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1月9日，第九届中国（重庆）火锅美食文
化节将在北滨路正式开启。本次活动将一直持
续到12日，在4天时间里，给市民带来一场饕餮
的火锅美食文化盛宴。

60余家火锅品牌打造万人火锅宴
备受市民喜爱的万人火锅宴，今年将以更

高规格呈现给广大市民——云集60余家知名
火锅品牌。除了历届深受市民喜爱的品牌外，
更有人气爆棚的新晋网红火锅品牌参展。

现场，各参展火锅企业将各显神通，开展各

类主题促销活动，营业至凌晨，让市民尽情享受
地道的重庆火锅，一次过足麻辣瘾！

万余种火锅食材云集
除万人火锅宴之外，今年火锅节的另一大

亮点就是品牌食材展，来自全国各地的300余
家火锅食材企业、调味品企业以及火锅机械设
备企业现场以“火锅食材馆、火锅调味品馆、机
械设备馆”三大主题展馆集中展示，共计展示近
1万种产品。

现场参展厂商均为一手资源，火锅商家以

及食材经销商可在现场直接与厂商对接，以最
低的价格采购到最优质的食材。

提档升级，火锅节更专业
本届火锅节还在以往的基础上提档升级，

除针对市民外，还将开展多项专业交流活动，打
造一个国内火锅行业专业交流、交易的平台，促
进行业内相互交流、共同发展。

连续4天，“牧哥”中国火锅产业创新发展
论坛、2017中国火锅出品荟萃暨欢迎晚会、第
三届全国火锅调味师大赛、绿色食材发展交流

会、火锅加盟分享会、《重庆市火锅经营行为规
范》宣传推广活动暨重庆火锅新产品新项目、

“太太乐”放心火锅店发布会等将每天不间断开
展，为广大从业人员带来更多的行业资讯和交
流机会，同时也为众多准备创业的人士提供了
更加便捷的进入火锅行业的机会。

本届火锅节线上活动——2017全网火锅
节也在火热进行中。自活动开展以来，火锅霸
王餐、千万代金券免费派发等活动吸引了众多
网友的参与，并得到了广大网友的一致好评。
据悉，2017全网火锅节各项活动将持续至11月

30日，市民只需通过关注火锅节官方微信火锅
热评榜即可免费参与。

此外，火锅节现场还有企业专场秀、幸运大
转盘、现金红包免费抢等精彩活动等您来体
验！咨询电话：023-61914091。

第九届火锅美食节9日启幕

火锅节期间由于金源广场北广场禁止
停车，建议市民尽量绿色出行，市民可坐
816、401、863路公交车抵达活动现场。金源
周边主干道严禁停车，市民驾车请至金源时
代购物广场南广场及周边停车场停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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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 周季钢）11月6日20∶23，由重庆
日报制作的一则微视频《重庆教授攻克世界难题 沙
漠变绿洲不再是梦想》（简称《沙变土》）在新浪微博上
线。截至11月7日21∶35，短短25小时内，该视频点击
量已突破610万次，持续受到网友追捧。

这则长度为4分49秒的微视频，记录了重庆交
通大学的一群科学家利用力学手段，让沙漠拥有和
土壤类似的涵养水分和营养的能力，并最终在中国
八大沙漠之一的乌兰布和沙漠“变”出4000余亩绿
洲的故事。

该视频推出后，中国日报官方微博于11月6日20∶23
率先进行了转载。随后，人民日报、Youtube、环球网、
新民周刊、大公报、瞭望、扬子晚报、都市快报等数十家
中外知名媒体的官方微博纷纷跟进转载。

该视频引发中外网友的强烈反响。网友Liu猴猴表
示，“如果这项科学实验效果达到理想效果，未来沙漠有
绿植，沙尘暴会得到有效治理。未来在生态恢复上，将
是多学科交叉、区域间、国家间、国际上共同努力的一
件事情。”网友游_程表示，“科研工作者就是在已知人
类知识圈的某个方向迈出一小步。很多一小步的最终
结果是，增加了人类知识圈的面积。重庆教授，赞。”

而更多的网友则为中国人在绿色发展上所做的努
力而感动。网友Readyceleshia的感觉是，“头皮刷的
就麻了，震撼”；网友阿吉则直言，“不知道为什么，第一
次为国人的创造力感动到想哭。他们所做的，是真正

对人类有贡献有意义的事情。”
“事实上，该视频的成功，是重庆日报社持续推动

媒体融合发展的成果。”重庆日报记者万难说。目前，
除了重庆日报纸质版外，重庆日报社旗下已经形成了
重庆日报网、重庆日报官网、重庆日报官方微信、重庆
日报官方微博、重庆智造等10余个新媒体组成的全媒
体传播阵营，影响力日益扩大。

早在今年8月，重庆日报记者便获悉乌兰布和“沙
变土”试验的线索。重庆日报编委会认为，土地荒漠化
是影响人类生存和发展的全球重大生态问题，乌兰布
和沙漠是中国沙尘暴发源地之一。关注、报道乌兰布
和“沙变土”试验，在中国当下的绿色发展、建设美丽中
国的语境下，意义重大。

于是，重庆日报派出记者两次前往乌兰布和，实地
对“沙变土”试验展开调查，先后推出了《重庆交大科研
团队破解土壤密码 半年在沙漠造出三千亩“良田”》
《重庆人造梦乌兰布和》《中国沙漠治理取得突破
4000余亩沙漠变“绿色牧场”》《漠上花开——乌兰布和

“沙变土”试验调查（上、下）》等全媒体产品。
上述报道引起了国际国内知名媒体的关注。中国

日报、南华早报等都先后根据重庆日报文图素材，推出
了整版报道，引起了国际舆论的关注。

“乌兰布和‘沙变土’试验最终将走向何方？将如
何改变中国沙漠治理进程？我们将持续关注。”重庆日
报记者万难说。

数十家媒体转载 25小时点击量破610万次

重庆日报全媒体作品
《沙变土》受到网友追捧

本报讯 （记者 黄乔）
11月 7日，记者从市人社局
获悉，本周四，第五届中国·重
庆职业技能大赛总决赛将拉
开帷幕。小面制作和火锅调
味首次入选成为竞技项目。
此次大赛为期4天，共有20
个项目、1400余名选手参赛。

据了解，本届大赛的主题
是“弘扬工匠精神、推动技能报
国”，大赛由市政府主办，市委组
织部、市委宣传部、市财政局、市
人社局等13个市级部门联合承
办。比赛两年一届，2007年至
今已举办四届，累计辐射带动
80余万人参加技能比拼，培养
高技能人才1万余名。

11 月 9 日，第五届中
国·重庆职业技能大赛的总决
赛将在我市多个区县举行，大
赛设职工组和学生组，共有美
容、美发、汽车技术、管道与制
暖、烘焙、西餐烹饪、小面制

作、火锅调味等20个项目。
职工组竞赛项目一等奖获得
者，还将按程序申报“重庆五
一劳动奖章”等荣誉；学生组
竞赛项目一、二、三等奖获得
者的指导教师，将被授予“优
秀指导教师”荣誉称号。

值得一提的是，此次大赛
还吸引了来自浙江、四川、新
疆、贵州、甘肃、广西等地的
76名选手参赛，甚至还有来
自俄罗斯、匈牙利、新加坡、中
国澳门等国家和地区的专家、
教练、选手前来观摩大赛、比
拼技能。

另外，大赛期间，市民也
可以观摩体验。11月9日—
12日，在重庆五一技师学院，
专门设置了美发、美甲、化妆、
茶艺、调酒、烘焙等技能免费
体验区，感兴趣的市民可现场
见证全市顶尖高手比拼技能，
参加技能体验活动。

第五届中国·重庆职业技能大赛总决赛周四开赛

小面制作和火锅调味
首次成为竞技项目

本报讯 （记者 夏元）
重庆日报记者11月7日从市
运管局获悉，6日起，渝运集
团开通从长寿区直达重庆江
北机场的客运专线，全程车程
1.5个小时。

此前，长寿区市民要到江
北机场乘飞机，须先乘坐长途
客车到红旗河沟汽车北站再
换乘，途中耗时较长。而6日

开通的这条直达线路，则是直
接从长寿汽车客运总站一票
直达江北机场。

该客运专线计划每天发8
个班次，运行时间从早7点半至
晚7点半，票价35元，沿途停靠
双凤桥、江北机场T2和T3航
站楼。在运行初期，将根据乘
客出行需要，对运行时间、班次
等进行适时调整。

长寿至江北机场
开通直达客运专线

本报讯 （记者 黄光
红）重庆日报记者11月6日
从重庆渝康公司获悉，该公司
计划于 2018 年上半年完成

“引战增资”工作，2020年前
实现公司上市。

重庆渝康公司是市委、市
政府立足全面深化改革需要，
为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国
资国企改革和金融改革而设立
的市场化专业平台，是重庆市
市属国有重点企业，也是开展
金融机构不良资产批量收购处
置业务的重庆首家地方金融资
产管理公司，重庆市市场化债
转股实施机构。自2016年7
月成立以来，该公司发展势头
迅猛，经营业绩优良，平均每月

收购处置各类资产14亿元。
目前，其已与25家银行建立了
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并取得境
内综合授信1665亿元，境外直
贷授信50亿元。

重庆渝康公司日前启动
了引进战略投资者改制上市
的工作。在规模上，该公司计
划通过本轮“引战”将资本金
增加到80亿-100亿元。

据介绍，该公司拟于
2018 年二季度启动上市工
作，同年上半年完成战略投资
者的引进，并力争于2020年
前实现公司整体上市，打造成
为“混合型、公众型、全国性、
金融性”的一流地方金融资产
管理公司。

渝康公司“引战增资”
拟于2020年前上市

本报讯 （记者 王伟 通讯
员 李成明）近日，开州港一期工程正
式建成投用，渝东北、川东北和陕南地
区再添便捷的水上大通道。

开州港一期工程有两个泊位，一
个是通用泊位，另一个是散货泊位。
散货泊位货物吞吐量每年为150万
吨，每小时货运量为1000吨。通用泊
位货物吞吐量每年为30万吨，散货进
口20万吨，每小时装载能力达300吨。

据了解，开州于2014年启动建设
开州港，已相继投资近3亿元建设港口
及综合配套设施。开州港完全建成投
用后，每年可实现货物吞吐量200万
吨，满足1000至3000吨级船舶四季通
航，3000吨级以上船舶常年90%时间
可通航，各方物流可以通过万达高速公
路开开段（重庆开州至四川开江），实
现水陆联运，川东北和陕南地区的物
资可经达州进入开州港，直接运往武
汉、宜昌、上海等地，实现通江达海。

渝川陕再添水上大通道
开州港一期工程

建成投用

开州港近照。 通讯员 刘康 摄

本
报
制
作
的
微
视
频
被
中
国
日
报
官
方
微
博
转
载
。

中
国
日
报
、南
华
早
报
根
据
重
庆
日
报
文
图
素

材
，推
出
整
版
报
道
。

本报讯 （记者 曾立）记者11月7日从
市商务委获悉，重庆市第三届中小微企创业
创新服务节将于本月11号在陈家坪会展中心
开幕，来自全国及市内的500多家企业机构
参展。其中，我市23所高校的125个创业创
新项目将同场PK，赢取与投资机构对话机会。

据介绍，本届中小微企创业创新服务
节以“牵手中小微企，引领创业创新”为主
题，展出面积大约2万平方米，共设“示范城

市”“创业基地”“服务机构”“创意产品”4大
主题展区，共吸引了来自北京、内蒙古、甘
肃、云南、湖北等19个省区市及重庆本地的
500多家企业机构参展。

其展出内容主要涉及：农村电商、人工

智能、物联网、新能源、生物科技、共享经济、
社区社群商业、各众创空间、孵化器、楼宇产
业、文化创意等领域。另外，服务节期间，还
将举办“创业创新发展论坛”、“九龙杯”重庆
大学生创业创新项目挑战赛决赛、九龙坡区

众创空间参观考察等三大活动。其中，“九
龙杯”重庆大学生创业创新项目挑战赛从重
庆23所大学层层选拔出125个精品项目，将
展示重庆大学生的创新成果，服务节也为其
创新成果转化与创业孵化搭建了平台。

重庆市第三届中小微企创业创新服务节周六开幕

本报讯 （记者 曾立）只要点击“获
取当前位置”，该地区所有土特产、好吃的、
旅游信息全部呈现——记者从11月7日召
开的“重庆市第三届中小微企创业创新服
务节”新闻发布会上获悉，重庆师范大学四
位老师，自筹资金80万元，历时3年，带领
学生创建了“乡镇天地”三农信息平台，成
为服务三农的一种新模式。

四位老师均来自农村

“我们几个老师都是农村出来的，虽然

跳出了‘农门’，但一直在思考能够为农村
做点什么。”重庆师范大学计算机与信息科
学学院老师陈自利告诉记者。他发现，虽
然近年来农村电商发展如火如荼，但无论
天猫还是京东，农民在上面卖东西都要收
费，而且最后一公里的问题也很难解决。

为此，2014年，陈自利与同一个学院的
唐万梅、李明、杨德刚三位老师一起，打算用
自己所学，创建一个服务三农的新电商模式。

知道了老师们的计划，学生们也踊跃
参与，团队迅速扩大到20多人，成员来自计
算机科学与技术专业和电商专业、软件工
程专业。

所有人没有一分钱工资

创业是艰辛的。为了建一个真正适合
农民的平台，老师和学生们经常到乡村调
研，了解农民的需求和现实状况。在内容
设计上，大家常常为了一个细节，讨论到深

更半夜。APP推出后，大家更是频繁地到
农村，给村民开讲座，手把手教他们使用。

尽管辛苦，所有人却没有一分钱工
资。三年来，该项目已累计投入约80万元，
均来自四位老师的工资和积蓄。

“因为我们经费有限，出门只能坐长途
车、农村客车这些公共交通工具。”唐万梅
告诉记者，即使在城里办事，大家也舍不得
打出租车，都尽量坐轻轨或公交车。

上线3个月已签下百余县

今年7月，“乡镇天地”三农信息平台正
式上线，定位为服务全国三农的免费发布
平台。该APP有八大内容板块，分别是土
特产、吃喝玩乐、微商从业、镇上商铺、产品
众筹、房产资源、农业资讯和便民服务。

“乡镇天地是一个不同于其它电商的
创新平台。”陈自利称，APP上的用户需要
实名认证，而村民们的产品只要通过管理

员审查，就可以在该平台上免费发布。
如一个外地游客，自驾游到了重庆的

一个乡镇，他只需要点击“获取当前位置”，
周边的所有产品信息和咨询就呈现在面
前。他可以选择自己想吃的、想玩的、想买
的。平台既给农户和商家带来了客流，销
售了农产品，又方便了游客，双方还都不需
要支付额外费用。

据介绍，“乡镇天地”APP自今年7月以
来，已与贵州、湖南、广西、广东、重庆等地的
100个县签订了意向协议。“我们的小目标是，
2019年注册用户达到100万。”陈自利说。

虽然发展势头很好，但四位老师的心里
并不轻松。陈自利告诉记者，要实现这个
目标，接下来的一年开支大约是100万元，
这让他压力很大。

为此，他们打算参加本月10—12日举
办的“重庆市第三届中小微企创业创新服
务节”，希望能通过这个活动，获得更多政
府支持以及资金来源。

自筹资金80万元 创新电商模式服务三农

重师四老师带领学生建“乡镇天地”APP

本报讯 （记者 杨艺）
大片通透的玻璃墙，在店外便
能看到店内商品；消费者扫描
二维码进入店铺后，便可自助
购物、结账以及退货……11
月7日晚，重庆首个无人超市
在渝中区解放碑协信星光广
场亮相，实现24小时无人值
守，短短两小时内便吸引近
2000余名市民体验。

重庆日报记者7日晚来
到这家名叫GOGO的无人超
市，看到前来体验的市民在店
前排起了长队。

该无人超市面积仅18.9
平方米，每次最多能容纳10
人同时购物，店内提供包括饮
品、小吃、日用品等在内的
800余个单品。

如何在GOGO无人超市
购物？消费者有三种方式可
进入超市：下载GOGO便利
APP获取二维码、关注“GO-
GO无人超市”微信公众号获
取二维码、办理GOGO无人
超市智能会员卡后自动扫描
进入。

进入超市后，消费者可自
行选择喜爱的商品，然后在另
一道玻璃门前再次扫描二维

码或会员卡，随即进入支付通
道。由于每件商品上都有电
子标签，消费者进入支付通道
后，结算触摸显示屏会自动识
别并显示其购买的商品。

结算时，拥有会员卡的消
费者可实现系统自动扫描支
付离开，其余的消费者则需扫
描支付宝、微信并支付后离
开。

值得一提的是，该无人超
市还创新提供了“自动退货”
通道。消费者拿着货品进入
超市里的支付通道后会看到
一个自助退货口，只需将货品
放入后便可离开。货品经人
工检查确定未开封、无损害
后，费用会在3至7个工作日
内退到相应账户。

“GOGO无人超市结合
了GOGO便利APP、云链仓、
虹膜+人脸识别、人工智能行
为分析等，能够实现24小时
无人值守。”GOGO无人超市
相关负责人介绍，超市货品由
该公司统一提供，每一名工作
人员可为10个左右的无人店
供货。由于节省了人工，无人
店货品价格不会高于普通便
利店。

重庆首家无人超市亮相解放碑
24小时无人值守 还可自助退货

重庆师范大学四位老师，带领学生创
建了“乡镇天地”三农信息平台，成为服务
三农的一种新模式。记者 罗斌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