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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 王翔）18—19日，全
市首次森林康养产业发展大会在石柱县召
开。重庆日报记者从大会上获悉，到2020
年，全市将建成50个森林康养基地，届时，
市民将共享生态文明建设成果，不再局限于

“游山玩水”，还将有养生、运动、文化教育等
各种不同形式的体验。

森林康养是指以丰富多彩的森林景观、
沁人心脾的森林空气环境、健康安全的森林
食品、内涵浓郁的生态文化等为主要资源和
依托，配备相应的休闲养生及教育、医疗、康
体服务设施，开展的森林游憩、度假、疗养、
保健、养老、教育等活动的统称。

我市具备发展森林康养产业的一定

条件，一些地方已经有了一定的基础，石
柱黄水大力推进避暑游、养生游、生态休
闲游等，今年接待游客 675 万人次，同比
增长9.58%。重报怡家人心巢小镇打造林
湖康养、林下乐园、林中山庄、林端崖居四
大组团，大大提升了不同人群的森林康养
体验。

为让群众更好地共享生态建设成果，我
市将进一步加快森林康养产业的发展，到
2020年全市将建成50个森林康养基地，培
育5—10个知名森林康养品牌。

市林业局有关负责人介绍，我市的森林
康养基地主要分为两大类，一类是森林体验
基地，主要涉及接触体验（与野生动植物、岩

石、水体的亲密接触体验）、认知体验（提高
对大自然认知水平的体验）、运动体验（徒
步、穿越、山地自行车、滑翔等）、休闲体验
（钓鱼、划船、观星等）、生活体验（特色饮食
起居体验）、生产体验（参与防火、防虫、伐
木、抚育等作业体验）、文化体验（自然手工、
自然笔记、绘画摄影、森林音乐会等）、探险
体验（林区探奇）等。

另一类是森林养生基地，主要涉及森
林浴养生（指在森林中沐浴清新空气）、中
医药养生（利用中医养生方式改善健康状
况）、膳食养生（利用森林食品改善膳食结
构）、温泉养生（发挥温泉的养生功效）、运
动养生（在森林中开展各类运动改善健康

状况）、文化养生（开展针对性文化活动改
善健康状况）等。

我市将投入资金加强森林康养中心、生
态露营基地、瑜伽平台、森林浴场、精心躺椅
等康养服务公共设施建设，以及停车场、厕
所、休息站、供电、给排水等基础配套设施建
设。

与此同时，我市将通过各种优惠政策，
吸引社会资本参与康养基地建设，包括给予
一定比例的林地作为森林公园建设接待服
务设施用地；每年给予康养基地建设一定的
资金补助；对发展林下种养、森林人家等特
色产业项目给予资金支持；对相关产业发展
进行林业贷款贴息等。

2020年全市将建成50个森林康养基地
培育5至10个知名森林康养品牌

前几天，陪朋友一起去樵坪山上的重报
怡家人看望他的父母，当时就被这个养生养
老休闲度假社区深深吸引了。这个养老社
区与绿水青山融为一体，配套设施完善，无
论是去短期度假还是长期养老，都值得选
择。当时我就与朋友感叹：晚年若得此境养
老，那该多美！

对重庆人而言，让这样的梦想照进
现实或许不用等太久。日前在石柱召开
的全市森林康养产业发展大会，就是在
为我市森林康养产业的发展壮大寻路和
问计。

重庆发展森林康养正当时，理由如下，
一是自然禀赋优越，最新发布的《重庆市第
一次地理国情普查公报》显示，重庆山地面
积占比75.33%、林地覆盖率超63%。二是老
龄化社会正在加快到来，养老产业必然要有

大的发展。三是要践行绿色发展理念，走生
态优先的发展道路。农旅结合、林旅融合的
森林康养，不仅可以深度挖掘森林资源价
值，关键还能同步实现人与自然的健康发
展。

重庆森林康养产业未来可期。不过，要
让这项健康产业发展起来，一定要守住生态
红线和加强科学规划，警惕野蛮生长和无度
扩张。只有用健康的发展方式发展健康产
业，人与自然才能和谐相处，新业态才能有
更加长远的未来。

发展森林康养正当时
文/安然

长江三峡，每年接待上千万全球游
客，是重庆旅游的一张闪亮名片，也是市
旅游局重点推介的一条秋季旅游路线。

金秋时节，三峡层林尽染，姹紫嫣红，
到了一年最迷人的季节。9月19日，重庆
日报记者从巫山、巫溪两县旅游部门获
悉，两县将推出多项旅游节庆活动及惠民
措施，让游客饱览三峡腹地美景。

庙峡景区是巫溪县近年重点打造的
景区之一，为长江三峡旅游区一级甲类旅
游点，有“大宁河诸峡之冠”的美誉。秋冬
时节，景区内森林渐次染红，色彩斑斓，对
对鸳鸯，戏水绿潭，舟至不惊，风景醉人。

红池坝景区，15万亩森林、20万亩草
场将染上一层秋黄，纵马驰骋，宛若人在
画中游。这里还是楚国重臣春申君的故
居，以及“巫文化”的发祥地。宁厂古镇，
因盐建镇，南北云峰夹峙，后溪河横贯东
西，街道狭窄，紧逼山麓河岸，石罗峰、女
王寨、仙人洞、白鹿盐泉等名胜古迹众多，
也是长江三峡地区游览胜地之一。

巫溪县旅游局负责人表示，目前，他
们筹备有《渝乐耍大牌》巫溪地面赛开赛
仪式暨文商旅金秋系列活动启动仪式、

“上山摘果·下河吃鱼”系列活动、巫溪首
届旅游商品创新设计大赛、巫溪特色美食
街开街仪式暨巫溪烤鱼文化节等旅游节
庆活动。其中《渝乐耍大牌》巫溪地面赛
开赛仪式暨文商旅金秋系列活动启动仪
式，将于10月14日举行，游客在游览结

束后还可进行扑克牌比赛，总冠军不仅可
获1万元现金奖励，还可参与重庆电视台
《渝乐耍大牌》栏目拍摄。

巫山是重庆旅游大县，该县除了小三
峡、神女峰、神女溪、大昌古镇、梨子坪森

林公园等知名景区，一年一度的红叶节也
已成为重庆旅游一大品牌。

该县旅游局相关负责人表示，目前，
巫山神女景区游客接待中心正在举行“三
峡云巅·神女天路”——金秋健走康养活

动，健走全程12公里，沿途有5个观景平
台，风景极佳，可俯瞰长江、神女溪，对望
神女峰等，欢迎游客国庆中秋假期前去参
加体验。以“中国恋城·神秘巫山”为主题
的巫山红叶节，也将于11月中旬开幕。

又到金秋时节 三峡腹地可尽览“醉美秋色”
本报记者 韩毅

本报讯 （首席记者 汤艳娟）秋天，正是
大足棠香街道惜字阁村海棠园的挂果季节。
连日来，许多游客驱车前往海棠园赏果游玩。

大足区素有“海棠香国”美誉。近年来，
该区挖掘海棠文化，打造了“棠香人家”乡村
旅游度假区。目前，该区已在棠香街道惜字
阁村建设海棠园150亩，引进的珠穆朗玛、
高原之火、粉红楼阁等9个北美海棠品种十
分“可观”，花期可开白花、红花、紫花等，挂

果期可结红果、粉果、紫果等。
9月19日，重庆日报记者在海棠园内看

到，游客正举着手机在海棠园里穿梭，畅享着
海棠果散发的醉人香气。据园区工作人员介
绍，海棠果除了可以直接食用，还可做成蜜
饯、酿制美酒等。不过，这里的海棠果主要用
于观赏，不允许游客私自摘果品尝。虽然如
此，前来海棠园的游客依然兴趣不减，还带旺
了当地农产品的销售、农家乐的生意。

大足海棠园飘出醉人香气

本报讯 （记者 杨骏）9
月19日，市公租房管理局举行
主城区公租房第二十次摇号配
租，共配租公租房11429套。参
加此次摇号配租的，均为9月8
日前提交申请并审核合格的申
请人，共计43780户。

本次摇号配租的房源主要
集中在城西家园、九龙西苑、樵
坪人家、金凤佳园、学府悦园
（A、C 组团）和空港乐园等小

区，其余公租房小区的部分腾退
房源也参加了本次摇号配租。
配租结果将于19日晚在重庆市
公租房信息网上公布，市民也可
以翻阅9月20日《重庆商报》或
拨打中国电信114查询。

按照相关规定，配租结果公
示15日后，对公示无异议的，市
公租房管理局将寄发配租入住
通知书，预计下月起各小区便会
陆续安排签约入住手续。

主城区公租房举行第二十次摇号

共配租公租房11429套

本报讯 （记者 刘蓟
奕）连日来，一轮强降雨天气
突袭我市多地，气温明显下
降。9月 19日，记者从市气
象局获悉，今日我市大部地区
仍有中到大雨，局部地区有暴
雨，未来三天重庆气温难超
30℃。

18日以来，重庆多地遭
强降雨侵袭。据市气象局统
计数据显示，9月18日8时至
19日 8时，我市中东部大部
地区中雨到大雨，部分地区暴
雨，东南部偏南局地大暴雨，
其余地区以小雨为主。

强降雨主要集中在城口、
云阳、奉节、巫山、南川、长寿、
涪陵、丰都、武隆、彭水、酉阳、
秀山等12个区县（自治县），

有100个雨量站达暴雨，气温
17-29℃。其中酉阳、秀山等
地的10个雨量站达大暴雨，
最大雨量174.3毫米，最大小
时雨量为 105.8 毫米/小时，
均出现在秀山里仁乡。

市气象局预计，20日白
天，我市东南部有中雨到大
雨，局部地区暴雨，西部阴天
有阵雨，其余地区小雨到中
雨，局部地区大雨；大部地区
气温在 18-27℃，城口及东
南部为 16-24℃；主城区小
雨转阴天，气温将维持在
21-26℃。20 日夜间至 21
日白天，长江沿线以南地区
阴天有阵雨，其余地区阴天
间多云，有分散阵雨，气温也
将有所回升。

连日阴雨 山城气温骤降

今日我市局部地区仍有暴雨

9月19日，解放碑步行街，市民行走在雨中。当日，我市主
城阴雨，气温凉爽。 记者 谢智强 摄

本 报 讯 （记 者 彭 光
瑞 实 习 生 黄 艺 佳）本月
23—24日，首届中国武隆航模
表演赛将在武隆仙女山、天生三
桥景区举行，届时市民可前往
观看。

此次比赛由重庆日报报业
集团和重庆市武隆喀斯特旅游
（集团）有限公司共同主办，规
模和档次在西南地区类似活动
中属最高规格。本次比赛邀请
到多位航模世界冠军现场表
演，市民可在现场观看空中芭

蕾、3D飞行、编队飞行、彩带彩
烟飞行、障碍穿越等航模表演
项目。

市民还可带上自己的孩子，
现场向世界冠军讨教航模及无
人机的有关知识，让孩子与世界
冠军进行零距离接触。同时，市
民可在现场自制纸飞机进行飞
行距离比赛，优胜者将获得投掷
模型飞机一架，并进入下一轮比
赛。在投掷模型飞机比赛中胜
出的市民，最终可免费赢得特制
模型飞机。

武隆航模表演赛23日“开战”
市民可折纸飞机赢真航模

本报讯 （首席记者 张
莎）9月16日是第三个“世界骨
髓捐献者日”。9月19日，市红
十字会走进新桥医院、西南医
院、重医附一院，向28名病情严
重、家庭贫困的血液病患儿发放
了救助金。

市红十字会负责人介绍，目
前我国白血病患者达400万人，
每年新增4万人，其中一半是儿
童。截至目前，中华骨髓库重庆
分库有5.2万志愿者报名捐献
造血干细胞，成功捐献造血干细
胞70例。

市红十字会
为血液病患儿发放救助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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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 王亚同）白露时
节，铜梁区土桥镇爱莲湖的荷花盛景不
再，湖畔的500亩芦苇却形成了另一道
风景。大片的芦花摇曳，引来众多游客
前来游玩观赏。

重庆日报记者在现场看到，丛丛修
长高耸的芦苇，有的枝叶青黄，有的已开
出雪白的绒花。微风拂过，芦花飞舞，伴
着清粼粼的湖水、形色各异的鹅卵石，构

成了一幅绝妙的芦花秋景图。湖畔，三
三两两的游人或牵手漫步，或驻足拍照。

土桥镇相关负责人介绍，芦苇是多
年水生禾本科植物，生长在河湖堤岸、
湿地等处，是保持水土、防风固堤的理
想植物。几年前，当地干部群众在爱莲
湖畔栽下了数千棵芦苇，经过多年自然
生长，这里的芦苇扩大到500多亩，成
为当地一道特色鲜明的景观。

铜梁500亩芦苇已进入最佳观赏季

为进一步推动全区创建国家食品安全示范

城市工作落到实处，沙坪坝区将创建国家食品

安全示范城市与创建全国文明城区、全国卫生

区工作联合，建立“两城同创”季度督查考核机

制，充分发挥考核的指挥棒作用，进一步落实创

建责任，传导创建压力，强化街镇和部门的责任

感使命感，助推全区创建全国食品安全示范城

市工作高效推进。

食药监牵头考核求实效

为科学合理考核国家食品安全示范城
市创建工作，确保工作有序推进，沙坪坝区
食安办针对创建工作采取了一系列行之有

效的考核措施。
一是将5分分值中的4.5分交由区食药监

分局负责考核，0.5分由承担较多创建任务的区
农委负责考核，考核细则由责任单位确定，区食
安办汇总分数后统一上报。

二是将平时考核与现场督查相结合，日常
考核以创建资料报送、创建信息完成、阶段性工
作任务（包括各类宣传活动）为内容；现场测评
按季度进行，每季度提前下达现场测评细则，季
度末由区食药监分局各监管科室组成测评组现
场测评，测评组交叉检查，定期轮换，保证考核
做到公平、公正、公开。

今年二季度的考核结果显示，严格的考核
真正拉开了被考核单位排名的差距，为各单位尤
其是街镇传递了压力、强化了食品安全意识。

处处设考场分类传压力

沙坪坝区对涉及食品安全的几大板块实施
分类考核，向各街镇、部门传导压力，形成了多
方监督、全面考核的模式。一是由区主要领导
带队，区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和党代表共同组成
现场考核测评组，每季度对“三城”同创进行督
查考核。二是由区食安办、区农委、区商务局牵
头，对食品安全、农产品质量和畜禽屠宰、集中
交易市场等工作推动的情况进行月督查、季排
名。三是牵头部门、区创文办、区创卫办、第三
方机构分别对街镇进行测评和排名。

考核的背后，是严格的奖惩机制。全区考
核排名情况将首先通过创文通报、区级媒体进
行通报，并在党政联席会上为被考核街镇、部

门颁发象征先进的“红旗”和落后的“灰旗”。
排名前6位的街镇将补助相应工作经费。考
核排名累计获得“灰旗”两次以上的街镇和部
门主要负责人，将受到诫勉谈话和问责。

对于督查考核中发现的问题，沙坪坝区将
督促相关街镇、部门及时进行整改，逐步落实创
建指标。创建国家食品安全示范城市纳入全区
创文创卫考核一盘棋，创文各个牵头组均将群
众对创建国家食品安全示范城市的知晓率纳入
评分，把“知晓率”变为考核排名的关键指标。

用好指挥棒 食安促文明

今年4月，《沙坪坝区2017年创建全国文
明城市提名城区督查考核办法（部门、街镇）》印

发，明确将创建国家食品安全示范城市的相关
内容纳入对街镇和区级部门的考核，在百分制
的督查考核办法中占5分。

沙坪坝区的创国家食品安全示范城市督查
考核工作，以“问题导向、突出重点、分类考核、
公平公正”为原则，按照《沙坪坝区食品安全示
范城市创建工作目标责任分解表》责任分工，将
全区26个街镇和相关责任部门纳入考核范围，
进行分类考核排名。区食安办按照创建方案规
定的创建步骤，严格对照创建标准有侧重地细
化，并及时下发考核细则。

据悉，今年第三季度将重点考核专项行动
执行情况、宣传活动开展和宣传氛围打造。之
后的考核将逐步覆盖创建目标任务，充分发挥
考核的指挥棒作用，推动落实创建各项指标任
务。 赵童 彭光灿 刘玉珮

联合考核让食品安全紧扣文明创建
沙坪坝区建立“两城同创”季度督查考核机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