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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 韩毅）近日，
重庆日报记者从市旅游局获悉，重
庆旅游投资集团（以下简称“重庆旅
投”）与科大讯飞信息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科大讯飞”）正式签
署战略合作协议，联合开展智能语
音、人工智能（AI）、大数据等在旅
游业中的应用。

随着大众旅游时代到来，人工
智能将为旅游业在个性化、体验式
服务等方面注入潜力，改变和提升
旅游业的服务品质。此次，重庆旅
投与科大讯飞携手合作，主要包括：
共同组建“旅游人工智能研究院”，
科大讯飞提供技术支撑，重庆旅投

提供旅游人工智能应用的内容、管
理、场景支撑，开展旅游人工智能技
术、智能语音技术、旅游大数据技
术、可穿戴设备、计算机仿真VR
（虚拟现实）和AR（增强现实）等在
旅游业中的创新性应用研究；共同
进行旅游人工智能服务的研发、应
用和商业运营，打造重庆全域旅游
产品B2B线上综合服务平台，开发
基于科大讯飞智能语音和人工智能
技术的重庆全域旅游APP，助力重
庆国际知名旅游目的地建设和全域
旅游服务体系构建。

据悉，今年内，双方将完成合资
公司的组建。

重庆旅投牵手科大讯飞
探索“全域旅游+AI”新模式

“生日快乐！”昨日，在万州北—重庆
北的C6409次和谐号动车组列车上，两
位当天过生日的旅客，在精心装点的车
厢里吹灭了生日蜡烛。与他们一同“过
生”的，还有渝万高铁。

2016年11月28日，渝万高铁正式
开行，重庆主城与万州之间开行时速
200公里/小时的动车组，车程缩短至1小
时40分钟左右，沿线的垫江县更是融入
了主城1小时经济圈。24对动车组覆盖
每天的早中晚，让沿线居民获得交通便利
的同时，也为产业发展注入强劲动力。

交通出行大改善
心理距离大幅缩短

在C6409次动车组的旅客中，万州
市民兰婷是去主城探望读书的女儿。她
说，渝万高铁绝对是她最有获得感的交
通基础设施之一。

她还记得3年前送女儿来主城的情
形——早上9点，全家人匆匆吃过早饭
开车出发，接近中午1点到达女儿就读
的大学校园。安顿好女儿后，又开车返
回万州，天色已晚。长时间开车加上堵
车，整个人都不好了。

渝万高铁建成投用后，她探望女儿
就不再开车了。最快1个半小时就到达
主城，换乘轨道交通或者坐出租车，两个
小时多一点就能见到女儿。再坐高铁回
万州，还能做好晚饭等丈夫回来吃。这
一年来，因为高铁的便捷，女儿回家的次
数也多了，这让做母亲的她甚感欣慰，

“渝万高铁缩短的不只是路程上的时间，
更是心理上的距离。”

渝万高铁开通一年来，累计发送旅客
超过800万人次，接近成渝高铁发送旅客
的一半，更是我市范围内上座率最高的动
车组列车。它的开行，不但让沿线的垫江
县、梁平区、万州区步入高铁时代，还让开
州、奉节、巫山等渝东北区县沿线居民可
以快速到达主城和四川成都等地。

同城化效应凸显
高铁成为人才和产

业的“通勤车”

“渝万高铁一线牵，让我收获了事业

和爱情。”银行职员黄旭负责他们行在万
州和奉节的信用卡业务，他告诉记者，渝
万高铁成了他和女朋友的“通勤车”，下
班和周末时光，他们就坐高铁相聚，并没
有感觉到有多遥远。

像他这样经常在渝万高铁上“跑通
勤”的旅客还真不少。黄旭说，他们银行
在渝东北工作的10多位同事都是从主
城过去的，渝万高铁投运后，他们都选择
来渝东北发展业务，“高铁快捷、安全、准
点，发班密集，很适合我们这些跨区县的
上班族。”他说，出行条件的改善，资金、
项目、人才会加快向库区聚集，实体经济
和金融业前景非常好。

在垫江落户的辉虎催化剂公司也是
渝万高铁的受益者。公司经理冷静说，
之前他们在垫江的技术研发中心需要人
才，月薪涨到了1万元，比主城同等岗位
高出4000元，仍没人愿意去。渝万高铁
通车后，主城到垫江只要45分钟，已经

在主城结婚生子的骨干技术人员愿意去
了，“工作家庭两不误，这下总算是踏实
了！”渝万高铁的开通，为该公司节省人
力资源成本60余万元。

据垫江工业园区相关负责人介绍，
高铁开通一年来，已有50余家电子、汽
摩、新材料企业前来落户，垫江目前正抢
抓高铁新引擎这个机遇，力争建设一个
占地1000亩、集电子信息和生物医药为
主的高新技术产业园。

高铁源源不断引客

推动旅游服务业快速发展

覆盖早中晚、一天24对、发车间隔不
到1小时、一半以上车次重联运行……渝
万高铁给渝东北带去了源源不断的客
流，特别是周末、采摘赏花等节庆活动期
间，更是一票难求。

据垫江县旅游局副局长陈练介绍，

今年牡丹文化节期间，来垫江旅游的人
数有明显增加。全县接待各类旅游人数
152万人次，同比增长19.7%；实现旅游
总收入10.6亿元，同比增长29.6%；过夜
游客同比增加25.1%。这组数据表明，
高铁便捷、快速、灵活的交通方式，让垫
江旅游业打破了客源不足等瓶颈，获得
丰厚的效益。

陈练说，高铁重要的客运对象是旅
游人群，旅游成为最快、最直接的受益产
业，旅游产业对一二三产业的融合带动
效应正在凸显。已经融入重庆主城一小
时经济圈的垫江，确定了创建“重庆休闲
旅游目的地”的目标，重点打造山水休闲
度假、环湖休闲度假、乡村休闲度假等产
品，让重庆和成都市民都来观赏山水牡
丹、樱花、荷花，突出乡村文化地方性、乡
土性、景观性强的特点，形成一批参与性
强、体验内容丰富和具有地域特色的乡
村休闲度假旅游产品。

缩短的不仅是路程时间，更是心理距离

渝万高铁开行一年
发送旅客超过800万人次

本报首席记者 张珺 通讯员 余方芳

本报讯 （记者 龙丹梅）重庆
日报记者近日从市防汛抗旱指挥部
获悉，今年冬季全市大部地区平均
气温较常年同期偏高。鉴于此，市
防汛抗旱指挥部要求各区县要做好
今冬明春供水安全保障工作，特别
是渝西地区和工程蓄水较差的区
县，要抓住每次降雨时机，尽可能增
加水利工程蓄水和田间蓄水。

据气象部门预测，今年冬季
（2017年12月－2018年2月），全市
大部地区平均气温较常年同期偏高
0.4－0.8℃，冬季极端最低气温东南
部及东北部海拔较高地区－4—1℃，
易发生雨雪冰冻。各地降雨量在
35－90mm之间，与常年同期相比，

东北部偏多一至二成，其余大部地
区偏少一至二成。截至10月底，全
市工程蓄水27.97亿立方米，占应
蓄水的78.63％。

市防指要求，各地要做好今冬
明春供、需水形势分析，针对可能出
现供水问题区域和工程，科学制定
用水计划、水量应急调度方案和应
急供水预案，以人民群众用水安全
及工矿企业、春灌供水需求为重点，
科学合理有序调度水源。同时，禁
止无计划无序用水，禁止盲目放水
捕鱼、放水发电等情况发生。加强
水利工程运行管理和城乡供水设施
日常维护，减少水量浪费，保证群众
生活和工农业用水需要。

市防指要求各地做好供水安全保障

力保今冬明春群众用水及春灌供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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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 李珩）11月
27日，重庆日报记者从重医附一
院获悉，在日前举行的2017大爱
无疆——寻找“最美援外医生”公益
活动上，该院颌面外科主任医师张劲
松荣获“最美医疗队员”荣誉称号。

该活动由中国人民对外友好
协会与国家卫生与计划生育委员
会、中央军委后勤保障部卫生局联
合主办。

2015年1月15日，第七期中国
援巴布亚新几内亚医疗队抵达受援
国首都莫尔兹比港，执行为期两年
的援外医疗任务，张劲松就是这支

医疗队的队长。
“最大的考验是登革热疫情。”

张劲松回忆，2016年初，巴布亚新
几内亚多地爆发大规模登革热疫
情，包括张劲松在内的医疗队多名
医生都先后患病。“健康的大夫继续
上班，患病队员则互相照顾。”张劲
松说，10人的医疗队，先后病倒7
人，但一旦身体允许，又都回到工作
岗位上。

不仅如此，在受援医院有限的
条件下，医疗队还积极推动开展各
种临床“新”技术96项，极大地提高
了当地医院的医疗水平。

重庆援外医生
获“最美医疗队员”荣誉称号

本报讯 （记者 陈波）近日，
巫溪县检察院派驻该县林业局的

“林业生态保护检察室”正式揭牌，
这也是重庆市首个检察院派驻林业
部门的检察室。

据了解，巫溪县是重庆市森林资
源大县和三峡库区重要的生态屏障，
全县林地面积492.7万亩，森林面积
393.5万亩，森林覆盖率达65.1%。
境内有阴条岭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红
池坝国家级森林公园和白果市级森
林公园，为长江流域涵养水源、遏制
水土流失、防止石漠化发挥着重要生
态平衡功能。

近年来，林业资源开发利用与
保护间的矛盾日益凸显，2012年以
来，巫溪县检察院共查办涉林环境保
护领域职务犯罪案件6件6人；县林
业局森林公安立案查办刑事犯罪案
件53件77人；查办行政违法案件
395件615人。

为加快建设长江上游重要生态
屏障，充分发挥检察机关在生态环
境司法保护中的职能作用，巫溪县
检察院与县林业局多次召开联席
会，共同研究制定生态保护工作机

制，由县检察院、县林业局互派人员，
试行派驻+巡查联合开展林业生态保
护工作，以推动当地生态文明建设。

据了解，新成立的林业生态保
护检察室，除负责对查办破坏林业
资源违法案件依法实施监督、对重
大复杂涉林刑事案件依法提前介入
和引导侦查取证等常规检察工作
外，还将对林业行政许可、行政执法
活动中，出现的不作为、乱作为等情
况提出检察建议，并及时监督纠
正。同时支持林业主管部门开展林
业生态保护和建设，协同解决经济
发展与生态保护之间的矛盾。

值得一提的是，该检察室还将
定期开展专题调研或研讨，分析破坏
森林资源违法犯罪发生的特点和规
律，并拟定相应对策；建立“惩治和预
防破坏林业资源违法犯罪”信息库，
加强工作衔接，实现信息共享。

“成立林业生态保护检察室仅仅
是第一步。”巫溪县检察院检察长杨
德伟表示，作为重庆市首家检察院派
驻林业部门的检察室，希望能为整个
三峡库区的林业生态保护做出一些
有益的机制探索。

重庆首个检察院
派驻林业部门检察室挂牌

本报讯 （首席记者 张亦筑）11月
27日，重庆日报记者从2017年中国专利
周重庆地区活动中了解到，由重庆精准
生物技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精准生
物 ”）自主研发、用于治疗白血病的
CAR-T 细胞治疗产品正向国家食品
药品监督管理总局申请临床试验批
件，并有望在进入大规模临床试验之后
2-3年上市。

据介绍，CAR-T细胞全称为嵌合
抗原受体T细胞。CAR-T细胞疗法的
基本原理就是提取患者自身的关键免
疫细胞——T细胞，给它嵌入一种嵌合
抗原受体（CAR），该受体能够在识别肿
瘤细胞表面抗原的同时，激活T细胞杀
死肿瘤细胞。打个比方说，T细胞如果
是一支“普通军队”，那么CAR-T细胞
就是一支拥有GPS的“特种部队”，能够
精准定位到“敌军”即肿瘤细胞的位置，
并将其歼灭，实现对患者的靶向治疗。

目前，该技术已经达到国内领先、国际
一流水平。

精准生物副总经理周正军称，目前，
他们已经对肿瘤治疗的十几种靶点展开
了研究，其中CAR-T细胞疗法对B系
急性淋巴细胞白血病的缓解率高达
91%，“有35名患者成为了首批‘吃螃
蟹’的人，采用CAR-T细胞进行了试验
性治疗，其中32名已经出院，截至目前
没有复发。”

他表示，今年8月，美国FDA批准诺
华 CAR- T 细胞疗法上市，标志着
CAR-T细胞疗法真正进入临床应用，也

让CAR-T细胞疗法成为肿瘤治疗领域
最吸引人眼球的技术之一。目前，越来
越多的药企涌入该领域，仅国内就有百
余家企业正在进行CAR-T产品研发。

“面对如此激烈的竞争，知识产权保
护就显得极其重要。”他说，从2011年开
始，诺华就在中国布局CAR-T专利，截
至2017年11月，已布局10余项相关专
利。而精准生物研发的CAR-T细胞疗
法尽管还未进入大规模临床试验，但也
已经围绕相关核心技术申请了10项国
家发明专利，并准备申请PCT国际专利。

此外，精准生物还在向国家食品药

品监督管理总局申请临床试验批件，并
有望在进入大规模临床试验之后2-3年
上市。

“这是利用患者自身的免疫细胞进
行治疗，更加有效，而且副作用更小。”周
正军表示，精准生物的CAR-T细胞疗
法在疗效和费用上也很有优势。他举例
说，美国药企Kite公司研发的CAR-T
细胞疗法，目前对急性淋巴细胞白血病
的缓解率为60%，一个疗程的费用高达
37万美元。精准生物的产品不仅缓解率
更高，而且一个疗程的费用预计为30万
元人民币左右，减轻了患者的负担。

用自身免疫细胞杀灭肿瘤细胞
“重庆造”CAR-T细胞治疗产品将大规模临床试验

近日，汽车行驶在丰都县三建乡红旗寨村新装了钢防护栏的公路上。
该乡是深度贫困乡，由于地处大山，135 公里公路坡陡弯急，存在安全隐
患。在农村公路安保工程建设实施中，市县共投资2295万元安装钢防护
栏，目前已竣工8.5公里，今年12月将全部安装完成。特约摄影 杨波

乡村公路装上钢防护栏

11月27日上午，88台重型车辆依次通过万利高速重庆驸马长江大桥，为期
一周的大桥静动载试验顺利结束。检测显示，这座长江上游主跨最长（1050米）
的悬索桥受力情况满足设计规范要求。

据悉，穿越三峡库区和长江经济带的万利高速有望2017年底全线通车。
届时，万州到湖北利川车程将由2.5小时缩短为40分钟左右。

通讯员 黄金华 胡华 摄

长江上游主跨最长悬索桥
完成静动载试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