肖红 /刘珊 女士 联系电话：023-63813800

重庆伟卓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2019年10月2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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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市渝中区人民政府关于长江二路龙湖E馆段道路建设
房屋征收项目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的公告

为规范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活动，维护公共利益，保障被征收房屋所有权人的合
法权益。根据《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国务院590号令)、《重庆市国有土地上房
屋征收与补偿办法（暂行）》（渝办发〔2011〕123号）以及《渝中区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
实施细则（试行）》（渝中府发〔2014〕32号）的规定，渝中区人民政府于2019年10月17日作
出了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决定（渝中府征发〔2019〕3号），现将房屋征收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项目名称：长江二路龙湖E馆段道路建设房屋征收项目。
二、征收范围：长江二路156、158、160、162、164号及附号。
三、征收部门：重庆市渝中区住房和城市建设委员会。
四、签约期限：共计60天，具体时间从2019年10月28日起至2019年12月26日止。
选择产权调换的，从2019年10月25日起开始办理交房、选房手续，具体事宜见《长江二

路龙湖E馆段道路建设房屋征收项目安置房选房流程及规则》。
五、补偿安置方式：货币补偿或房屋产权调换。
六、房屋征收补偿方案（见附件，在征收现场办公室公示）。
七、房屋被依法征收的，国有土地使用权同时收回。被征收人对本房屋征收决定不服

的，可在本决定公告之日起六十日内向重庆市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或者在本决定公告之
日起六个月内向重庆市第五中级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

八、其它事项：
1、现场办公地点：长江二路148号（原煤建新村社区办公室）
2、现场办公电话：63764916 3、现场办公时间：9：00-17：00
特此公告

重庆市渝中区人民政府 2019年10月21日

遗失重庆万吨冷储物流有限公司工会法
定代表人证:编号23004700038声明作废。

重庆盛飞电器有限公司遗失中国银行重庆西部新城
支行的开户许可证，核准号：J6530064838802声明作废

钓鱼嘴半岛规划建设音乐半岛

花博会全城征集文创产品

个性化的车
用个性化的市场推广活动

宝马通过长期的调研发现，宝马中国车主的
整体年龄更趋向于年轻化，这既是机遇也同样是
挑战。因此，“变”就成了宝马需要面对的一项重
任。10月，华晨宝马为中国车市带来了一款不同
于传统、极其个性的创新BMW X2，成为紧凑级
豪华SUV市场中一个特别的亮点。其兄弟车型
新BMW X1也同期上市。华晨宝马国产宝马扩
至七款，产品阵容强大空前。

“我们一直奉行客户至上、客户第一的原
则，只有这样才能实现可持续的发展。”高翔表
示，无论在什么时代里，客户都是宝马的核心，
所以客户需求的变化是宝马一直以来都高度关
注的。“创新BMW X2是一款小众、独特、讲求
个性化，而且很具情感诉求的车型，所以我们会
针对它的特性进行有针对性的市场推广活动，
以期达到我们的市场预期。”

为了与这款非同一般的车型相配，一场以
“颜出·必型”为主题的城市穿越赛在重庆这座
西部山城火辣上演。作为此次比赛的主角，创
新BMW X2以其前卫动感的犀利外表、澎湃灵
动的激情驾控、前瞻创新的互联科技驰骋于层
层叠叠的城市楼宇和曲折盘旋的隧道公路，挑
战堪比8D迷宫的复杂路况。

年轻就想改变世界
而我们打造X2也是一样

在如今的车市，年轻化这个词被反复提
及，但是如何做到年轻化，却始终是个问题。
而创新BMW X2就是一个成功实例，它以另
辟蹊径的设计风格、全面升级的动力系统，宣
扬年轻个体的时尚追求，传达潮流型格。对此
高翔表示，创新BMW X2的消费人群的确非
常年轻，创新BMW X2这款车的外观设计，智
能互联和灵动操控都是基于当下年轻人需求
量身打造的。“对X2的目标群体来说，他们需
要让自己鹤立鸡群的个性化产品。”风格迥异
的两种外观套装——M越野套装、M运动套
装，一体式M运动座椅、M运动型多功能方向
盘、双圆酷黑仪表盘、电子换挡杆，每处细节都
在昭示着X2浓烈的运动风格。

让年轻更带幸福感
新BMW X1全面升级

如果说 X2 代表特立独行的型式感，新
BMW X1则在外观设计采用宝马全新X家族
语言，动力、配置全面升级，互联功能更多样化，
充分满足年轻用户对品质生活的向往追求。演
绎了年轻的幸福感。

在设计方面，新BMW X1的一体式双肾
型进气格栅更宽大，棱角更分明，全新设计的
前大灯十分锐利，前脸下方两侧进气口呈三角
形布局，整体突出了新车的强健气势。直径达
90毫米的双边排气管，完美贴合整车的硬朗气
势。同时，新BMW X1增加馥郁红和埃斯托
蓝两种全新外观颜色，更好地满足年轻用户的
消费需求。

高翔表示，新X1和国产X2的上市，会让宝
马更有竞争力。新BMW X1，为朋友、为家人开
拓多元化生活，活出幸福感。创新BMW X2，传
达自我主张，体现独立审美，活出型式感。二者
同根兄弟，风格虽南辕北辙，但均完美贴合了中
国年轻客户对个性化、高品质、高科技、高价值的
不同需求。他们的同步上市将助力BMW X家
族在中国市场创造更辉煌的业绩。

华晨宝马营销高级副总裁高翔访谈
创新BMW X2实现国产，BMW X1迎来全面升级

宝马国产车型阵容空前强大

“永远不与群众隔离，向群众学习，帮助他
们；过集体生活，注意调研，遵守纪律……”

1943年3月18日，是周恩来的农历45岁
生日。在重庆红岩村，中共中央南方局的同志
们为他准备了茶点祝寿。但周恩来没有出席，
而是简单地吃了一碗面条，就回到办公室，亲
笔撰写了这篇200余字的《我的修养要则》。

“这篇《我的修养要则》，仿佛是一面镜
子。”10月20日，重庆市委党史研究室南方局
研究室副主任黎余在接受重庆日报记者采访
时说，透过《我的修养要则》，我们看到了周恩
来作为无产阶级革命家崇高的人格；透过它，
我们也看到了一位真正共产党人所应达到的
精神境界。

带头开展自我剖析与反省

1943年3月18日，这一天是农历2月13
日，初春的重庆乍暖还寒，细雨霏霏。被蒋介
石“留”在重庆，几次欲回延安而不得的中共中
央南方局书记周恩来，那几天都在红岩村八路
军重庆办事处参加南方局机关的整风学习。

“祖籍浙江绍兴，与鲁迅先生是本家。但
出生于江苏淮安，属于封建没落的官僚世家
……”上午学习文件，下午在南方局学习委员
会秘书龙潜主持的发言讨论中，周恩来按照这
次整风运动的要求，十分坦诚地进行自我解
剖。

从黄埔军校工作、东征北伐、上海工人武

装起义、南昌起义、反围剿、万里长征、西安事
变，直到抗战全面爆发，第二次国共合作的实
现，周恩来都作出了很大贡献，但是他对这些
业绩和功劳，在发言中只进行了十分简要平实
的介绍，而把大量的篇幅放在了寻找缺点、进
行深刻的自我剖析和反省上。

“人孰无‘瑕’？知道并承认，并且敢于在
下属面前承认，请大家监督，这就是周恩来的
风范！”黎余说，周恩来作为书记带了头，大家
纷纷开始结合自身实际，就整顿党风展开了热
烈的发言和讨论。

“红岩的生活也很艰苦，我不能搞
特殊啊”

“抗战建国大业尚未成功，作为一个共产
党领导人，惟有努力工作才对得起正在前线拼

杀的将士。现在我党正处于困难时期，红岩的
生活也很艰苦，在这种情况下，我不能搞特殊
啊！”周恩来的一番话，让为他准备生日惊喜的
南方局同志们面面相觑，不知如何是好，一时
愣在那里，进也不是退也不是。

3月18日，是周恩来农历45岁生日，可他
和邓颖超都没有丝毫声张，准备和往常一样，
度过这普通的一天。为了让周恩来的45岁生
日有一点“气氛”，南方局的同志们决定“热闹
一下”，同时也可以鼓舞机关的士气。

当周恩来发言时，厨房的同志就已经按照
组织部部长孔原、文化组组长徐冰和办事处处
长钱之光的安排，在一楼救亡室准备好瓜子、
水果和糕点，想给忙碌的周恩来一个意外的惊
喜。

周恩来在会议完毕后回到二楼办公室，同

志们委托邓颖超大姐上楼请“寿星”。可是一
等再等，就是不见周恩来下楼。

为了不让请他的同志为难，周恩来缓和了
一下语气：“你们的心意我领了，请把这些茶点
留给加夜班的同志吧！”周恩来坚决而婉转地
谢绝了同志们为他准备的生日茶话会，只让厨
房为他做了一碗普通挂面作为纪念。

“只要有恩来同志在，我们就毫无
畏惧”

“其实，南方局同志们准备的瓜子、水果和
糕点在当时是来之不易的。”黎余介绍，抗战时
期的重庆，人口剧增，物资匮乏，物价持续上
涨。南方局机关的工作人员实行供给制，生活
十分艰苦。

1938年初，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已经建立，
经中共中央同意，周恩来担任了国民党政府军
事委员会政治部副部长，授中将军衔，每月有
几百元薪金。但他仍然按照延安供给制的标
准，只留5元津贴，其余的收入全部交给党，保
持朴素的生活。

繁忙的工作之外，周恩来还按照中央开展
生产运动的精神，组织南方局和八路军重庆办
事处的同志们种菜、养猪，自己动手，改善生
活。一直在周恩来身边工作的红岩老同志童
小鹏曾深情地说，“大家有一个共同的感觉，只
要有恩来同志在，我们就毫无畏惧。”

3月 18日晚，吃过面条，周恩来拧亮台
灯，再次开始繁忙的工作，一干又是几个小
时。并针对当时的整风运动，写下了《我的修
养要则》，以他自己的方式，度过了45岁生日。

“周恩来把党性修养看成是每个党员终生
的必修课。”黎余说，“活到老，学到老，改造到
老”是周恩来的座右铭，也是他一生自觉进行
党性修养的真实写照。

据重庆日报

周恩来：修身养德铸丰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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