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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 李珩）欢快的
音乐里，阿姨们舞动身姿，灵活得像
一只只燕子，很难想象，她们竟是乳
腺癌患者。1月21日，重医附一院
举行了康馨沙龙十周年庆典，沙龙
成员全是该院接诊的乳腺癌患者。

据了解，康馨沙龙成立于2007
年，以重医附一院内分泌乳腺外科
为依托，旨在为乳腺癌病友搭建起
一个沟通交流的公益平台，让患者
能提高术后生活质量并普及乳腺病
知识，是西部地区最早的乳腺癌公
益组织。

“目前，乳腺癌发病率在逐年上
升。”重医附一院内分泌乳腺外科主

任厉红元说，20年前，我国乳腺癌
发病率为10-20/10万人，如今则
高达40-50/10万人，增加了三倍
左右，且发现时，不少是中晚期。

厉红元表示，乳腺癌的发生与
众多因素有关，包括年龄、遗传因
素、第一次怀孕年龄、口服避孕药、
膳食高脂肪、饮酒、精神紧张、焦虑
等。因此，预防乳腺癌应改变不良
的生活方式。他提醒，乳腺癌主要
有乳腺彩超和乳腺钼靶检查两种筛
查方式，他建议年轻女性最好每年
定期进行乳腺彩超检查，而40岁以
上女性则最好通过乳腺钼靶筛查乳
腺癌，做到早诊断早治疗。

乳腺癌发病率增加三倍
专家：应改变不良生活方式

本报讯 （记者 杨永芹）近
日，市交通行政执法总队发布消息
称：2月6日至2月13日以及2月
21日至3月2日，将联合重庆市急
救中心、金汇通航，派出直升机和值
班医生在渝蓉高速围龙服务区备
勤，重点针对渝西片区高速公路伤
情严重急需紧急送医的伤员进行救
援。

春运期间，我市渝西片区高速
公路车流量较大。发生交通事故
后，若遇到严重拥堵，伤员可能无法
在第一时间得到救治。直升机驻守
围龙服务区，从接警到将伤员送至

重庆市急救中心，仅需1小时。这
对病人来说，恰是抢救的黄金时期。

此外，为应对高速公路日渐增
多的车流，1月20日到3月20日，
市交通行政执法总队将在我市主线
站、省际站设立27个一级春运执法
服务站，并在已通高速公路的各区
县重要收费站设立二级春运执法服
务站。

春运执法服务站将免费提供热
水、常用药品、简易修车工具，并发
放重庆高速公路避堵线路图，为过
往驾乘人员提供详实直观的出行参
考。

春运期间

我市将派直升机驻守
渝蓉高速救助交通重伤员

本报讯 （首席记者 彭瑜）1月
21日，重庆日报记者从首届三峡乡
村旅游文化节上获悉，万州玫瑰香
橙成了参会客商的抢手货，5家客商
与万州方面签订了1万吨玫瑰香橙
供销合作协议，总金额1.2亿元，开
创万州玫瑰香橙销售奇迹。

万州地处三峡库区腹心，日照
充足、降水充沛、土壤肥沃，冬冷少
霜等优越的地理条件和独特的自然
气候，使其成为全国柑橘种植最适
宜的地区之一，有4000多年的柑橘
种植历史。

2004年，万州区从意大利引

进塔罗科血橙，经过改良后，产品
果大质优，且独具玫瑰色、富含花
青素和晚熟错季三大特色。其成
熟期在每年2—4月，经过凛冽的
寒冬，果皮、果肉自然天成，具有独
特的玫瑰色彩，果肉细嫩多汁、酸
甜适度、营养丰富，还带有一股玫
瑰的芳香，因而被誉为“柑橘王者，
橙中皇后”。

目前，万州玫瑰香橙种植面积
12万亩，年产量5万吨，先后荣获

“中国地理标志证明商标”“中国生
态原产地保护产品”等殊荣，产品远
销北京、上海、深圳、成都等大城市。

万州玫瑰香橙收获1.2亿元订单

本报讯 （记者 栗园园）1月21日，重庆市农业
产业化龙头企业与18个深度贫困乡镇产业扶贫投资
项目签约仪式在第十七届西部农交会上举行。

该签约仪式由市农委主办、市农业产业化协会协
办。当天，重庆五斗米饮食文化有限公司、重庆悦博
汇展览有限公司、重庆邮桥米业集团有限公司、重庆
本勋园林绿化工程有限公司、天圣制药集团股份有限

公司分别与城口县四季五谷生态农业开发有限公司、
黔江区金溪镇政府、丰都县三建乡政府、巫溪县红池
坝镇（原中岗乡）政府、石柱土家族自治县中益乡政府
就相关项目进行了签约。

市农业产业化协会相关负责人介绍，农业产业化
龙头企业是推动农业产业化经营发展、带动广大农民
脱贫致富的生力军。去年9月起，该协会对全市18个

深度贫困乡镇的92个村进行摸底调查，然后整理出了
各地招商引资项目信息，此后组织会员单位、龙头企
业深入各乡镇、村社对接考察，确定发展项目。

截至目前，已有35家龙头企业明确了产业扶贫项
目，其中包括14家国家级龙头企业。这些项目涵盖种
植、养殖、加工、购销、乡村旅游、土地检测等94项，意向
投资总计40.8亿元。目前，部分项目已经启动实施。

第十七届西部农交会上

重庆深度贫困乡镇产业扶贫项目成功签约

本报讯 （记者 栗园园）“我们这个红烧羊肉罐
头，吃的时候只需拿热水烫一下，或者倒出来用微波
炉加热即可，不用再掺水或者其他调料了，非常方便。
现在做活动，还有优惠哦！”1月21日，第十七届西部
农交会已进入第三天，南坪会展中心内仍然热闹非凡。

在秀山土家族苗族自治县展台，一场正在进行中
的村头直播吸引了不少市民驻足观看。红烧羊肉罐
头、杜幺妹海椒、米豆腐、土鸡蛋……各产品负责人在
镜头前卖力地介绍，引来不少市民上前试吃，众多网
友也纷纷在线上留言咨询，不一会儿订单便接踵而
至。

该展台负责人张良贵介绍，“村头”是秀山县的一

个农村电商平台，近年来，该县借助时下十分流行的
网络直播模式，利用“村头”平台，深入介绍各乡镇特
色农产品。这种直观、生动的表现形式，对农产品宣
传起到了非常好的效果。本届农交会开幕当天下午，
秀山就将村头直播“搬”进了展会现场。

直播过程中，除了推介前来参展的农特产品外，
主播还不时设置问答环节，与线下、线上的消费者进
行互动，进一步加深消费者对产品的认识。“网友通过
直播看到自己心仪的产品，就可以直接在平台上下
单，十分方便。”张良贵说，通过近两天的直播，“村头”
平台的粉丝增加了1万多名。

在“村头”直播的带动下，截至20日，秀山展台的

豆腐乳、土猪肉等产品已卖断货，线上、线下交易总额
接近25万元。红烧羊肉罐头还吸引了部分超市、食品
批发中心前来签约，签约总额100多万元。

“村头”直播来助力

秀山农产品走俏农交会

农交会上，秀山展台“村头”直播现场。
（秀山县农委供图）

1 月 17 日，长寿区桃花河上，
工人站在浮桥上进行河道延时曝
气生物接触氧化处理工程施工。
近段时间，长寿区实施桃花河河道
延时曝气生物接触氧化处理工程，
治理段长度共 30 公里，将于今年
春节前完工。整个系统运行后，将
极大提高桃花河水体的自净能力，
水体质量在 10 天内即能得到明显
改善。

记者 谢智强 摄

长寿桃花河治理
春节前完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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独揽山河境 心御世界宽
550亿世界乐园里 龙风河畔万达城TOP级

130—220平方米滨河|坡地独拼|别墅
85—110平方米|宽式洋房|极致湖山阔景

2018重庆万达城 梦想新起航

万达茂提速重庆文旅经济引擎

万达茂位于万达文化旅游城的核心
位置，建筑面积约为21.83万平米，通过
贯穿式室内商业街作为中心轴线和主要
人流动线，将电影乐园、娱乐楼和不同的
室内游乐园串联起来，万达茂将汇集娱
雪乐园、温泉水乐园、海洋乐园等多种业
态相结合，其中娱雪乐园是第四代室内

滑雪场，场内设有多条不同坡度雪道，还
有下雪体验区，给游客带去北国冰雪风
景，改变了重庆季节惯性，让“火炉”重庆
变成夏有凉风，四季有雪的旅游城市。

室外主题乐园点亮城市梦想

主题公园占地45公顷，总建筑面
积 7.76 万平方米，由万达文化旅游游
戏规划研究院。主题公园由五个分景
区构成，分别为江州山城、三侠传奇、
麻辣时光、神秘山谷和巴渝古国，五大
分景区各自都有自己所对应的主题，
打造为重庆乃至整个西南地区的文化
旅游热点。

巴渝秀场上演城市文化艺术

巴渝秀场总建筑面积1.6万平方米，
共有1535座：观众厅1500座、VIP室35

座，共上下两层，是由德贡 Dragone
Entertainment GmbH( 瑞 士)、Luc
Petit CREATION(比利时)、北京中元
国际工程有限公司等八家著名设计公司
联袂打造。

巴渝秀场项目不论剧场的建筑设计
还是演艺内容的编排，始终将巴渝文化
作为主打元素，以重庆丰富的自然人文
景观为背景，依托震撼的声光电等舞台
效果，将独有的巴渝文化形成一种极致
化呈现。

酒店群创造旅游居所新模式

万达集团拥有中国最大的五星级酒
店品牌管理运营公司，拥有五星级以上
酒店品牌万达嘉华、万达文华和万达瑞
华。而在重庆万达城酒店群包含：六星
酒店、五星酒店、主题酒店和会议中心组
成。六星酒店位于酒店群的西北部，依

势而建拥有私家别墅客房和私人管家提
供定制服务；五星酒店位于酒店群东北
部，拥有250间客房。目前设计总图及
单体方案已经完成，预计2020年4月正
式开业。

飞雪寺开启尘封千年匠心经典

重庆万达城飞雪寺是万达集团首个
寺庙项目，位于万达城酒店群北侧，周边
有飞雪岩瀑布、梁滩河、高滩桥、摩崖石
刻、栖真洞、流杯石等景观资源和历史文
化遗迹，形成集人文与自然为一体的历
史文化景观带。

飞雪寺主体建筑采用传统的伽蓝七
堂平面布局，主庭院前部布置有东西双
塔。这种典型的唐代寺庙布局形式在国
内已无实例可考，属国内复建唐代寺院
中首创，目前建筑方案已获得审批通过，
预计2020年落成。

2018年万达城巅峰再启 缔造重庆文旅城市新地标
1月 19日，重庆万达旅游

城以“凤舞山城巅，花开见世
界”为主题的五大文旅物业启
动仪式在山茶花展示中心隆重
举行。这意味着万众期待的万
达茂、室外主题乐园、滨湖星级

度假酒店集群、国际舞台秀场、
千年古刹飞雪寺等多个业态正
式启动，预计在2020年联袂展
向重庆、展向全国。由此，重庆
万达城将成为新时代重庆国际
文化旅游新地标。

当一座座城市发展的里程
碑崛起时，让重庆这座城市登
上国际舞台，与之相对比的
是，代表城市人文、自然与现
代的世界名片缺位，而万达文
化旅游区正式启动，则意味着
重庆将会拥有一个将自然资
源、人文资源与现代商业文旅
资源结合在一起的新版块。重
庆万达城项目占地460公顷，
总投资550亿元，其中文化旅
游投资超过260亿元，重庆万
达城以创新的手法将商业、地

域文化和旅游观光相结合。打
造巴渝文化为背景，将万达
茂、室外主题乐园、滨湖星级
度假酒店集群、舞台秀场、千
年古刹飞雪寺各大业态相结
合，以3000年巴渝文化筑基，
打造高水准、高标准的文化旅
游世界地标，将重庆城市的文
化瑰宝礼呈世界舞台，改变重
庆文化产业，助推重庆成为世
界旅游目的地，它的建成将是
重庆文化史与城市发展史上，
都值得浓墨重彩的一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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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持物业模式：五大特色文化产业集大成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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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达城落子重庆
五大自持物业铸就文化新坐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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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介绍，重庆万达城开
业后，将创造至少 3 万个就
业岗位，预计每年将会为重
庆带来 2000 万游客，提振城
市经济，每年增加不少于100
亿元的旅游收入。重庆万达
城将会辐射周边，将极大推
动重庆旅游服务业的转型升
级，催生多种现代旅游服务
业产生、集聚和发展，让重庆
拥有一个独具魅力和影响力
的文化旅游景观，使重庆成
为世界旅游目的地。

磁器口、白公馆、红岩洞

……都是重庆文明的见证，
是重庆城市性格的名片，但
飞速发展的重庆需要一张全
新名片，万达城则是重庆第
一个，将自然、人文与现代商
业文旅结合在一起，前所未
有的多个业态，也让重庆注
入了新鲜姿态，成为文旅产
业中心，快速提升重庆城市
活力，促使完善城市功能配
套，最终加速推动重庆世界
旅游目的地城市的建设。

颠覆发展格局:万达城将运营重庆城市价值

重庆万达文旅城效果全景图

酒店集群效果图

赵芮 图片由重庆万达城提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