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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 杨骏）近日，我市包
括链家、诚祥、美联、京中等10余家房地产
中介机构对外作出承诺（详见附件）：严禁
收取客户任何一切不正当或违规费用（含
转号费、茶水费、选房费等）、严禁公司员工
在任何场所（包括网络、朋友圈、QQ空间、
微博等）散布一切违法违规、不合实际或房
价升降预期以制造紧张气氛，扰乱市场的
信息。

各中介机构还分别公布了举报电
话，供购房者和社会人士投诉监督。同

时，重庆市国土资源房屋评估和经纪协
会 也 公 布 了 监 督 举 报 电 话 ：023-
63654191；023-63654182。

市国土资源房屋评估和经纪协会相
关负责人表示，近段时间协会根据市国
土房管局统一部署，就规范房地产市场
秩序，采取了自查自纠、专项抽检等多种
措施检查中介机构经营行为。

据了解，本次重点在主城九区有代
理公司代理销售的新建商品房项目和各
机构二手房交易门店开展重点检查。检

查新房销售中发布违法广告、囤房惜售、
哄抬房价、炒房卖号、雇人排队、价外收
费等行为；检查二手房交易门店信谣传
谣、获取差价、捆绑收费等行为。

此前，重庆恩居房产经纪有限公司
工作人员刘某、重庆到家了网络科技有
限公司工作人员李某宁分别在微信朋友
圈、微信群发布不实楼市信息，被市国土
房管部门与公安部门联合调查处理。

该负责人介绍，协会对房产中介市
场的检查还公布了举报投诉案件线索电

话（023-63654191；023- 63654182），
建立了案件线索移送制度，对在排查和
群众投诉举报中发现的案件线索进行梳
理，与房地产行政管理部门密切配合，集
中查办侵害群众利益的违法违纪行为，
对违反行规行约的要严肃处理，涉嫌违
法违规的，及时移交相关部门。

据透露，在检查工作结束后，还将集
中处理、通报一批违法违规的案件，督促
全行业加强自律规范，对存在问题进行
整改。

重庆再次严查房地产中介行为
10余家中介承诺不收转号费、茶水费、选房费等一切违规费用

本报深圳电 （记者 袁尚武）5
月10日上午，第十四届深圳文博会在
深圳会展中心开幕。重庆市有13家
文创企业组团参加，这是重庆组团参
加深圳文博会以来文创企业参会最多
的一次。重庆美术公司为重庆主馆的
设计制作布展。

第十四届深圳文博会为期5天，前
2天为专业观众日、后3天为公众开放

日。展会主要内容分为博览与交易、配
套活动和网上文博会等三大部分。

重庆市文化委组织了包括重庆
中科云丛科技、猪八戒网、酉阳苗
绣、重庆山神漆器、中医少林堂、梁
平玉竹、巫溪宁绣刺绣、三峡刺绣等
在内的13家文创企业品牌参会，涵
盖传统手工艺，雕塑、抛沙画、非遗
产品等。重庆大学出版社等3家重

庆优秀数字出版企业同时参加数字
出版馆的展示。

重庆日报记者了解到，第十四届
深圳文博会吸引了来自欧洲、亚洲、非
洲、南美洲、北美洲、大洋洲的42个国
家和地区的130家海外机构参展，邀
请了来自美国、英国、法国等101个国
家和地区的约2.1万名海外展商前来
参会、参展和采购。

全国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及港澳
台地区全部参展。文博会主展馆共计
2308家政府组团、企业和机构参展，比
上届增加了6个。本届文博会主会场在
深圳会展中心，总展位面积10.5万平方
米，共设9个展馆，分别是综合馆、时尚
设计馆、影视动漫游戏馆、新闻出版馆、
数字文化馆、艺术品馆、一带一路·国际
馆、非物质文化遗产馆、工艺美术馆。

第十四届深圳文博会昨日开幕

13家重庆文创企业亮绝活

本报讯 （首席记者 李珩）5 月
10日，重庆日报记者从2018年重庆市
护理管理工作会暨纪念5·12国际护士
节大会上获悉，近年来，我市护理队伍
不断壮大，截至2017年底，全市注册护
士总数达 84768 人，较 2015 年增长
21.1%，增幅和年均增速均创历史新
高。

来自市卫计委统计数据显示，我市
每千人口护士数从2015年的2.32提高
到2017年的2.76，医护比由2010年的
1：0.85提高到2017年的1：1.24，扭转了
长期以来医护比例倒置的问题

除队伍在不断壮大外，护士队伍整
体素质也大幅度提高，全市护士队伍
学历结构已从中专为主体转向大专以

上为主体。为强化技能，我市实行了
“三基三严”培训考核，强化新入职护
士、专科护士、护理管理人员的岗位培
训，目前已完成2169名护理人员的规
范化培训，护士综合素质和岗位能力
明显提升。

最让患者受益的就是优质护理的推
行。据了解，优质护理服务已覆盖全市
所有二级以上医院，优质护理内涵也不

断提升，如重医附一院的“五心”护理品
牌，重医附二院全人、全程、全心的“三
全”护理，重医附属儿童医院“母亲的心、
科学的脑、灵巧的手”的服务承诺，重医
附属永川医院的“一科一特色”等，让患
者的就医体验得到改善。

同时，我市各医院还通过健康大讲
堂、宣传专栏、微信、QQ、宣教手册、责任
护士口头指导等形式，开展延伸护理服

务。
“今年我们还将增加一线护士数量，

尤其是社区护理、老年护理、慢病护理、
安宁疗护等短缺人才，满足临床需求。”
市卫计委有关负责人表示，还将把护士
的职称晋升、职务竞聘、薪酬待遇等向临
床一线护士倾斜，并落实在编与非编护
士的同工同酬，提升护士自我与社会的
认同感。

截至2017年底重庆注册护士总数达84768人

优质护理服务已覆盖所有二级以上医院

本报讯 （记者 夏元）新能源
汽车充电越发方便。重庆日报记者
5月10日从市公交巴驿站场公司
获悉，位于南坪西路及花园新村两
个公交站场的首批23个充电桩日
前投用，不仅为公交车充电，也为私
家车提供充电服务。

据介绍，南坪西路站场的13个
充电桩位于南岸金阳骑龙山庄附
近，是南坪商圈内首批公用直流快
充桩，单个功率120千瓦。其余10
个充电桩位于渝北龙溪街道花园新
村站场，同样是单个功率120千瓦

的直流快充桩。
巴驿站场公司称，这批充电桩

最快1分钟可充2度电，一台车约15
分钟即可充满，满足200公里续航
里程。其中私家车的充电费将按国
家资费标准收取，车主可通过微信、
支付宝、专用充值卡等方式支付。

预计5月上旬，主城还将有3
个站场、65个充电桩投用。到9月
底，主城24个公交站场将建成投用
515个直流快速充电桩，届时每天
可为1.5万台新能源汽车提供充电
服务。

主城公交站场首批23个充电桩投用

私家车也可前往充电

本报讯 （记者 周松）5月10
日，重庆日报记者从市公安局出入
境管理局获悉，今年参加中考、高考
的本市考生，在6月9日至8月31
日期间，凭准考证和本人身份证到
我市任意出入境办证大厅申办出入
境证件均可享“快捷通道”，办证时
限从10个工作日直接缩短为5个
工作日。

同时，市公安局三亚湾办证大
厅每周六都正常对外接待，考生也
可根据自身学习安排，利用周六前
来申办出入境证件。而对拟出国
（境）参加考试、培训等事宜，需紧急

申办出入境证件的考生，出入境部
门也将提供24小时急事急办服务。

出入境管理局提醒，未满16周
岁的考生申办出入境证件，除准考
证外，需提交本人居民身份证或户
口簿，同时需监护人陪同，并提交监
护人的居民身份证。监护人无法陪
同的，可委托他人陪同，并提交委托
书、监护人居民身份证及被委托人
居民身份证。

了解更多信息，可拨打重庆公
安出入境咨询电话63961944，@重
庆公安出入境官方微博或关注“重
庆公安出入境”微信公众号。

今年参加中、高考的重庆考生
办出入境证件只需5个工作日

本报讯 （记者 韩毅）5月9
日，市旅发委举办2018年重庆国际
旅游狂欢节新闻发布会。本届旅游
狂欢节将于6月8日—10日在悦来
国际博览中心举行，共邀请到18个
国家和地区参展，市民现场下单暑
期研学旅游产品可降2000元。

今年的旅游狂欢节主要分为展
览展示、互动活动两大部分，预计展
位达1000个，包括国际旅游区、精
品旅游线路展区、旅行社交易区、民
宿及房车体验区、旅行用品采购区
等。

目前，组委会已邀请到新加坡、
斯里兰卡、伊朗、日本等18个国家
和地区，及国内众多省市旅游主管
部门、行业组织、景区、旅行社、酒
店、航空公司等参展。

狂欢节上将重点打造旅行社惠
民交易区，由旅行社、旅游集散中

心、航空公司等联合推出“旅行线路
现场下单、全年最低折扣优惠”活
动。

市民现场购买旅游线路，凭销
售合同可到组委会活动中心抽奖，
奖品有帐篷、旅行背包、运动手表
等，特等奖为重庆至洛杉矶往返机
票。

此外，狂欢节还将举办丰富多
彩的互动体验活动和赛事，如真人

“跳一跳”挑战赛、吉祥物YOYO和
你一起抖音“拍灰舞”、王者荣耀手
游挑战赛、最美星空泡泡屋免费体
验、风情外籍舞者巡游表演、巴渝文
化抢答赛、全民健身社区舞蹈比赛
等。

组委会还将提前发放近十万元
现金抵扣券，市民朋友关注微信公
众号“重庆旅游狂欢节”预约领取，
凭抵扣券可到旅行社专区消费。

重庆国际旅游狂欢节6月启幕
现场下单暑期研学旅游产品可降2000元

本报讯 （记者 王濛昀）5月
22日，2018·第七届中国乌江苗族
踩花山节暨中国·彭水水上运动大
赛将在彭水县拉开帷幕。这是重庆
日报记者昨日从市政府新闻发布会
上获悉的。

据了解，本次“踩花山节”将从
5月22日持续至10月底，分为“中
国乌江苗族踩花山节”和“中国·彭
水水上运动大赛”两部分。活动期
间，彭水县将在蚩尤九黎城、摩围
山、郁山古镇等景区策划一系列节
会活动。

踩花山节是苗族人祭祀祖先蚩
尤的盛大传统节日，围绕这一主题，
彭水县共策划了19项民俗文化活
动，包括祭祀大典、民歌会、农产品
展销、实景剧展演、民族舞比赛等，
活动涵盖了观赏、参与、购物等多个
方面，可让游客全面融入当地特色
苗族文化中。此外，热爱水上运动
和户外运动的游客还可在节会期间
欣赏到中国摩托艇联赛、国际漂流
大赛、户外运动挑战赛等6大精彩
赛事，也可亲身参与游泳马拉松、江
河钓鱼大赛等休闲娱乐赛事。

彭水县“踩花山节”5月下旬开幕

19项民俗文化活动等你参加

本报讯 （记者 黄光红）近
日，用益金融信托研究院发布了
《2017-2018年信托公司综合实力
排名》，重庆信托综合实力排在第
二，仅次于中信信托。

据了解，本次排名依据的是用
益金融信托研究院开发的信托机构
评价体系，数据主要来自各信托公
司公开披露的2017年年度报告。
排名结果显示，在全国68家信托公
司中，综合实力在前十名的依次是

中信信托、重庆信托、平安信托、华
润信托、安信信托、中融信托、华能
信托、建信信托、渤海信托和江苏信
托。其中，前七名处于第一梯队。

作为第一梯队唯一的中西部信
托公司，重庆信托近年来的经营业
绩始终处于行业前列。2017年，在
股东中国人寿与清华同方的大力支
持下，该公司将注册资本增加至
150亿元，位居行业之首，综合实力
得到进一步提升。

信托公司综合实力排名出炉

重庆本土信托公司位居第二

本报讯 （记者 曾立）5月10
日，由华夏航空公司执飞的重庆—
阿拉善（左旗）—呼和浩特航线成功
首航，首次实现了重庆与阿拉善（左
旗）的航空互访，两地的时空距离由
此缩短为2小时。

据华夏航空相关负责人介绍，
新航线由庞巴迪CRJ900 机型执
飞，每天各飞一班往返。开航初期，
华夏航空将推出一定量的特价机
票，重庆飞阿拉善（左旗）的机票
140元起，重庆飞呼和浩特的机票
200元起（此价格不含民航发展基

金），特价机票数量有限，旅客需提
前购买。

阿拉善盟位于内蒙古自治区西
部，下辖阿拉善左旗、阿拉善右旗、
额济纳旗，此条新航线飞的是位于
阿拉善盟东部的阿拉善左旗。阿拉
善自然风光十分壮美，奇异的大漠
风光、秀美的贺兰山神韵、雄浑的戈
壁奇观、豪放的蒙古风情，构成了其
独具特色的旅游资源。其境内的腾
格里沙漠深受游客喜爱，沙漠野餐、
沙漠露营、观星赏月等项目是都市
人亲近自然、放松身心的绝佳选择。

重庆—阿拉善航线开通

10日上午，第十四届深圳文博会
开幕。重庆展馆内琳琅满目的文创产
品引来众人围观，展品成了抢手货。

勤互动 重庆主馆爆棚

此次参加第十四届重庆文博会
的13家重庆文创企业，是从41家企
业中精心挑选的，家家都有看家本
领。重庆山神漆器制作工艺复杂，是
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产品，很有重
庆特色；重庆中医世家刘少林除了展
示家传中医古籍善本，还有针对当下
人求医问药的《养生恒历》，现场就
有患者求医问诊；来自梁平的竹编、
陈木金丝楠木制作者冯光俊带来了
寓意吉祥的精美木雕；华本汉文化传
播带来的汉服表演，吸引很多人围观
合影；抛沙画是来自长寿的艺术家邓
强的绝活，几盒彩色沙子在他手中很
快变成了一幅精美的抛沙画，引来阵
阵喝彩声。

重庆中科云丛科技带来的是人脸
识别系统，参观者在此经过，几秒钟就
可以通过大数据分析，找出自己与哪
个名人长得最像，相似度多少。来自
深圳的刘绍典先生说，今年以来重庆
在网上很火，他就是冲着“重庆”两个
字来看文博会重庆馆的。

据统计，重庆主馆昨日人流量达
1.2万人次，迎来开门红。

有特色 展品一度脱销

上午10∶30，1号综合馆迎来第
一波观展高峰，重庆主展馆也打起了
拥堂。在重庆壹秋堂夏布展区，一对
来自哈尔滨的夫妇看上一套夏布工
艺品，当即买下。他们此前并不知重
庆的千年夏布制作工艺，听工作人员
介绍后又选购一套。

据夏布设计师綦涛介绍，这是
她第六次参加深圳文博会。第一次
参加是临时借用别人的展示台，展

出的夏布工艺品却受到与会者的青
睐。通过多次参加文博会，夏布的
知名度提高了。她认为要让文创产
品更接地气，就要找好结合点。昨
日，深圳国色天香灯具公司也来洽
谈合作，打算用夏布制作成灯饰。

“好的创意产品不愁订单。”綦涛说。
在重庆主展馆，来自酉阳的苗族

秀娘陈国桃穿着苗族女性服饰，举手
投足都很吸引眼球。她说，由她的团
队设计的带有苗族特色的箱包饰品为
乡下姐妹提供了施展技艺的舞台，也
为她们带来不菲的经济效益。她说，
去年第十三届深圳文博会她共接到7
份订单，总价值100多万元。后续的
订单也随之而来，如今她的企业年产
值过千万元。

重创意 重庆文创受青睐

重庆日报记者了解到，我市组团
参加的深圳文博会已经连续十余年。

重庆馆主展厅面积和参会的文创企业
也逐年增多。

“前些年，一些企业不了解参加文
博会的好处，还要政府动员参加。”谈
起组织深圳文博会的经历，市文化委
文化产业处处长陶宏宽感慨良多。

陶宏宽介绍，过去重庆的文创企
业往往是小团队，手工制作，不会吆
喝，品牌意识不强，参展的文创产品
与人们的文化需求有一定距离。“没
有销售收入还要搭上路费，一些企业
当然不愿意参展。”为此，市文化委相
关部门积极引导文创企业将传统工
艺与当下的文化需求嫁接，用丰富多
彩实惠实用的文化产品满足人民的
多样化文化需求，加上文博会的助
推，得到了参会企业的认同。今年，
市文化委组织第十四届深圳文博会，
报名的文化企业就有41家，最终选
出有代表性的13家参会，逐渐走向良
性循环。

（本报深圳电）

图①：重庆夏布制作的工艺品开展第一天就销售火爆。

图②：重庆山神漆器木胎上漆后晶莹剔透。

图③：来自重庆永川的艺术家现场石影雕画。 本栏图片由记者袁尚武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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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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突出重庆特色
有创意还会吆喝

重庆文创产品成抢手货
本报记者 袁尚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