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重庆—沙子镇
南岸G50S沿江高速到涪陵、丰都、石柱，

再转G50沪渝高速，沿利川方向到沙子镇下

道，全程高速190公里左右。然后沿新苏路

（栗新）行驶9公里可到达七曜山风电观光带。

动车重庆北站—石柱县站—

207公交车—县汽车站—沙子镇

（石柱往沙子镇客车上午每小时

1班，下午每2小时1班。

黄水镇—沙子镇
黄水镇—冷水镇—沙子镇（注：到七曜山风电观光带需

走404省道约10分钟车程到达沙子游客接待中心，到沙子镇

需上沪渝高速G50向东行19公里沙子站下道）

到沙子镇怎么走？

自驾

动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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绵延千里的石柱土家族自治县七
曜山，因山系中有七座高耸的山峰，似
日、月、金、木、水、火、土七星而得名，
其山体呈现独特的褶皱状，被称为“研
究侏罗山式构造的地质教科书”。该
县正在打造的七曜山地质公园，入口
便在沙子镇。

8月 9日，当记者来到沙子镇一
探究竟，发现隐藏在村里保存完好的
土家院落、齐聚山间湿地里的珍稀鸟
类，25℃的山间吹着呼啦啦的凉风，山
峦上一排排巨大的风电叶片正迎风旋
转……这里是一片尚未开发的处女
地，至今仍保存着“绝世而独立”的原
始风光。

藏在深闺的避暑处女地

8月 9日上午，记者从石柱县城
出发，沿着404省道一路往湖北利川
方向行进至沙子镇境内后，沿途可见
重峦叠嶂的七曜山上，矗立着一台台
巨大的风力发电机，随山势一直绵延
到天际。沙子镇副镇长冉阳介绍，这
组风电群由 25 台风力发电机组组
成，每年都会吸引不少自驾游客前来
观光。

和黄水镇、千野草场等知名景点
不同，沙子镇有独特的自然景观。冉
阳说，当地以喀斯特地貌为主，有着大
大小小溶洞上千个，最有名的香樟洞
宽阔之处可容纳上千人，走遍整个洞
穴需要4个小时。此外，在七曜山的
山谷之间，还保存着一处天然岩溶盆
地——卢家坝子湿地，在这里，掠过水
面的白鹭和碧绿的水生植物相映成
趣，构成一幅旖旎的风光画卷。

由于这处美景较为隐秘，当地原
生态自然环境和人文风光得到很好的
保存。冉阳介绍，在沙子镇鱼泉村、龙
源村等地，还保存着多处完好的土家
传统院落，院子之间相互连通，这些院
落群至今仍有人家居住，居民们早耕
晚息、和睦相处。

31户农家乐，各有特色和耍事

当日，位于沙子镇盘龙村的石
柱齐运动养休闲文化园内，数十名
游客有的在园内闲坐喝茶，有的在
进行乒乓球赛，有的顺着登山步道
爬山……

文化园负责人秦大春兼任黄水人
家沙子分社理事长，他告诉记者，这个
文化园以运动康养为主题，包括足球、
篮球、羽毛球、露营、散打等近30种常
态化运动养生项目，也正是靠着“运动
康养”的主题，这家能提供100个床位
的农家乐吸引了常住游客40多名，到

了周末更是游客爆满。
而在离此不远的天山建材能源

公司，过去的职工宿舍已被改造成标

准客房。负责人朱良权称，这是一家
由煤矿转型发展旅游的公司，过去的
煤矿矿井将被改造成生态地质旅游

示范区，利用过去的采煤通道打造
“地心之旅”。

……
据了解，沙子镇海拔在820米-

1790米之间，夏季凉爽，由于乡村旅
游业起步较迟，2017年以前全镇仅3
家农家乐。今年，该镇乡村旅游业开
始踏上规模化发展路径，目前全镇已
有31家农家乐，针对其所处位置也打
造了各自的主题，以避免同质化竞
争。目前全镇农家乐各有特色，价格
也很便宜，包吃住一天在60—100元
之间。

未来将成为大黄水景区新大门

尽管沙子镇乡村旅游才刚刚起
步，但凭借其优美的自然风光和凉爽
的气候，今年已迎来不少游客入住。
随着石柱着手打造七曜山国家地质公
园，沙子镇也将成为未来大黄水景区
的新大门，从而迎来发展旅游的黄金
时期。

冉阳告诉记者，沙子镇交通便捷，
渝利高速铁路、沪蓉高速公路贯穿全
境，351国道和404省道让沙子镇有了
发展乡村旅游的基础。着力打造好卢
家坝子湿地和几大土家院落，将是该
镇发展乡村旅游的切入口。

冉阳称，沙子镇将在保护原始风
貌和特色的基础上，避免同质化竞争，
发展具有当地特色的乡村旅游。

25℃清凉 壮美风电 传统土家大院

来石柱沙子镇
探寻隐秘原生态风光

本报记者 龙丹梅

本报讯 （记者 周松）8月11
日，记者从市公安局消防总队获悉，沙
坪坝区落实专项经费2000余万元，
用于磁器口古镇电气火灾隐患整治。

据消防总队负责人介绍，沙坪
坝区磁器口古镇作为我市著名旅游
胜地，年均游客量1000万人次以
上，内有15处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500余间店铺以及毗邻成片的数千
户木质结构民居，古镇内通道狭窄，
加之电气线路陈旧老化、敷设凌乱，
消防安全风险极大。

沙坪坝区消防支队会同工商、
公安、税务等部门20余人成立5个
综合执法组，对照《重庆市电气火灾
综合治理工作方案》要求，逐街、逐
巷对古镇500余家商户开展了检查
排查。凡电气线路敷设不合规的，
一律限期改正；凡逾期未整改完毕
的，一律断电停用；凡拒不整改的，
一律依法实施关停整顿。截至目

前，累计督促整改隐患200余处，依
法查封商铺13家。

针对古镇内经营户消防安全意
识普遍薄弱现状，沙坪坝区政府设
立电气线路安全检测机制，明确将
古镇经营户电气线路安全检测作为
生产经营必要条件，凡在古镇内从
事生产经营活动的，必须经由第三
方机构开展电气线路公开检测，检
测达标的，方可继续从事商铺租赁；
检测不合格的，一律依法督促整改，
并启动退出机制。截至目前，累计
检测生产经营商家100户，依法清
退商家8户。

针对古镇内建筑多为木质结
构，且毗邻成片的实际，消防部门将
在古镇内推广安装电气火灾监控系
统，将所有商铺电气线路全部纳入
监控范围，实现对线路电流、温度的
实时监控，确保第一时间发现、控制
电气火灾事故。

磁器口古镇整治电气火灾隐患

本报讯 （首席记者 张珺 实习
生 周香伶）记者8月11日从市公安局交
巡警总队获悉，机动车乱停整治首日，全
市主城区共查处违法停车4312辆，其中
主要干道、商圈施划“黄实线”的13条重点
路段区域共查处违法停车1274辆，严重
防碍交通通行秩序被拖移56辆。

8月11日上午，记者来到沙坪坝区小新
街重庆大酒店路段看到，先后有6辆车在该
路段违法停车，严重影响车辆通行。沙坪坝

区交巡警告诉记者，此处违法停靠的车辆多
为附近送外卖、购物和办事人员的车辆。

随后记者来到天马路，该路段的路沿
已施划了特别明显的“黄实线”，但一些驾
驶员似乎视而不见，直接将车开到路边停
放。记者现场粗略数了数，竟有10多辆车
违停在该路段。见交巡警拖车，不少车主
迅速现身，准备将车开走。不过，仍不时
有车辆在此违停。

“很多驾驶员习惯停在路边，为图方便，
不够自觉。”沙坪坝现场执法交巡警分析，这
是停车乱象的主因。此外，部分驾驶员不熟
悉附近路段，“跟风”将车停在此处。

“正去银行取钱，周围停车场比较远，
看见路边有人停车，就跟着停了。”车主黄
先生见交巡警在查违停，急急忙忙地从银
行大厅出来把车开走。对交巡警的执法，
他表示理解，“乱停确实不对”。

在天马路，一辆牌照为渝B**889的
小轿车被依法实施拖移。记者在现场看
到，40分钟内，有3辆违法乱停车辆被交
巡警依法拖移。

集中整治机动车乱停放首日

全市共查处违法停车4312辆

本报讯 （记者 颜安）8月11
日，记者从南岸区获悉，在刚刚结束
的第四届全国中学生模拟联合国大
会上，代表该区出赛的重庆第二外
国语学校获得佳绩，两名学生唐亚
楠、钟沅原在与来自全国31个省市
自治区450名学生代表的激烈角逐
中摘得大会最高奖项“最佳代表

奖”，同时荣获“最佳组织奖”。
据悉，本届大会以“全球视野与

青年责任”为主题，通过大赛使中学
生树立起大国外交视野，为世界和
平发展发出自己的声音，从而进一
步培养学生的家国情怀，坚定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理论自信
和制度自信。

我市两名中学生获得第四届全国
中学生模拟联合国大会最高奖项

本报讯 （记者 杨骏）8月10
日，京昆高速秦岭1号隧道发生一
起大客车碰撞事故，造成36人死
亡，13人受伤。对此，市运管局于8
月11日召开紧急会议，要求各相关
部门汲取事故教训，加强我市道路
运输行业的监管工作，确保我市道
路运输安全。

市运管局负责人在会上表示，
下一步，我市将强化对客运车辆
GPS监管，特别针对GPS超速报
警、疲劳驾驶、不按规定道路行驶、
违反凌晨2—5点行驶有关规定、恶
意破坏GPS装置、屏蔽GPS信号等
行为，进行严格查处。

同时，我市相关部门将严格执
行车站源头管理，落实交通运输部
的规定，执行“三不进站、六不出站”
要求，并将乘客系好安全带作为出
站检查的重点。

此外，我市运管部门将进一步
督促道路运输企业切实做好从业
人员安全教育培训，加强驾驶人员
在行车途中应对突发状况的应急
处置和相关驾驶操作规程的学习
培训。

会上，公交集团等企业代表也
表示，将以此次事故为镜鉴，梳理自
身存在问题，加强监管，确保客运安
全。

重庆将加强客运车辆GPS监管

本报讯 （记者 王亚同）8月
11日，一场题为“成渝城市发展战
略”的讲座在荣昌区行政中心举
行，来自中国社科院的区域经济学
专家肖金成从国家战略布局、成渝
城市群现状、荣昌的优势及挑战等
多个层面，为该区发展“把脉”支
招。

去年，国家层面的《成渝城市群
发展规划》（以下简称《规划》）正式
公布，为深刻理解、把握《规划》内

涵，切实找准定位、优劣势和突破
口，荣昌区多次邀请相关专家前来
支招“把脉”。

荣昌区委负责人表示，该区将
以新思路、新方式来推动发展，积极
发挥区位和产业基础优势，在承接
产业转移、服务功能配套等方面融
入成渝城市群，同时也从城市群内
尚未布局且自身又有基础和优势的
产业寻求突破，推动荣昌更好地融
入成渝城市群发展。

中国社科院专家
为荣昌建设发展“把脉”支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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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存完好的白水溪土家大院。 （石柱县摄协供图）

详情请登录重庆市规划局公众信息网站:http://www.cqupb.gov.cn/wsfw/wsfw_list.aspx?ClassName=17

重庆市规划局城乡规划公告
类别

控制性详细
规划修改与
完善方案公

告

类别

城市设计方
案公告

序号

1

2

3

4

5

6

序号

1

项目名称

两江新区鱼嘴组团C分区C6-4地块用地性质调整控规修改

重庆市主城区西永组团U8-16-2地块控制性详细规划修改方案公示

重庆市主城区北碚组团H、M标准分区(歇马片区）部分用地控制性详细
规划修编方案公示

重庆市主城区大渡口组团B标准分区Bf8-2-1/03等地块（水碾立交西
南侧）及中梁山组团I标准分区I03-5/03地块控制性详细规划修改方案

公示

重庆市巴南区界石组团麻柳片区A30-1地块(麻柳嘴场镇东侧约1000
米)控制性详细规划修改方案公示

重庆市主城区渝北区人和组团B标准分区N14-1、B15-1地块（渝北农
业园实验小学东侧、食品城大道北部）控制性详细规划修改方案公示

项目名称

重庆巴南区花溪河白居寺桥头重要地段城市设计

行政辖区

两江新区

沙坪坝区

北碚区

九龙坡区

巴南区

渝北区

行政辖区

巴南区

申请单位

两江新区管委会

沙坪坝区人民政府

北碚区人民政府

九龙坡区人民政府

巴南区人民政府

渝北区政府

编制单位

重庆大学建筑设计院有
限公司

公示时间
2017年8月15日至
2017年9月13日

2017年8月15日至
2017年9月13日

2017年8月15日至
2017年9月13日

2017年8月15日至
2017年9月13日

2017年8月15日至
2017年9月13日

2017年8月15日至
2017年9月13日

公示时间

2017年8月15日至
2017年9月13日

公示地点
两江新区规划分局、项目现场、重庆市规划展览馆公示

厅、重庆市规划局公众信息网站

沙坪坝区规划分局、项目现场、重庆市规划展览馆公示
厅、重庆市规划局公众信息网站

北碚区规划分局、项目现场、重庆市规划展览馆公示厅、
重庆市规划局公众信息网站

九龙坡区规划分局、项目现场、重庆市规划展览馆公示
厅、重庆市规划局公众信息网站

巴南区规划分局、项目现场、重庆市规划展览馆公示厅、
重庆市规划局公众信息网站

渝北区规划分局、项目现场、重庆市规划展览馆公示厅、
重庆市规划局公众信息网站

公示地点

巴南区规划分局、项目现场、重庆市规划展览馆公示厅、
重庆市规划局公众信息网站

咨询电话

60360670

67907784

68207220

67907784

13368430274

13368430274

咨询电话

66227071

8月3日，渝中区南纪门劳务市场阅览室，培训老师在给务工人员讲解
新媒体和计算机基本常识。南纪门街道近期在劳务市场开展法律维权、新
媒体应用等8个内容10多场培训，帮助务工人员提升创业就业能力。

记者 魏中元 摄

免费培训务工人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