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成渝路
西环-中梁山隧道-白市驿
●渝武路
北环-三溪口-北碚隧道-
草街
●渝涪路
东环-唐家沱-铁山坪隧
道-鱼嘴
●渝黔路
南环-G75 巴南-一品-綦
江
●渝湘路
G65巴南-南环段
●渝遂路
铜梁东-云雾山隧道段
●长万路
长寿湖-桃花段

高速公路
易拥堵路段

●成渝路
G85九龙坡站
●渝武路
G75北碚站
●渝涪路
G50江北站
●垫忠路
G42牡丹源站
●界水路
G65巴南站
●渝黔路
G75巴南站
●渝黔路
G75崇溪河站
●綦江
G93沙坪坝站

高速公路
车流量较大收费站

●成渝路
中梁山隧道、缙云山隧
道
●渝武路
北碚隧道、西山坪隧道
●渝涪路
铁山坪隧道、晏家-洛
碛路段
●渝黔路
一品-綦江路段
●界水路
龙凤山隧道、石龙隧道
●水武路
白马至武隆段隧道群

高速公路
事故多发路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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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 杨永芹）9月27日，市交通行政执法总队、
重庆高速集团发布消息称，国庆长假期间10月1日至10月7日，
预计我市高速公路车流量较平时增长八成多，其中8∶00-11∶00
和15∶00-21∶00时段最易堵。

本报讯 （记者 韩毅）9月27
日，沙坪坝区旅发委推出6条国庆
暨秋季旅游精品线路，让游客在烂
漫秋色中，尽享文化旅游饕餮盛宴。

沙坪坝区是重庆著名的文化
区，文化旅游、都市旅游、乡村旅游、
温泉旅游、研学旅游等体系健全，尤
其是磁器口古镇、融汇温泉、渣滓
洞、白公馆、歌乐山国际慢城等景区
景点，每年国庆黄金周均吸引大量
游客。

此次该区推出的6条国庆暨秋
季旅游精品线路，分别是：

文艺清新旅游线路，西西弗书
店→重庆抗战教育博物馆→转运楼
老茶馆戏院→S1938国际创客港→
四川美术学院；

沙磁文化旅游线路，张善子
墓→磁器口后街→徐悲鸿《巴人
汲水图》取景地→傅抱石生活创作
地→四川美术学院美术馆；

网络知名景区旅游线路，重庆
图书馆→三峡广场→川外老铁路→
沙磁巷→磁器口古镇→磁器口后
街→重庆西部物流园→四川美术学
院美术馆→缙云山远山有窑；

山城生活旅游线路，黄桷坪→
钟家院→翰林院→宝善宫→鑫记杂
货店→磁器口后街→转运楼→宝轮
寺→少妇尿童铜雕→文昌宫；

都市潮流旅游线路，S1938国
际创客港→三峡广场→沙坪公园→
平顶山文化公园→融汇温泉→泉里
小镇；

经典红岩旅游线路，山洞片区
抗战遗址→林园→南开中学抗战遗
址群→重庆大学抗战遗址群→中国
国际广播电台电力厂旧址→抗战名
人旧居。

沙坪坝 6条旅游精品线路总有一款适合你

本报讯 （记者 崔曜）9月26日，
重庆市消费者权益保护委员会（以下简称
市消委会）发布室内加热器（电暖器）比较
试验结果，采购的20个样品中，17个达
到标准，3个存在不同程度的安全隐患。
从产品的舒适性而言，20个样品除个别
指标外差异不大，部分产品售价与性能并
不成正比。

电暖器是人们冬天御寒的主要用品
之一，目前市场上电暖器种类繁多，有电
油汀、暖风机、电热丝、石英管、快热炉等，
价格也从几十元到上千元不等。面对市
场上琳琅满目且价格差异较大的电暖器，
消费者该如何选择？为了帮助消费者知
晓电暖器的产品质量，市消委会对我市市
场上销售的部分品牌电暖器商品进行了

比较试验。
本次比较试验样品均由工作人员以

普通消费者的身份在主城区的百安居、苏
宁电器、沃尔玛、华润万家等购物商场和
大型超市随机购买，共购8个品牌的20
个样本电暖器，其中：辐射式3个，对流式
4个，风暖式6个，油汀式7个。20个样本
涉及艾美特、美的、先锋、松桥等8个品
牌，主要产自于广东、浙江、江苏、山东等
沿海地区。

市消委会相关负责人表示，测试中，
“松桥”牌电暖器的样品内部连接线与金
属外壳直接接触，容易导致人体触电。此
外，松桥牌电暖器的标志与说明书也未注
明它是Ⅱ类器具，存在瑕疵，不过这款产
品单价却高达499元。

电暖器的舒适性是另一个考察的重
点，本次比较试验从产品的耐潮湿IPX1、
加热温度、升温速度、室内温度的稳定性、
加热器表面及周围温度、有效功率等6个维

度展开了测试。结果显示，20个样品除个
别指标外差异并不大，售价高的功能上不
一定有优势。例如在耐潮湿的比较试验
中，单价359元的先锋牌电暖器没有通过
测试，其他几款更便宜的电暖器均达标。

市消委会提醒消费者，购买电暖器一
定要到正规商场选购，购买时一定要认真
查看产品是否有“CCC（中国强制性产品认
证制度）”铭牌，必要时可以向商家索要产
品“CCC”证书或者“CCC”检测合格报告。
对于较长时间使用电暖器的消费者，购买
电暖器时可以选择制热能力较为稳定的对
流式电暖器；对于时间用得短的消费者，可
以选择制热时间短的风暖式电暖器；对于
皮肤容易干燥的消费者，可以购买带加湿
功能的油汀类电暖器。

重庆市消委会发布电暖器比较试验结果
部分产品售价与性能不成正比 本报讯 （记者 栗园园）9月

27日，重庆日报记者从市政府新闻
发布会上获悉，为促进当地乡村旅游
提档升级和柠檬产业全方位发展，潼
南区将于10月11日至11月11日举
办2018中国·重庆潼南国际柠檬节。

本届柠檬节以“柠檬之都·六养
潼南”为主题，期间将举办招商引资、
文艺演出、采摘体验、半程马拉松比
赛、无人机应用产业峰会、柠檬推介
会、柠檬大健康论坛、潼南绿产业云
智慧市场启动仪式8大系列活动。

潼南区相关负责人介绍，潼南地
处北纬30度，土壤偏酸性，灌溉便
利，是种植柠檬的理想区域，也是世
界三大顶级柠檬产地之一。近年来，
该区抢抓重庆市实施柑橘（柠檬）等
7个百亿级特色产业链的契机，大力
发展柠檬特色产业，加快推进全市百
亿级柠檬产业核心区建设。目前，该
区柠檬种植面积达32万亩，产量25
万吨，产值32.6亿元，带动三产增加
5.2亿元，帮助5万余农民脱贫增收
致富。

潼南国际柠檬节下月11日开幕

本报讯 （见习记者 宗华月）
9月27日，“中航科技杯”2018舒曼
国际青少年钢琴大赛（亚太选拔赛）
决赛新闻发布会在重庆市新闻发布
中心举行。重庆日报记者从会上获
悉，10月1日至6日，2018舒曼国际
青少年钢琴大赛（亚太选拔赛）决赛
将在九龙坡区黄桷坪钢琴博物馆举
行。市民可免费观看。

据了解，舒曼国际青少年钢琴大
赛每两年举办一次，是国际性著名钢
琴大赛之一，旨在培养和选拔18岁
以下青少年钢琴家。自2016年以
来，舒曼国际青少年钢琴大赛（亚太

选拔赛）决赛永久落户九龙坡区。
发布会相关人员介绍，本届大赛

从6月启动，从参加初赛的40000余
名选手中选拔出来100余名选手，将
参加国庆期间的决赛和颁奖音乐会。
主办方希望借此大赛，发掘并培养更
多有音乐才华的孩子，让他们有机会
进入世界著名音乐学院学习深造。

据悉，本次决赛共设7个组别，
最多将产生21名优胜者（各组的前
三名），他们将有资格参加明年3月1
日至5日，在德国杜塞尔多夫举办的
2019舒曼国际青少年钢琴大赛（德
国总决赛）。

2018舒曼国际青少年钢琴大赛（亚太选拔赛）决赛将举行

百余名青少年争夺21个赴德名额

本报讯 （首席记者 李珩）9
月27日晚，作为2018重庆（国际）影
像文化节系列活动之一，“影像进校
园”公开课活动邀请腾讯图片及全国
著名摄影师走进西南政法大学，与学
生们进行视觉影像、视觉新闻传播的
主题分享。

中国摄影家协会会员、长江日报
视觉中心主编贾代腾飞说，就像有人
喜欢记录时代变迁，有人偏爱搜集小
情绪，有人沉湎于飞禽走兽花花草草，
既然选择了影像作为与世界对话的方
式，就有属于自己独特的观看之道。

贾代腾飞分享说，在从事新闻摄
影期间，他一次次感受着时间的力
量，比如他曾拍摄过抗战老兵，拍摄
结束后不久，这位老兵就离世了。他
说，正因如此，每一次按快门，都觉得
是在与时间赛跑，是一次次“抢救性”
的拍摄。

公开课持续了近两个小时，学生们
听得很认真，课后还进行了交流互动。

据了解，此次公开课是2018重
庆（国际）影像文化节的又一个线下
活动，影像文化节由重庆日报联合渝
中区共同举办，旨在展现重庆改革开
放40年来，特别是十八大以来取得
突飞猛进的成绩。影像文化节从今
年6月起已经开始陆续推出，将一直
持续至12月底。目前，影像文化节
已举办过”我爱重庆·精彩一日”百万
市民拍重庆、《见证重庆——大型影
像文献展》等大型活动，在全市掀起
影像热潮。

“影像进校园”公开课活动走进西南政法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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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 汤艳娟 实习
生 毛双）聚母城文化，品渝中底
蕴。9月27日，“重庆母城 美丽渝
中——庆祝改革开放40周年暨新中
国成立69周年主题音乐会”在渝中
区解放碑中心广场举行。短短90分
钟的表演，让观众领略了重庆和母城
文化底蕴，同时看到了母城的发展变
革和生长繁荣。

本次主题音乐会以九开八闭十
七门的母城历史文脉为源，分为“朝
天”“储奇”“通远”三个篇章，戏舞、情

景歌舞、音乐剧、情景打击歌舞乐等
多种新颖的表演方式让人耳目一
新。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川江号
子》传承人曹光裕带来的新编川江号
子《闯风雨》拉开了主题音乐会的序
幕。声情并茂的《峨眉山月歌》《夜雨
寄北》《渝州寄王道矩》《重庆府》，将
重庆故事缓缓勾勒。

值得一提的是，著名本土歌手李
波倾情献唱了自己作词作曲的《渝
调》《中山四路》，这两首歌曲将渝中
文化传到了中国的大江南北。

解放碑举行主题音乐会庆祝改革开放40周年

展现母城的发展与变革

国庆自驾攻略请收好

这些易堵路段最好绕着走

为保证国庆长假期间我市高速公路
路网的安全畅通，9月30日至10月7日，
全市高速公路禁止超限运输车和剧毒化
学品运输车通行。

市交通行政执法总队特别提醒，相关
禁行车辆企业要严格遵守禁止规定，共同
维护国庆长假期间高速公路良好通行秩

序；相关禁行车辆驾驶员应提前规划出行
时间和路线，国庆长假期间改走省道通
行。

同时，国庆长假期间，市交通行政执

法总队将在全路网范围内对车辆开展专
项整治，严查7座以上面包车超员、超速、
非法营运等违法行为，严查货车疲劳驾
驶、超速等重点违法行为。这些违法行为

一经查实，一律按上限进行处罚。
长假期间，重庆西站、重庆北站、江北

机场等出租车候车点，设24小时驻点值
守，引导乘客上车和车辆快速驶离。同
时，设立执法服务点，为有需要的乘客提
供指路向导、应急药品、充电设备、饮用热
水等帮助。

注意！超限运输车、剧毒化学品运输车禁行

国庆长假期间，我市高速主城7个收
费站将设快速理赔服务点，突发轻微交通
事故可提供快速理赔服务。

国庆长假期间，中国人民保险、太平
洋保险、平安保险、中国人寿财产保险等
保险公司的理赔人员，将驻守在G65巴

南主线站、G75巴南主线站、G50江北主
线站、G93沙坪坝主线站、万州天城收费
站、黔江西收费站和涪陵东收费站，提供

及时理赔服务。
同时，为确保交通事故伤员在第一时

间得到救治，国庆长假期间，G50江北、

G50S南岸、长寿、垫江、梁平、万州天城、
南川、武隆、彭水、酉阳、秀山、黔江西等收
费站和水江服务区等设院前医疗急救站
点，救护车将值守现场，为重伤人员开辟

“绿色通道”，并转送伤员至就近医院组织
专家会诊。

方便！我市高速公路7个主线站设快速理赔点

市交通行政执法总队称，
长假期间，全市高速公路将对
7座及7座以下小型客车实行
免费通行，具体免费时间为10
月1日0时至10月7日24时，
免费通行时间点是以驶出高速
公路收费站为准。受免费政策
影响，预计国庆节前夕，将有大
量机动车进入高速公路，届时
高速公路将会出现拥堵现象。

重庆高速集团称，预计7
天假期，我市高速公路车流量
呈“V”字形趋势，假期第一天

和最后一天车流量较大，假期
中间车流量相对较小。7天长
假，预计我市总车流量将达到
933万辆次左右，达到日均133
万辆次，单日最高车流量将会
突破150万辆次。

重庆高速集团建议：假期自
驾出行，请合理安排出行时间，
尽量避开以上路段、时段。如遇
道路拥堵，请控制车速，有序行
进，不要占用应急车道。特别是
切勿疲劳驾驶，行驶2小时左右
可选择相应服务区停车休息。

小心！这些路段最易堵

国庆耍事>>>

本报讯 （记者 韩毅）9月27日，巴
南区五洲园秋季红枫节盛大启幕，500亩
枫叶将山谷“染”成红色海洋，盛邀市民国
庆节前去“打卡”。

五洲园位于巴南区圣灯山镇陈家梁岗
村。园内种植的500亩枫树林，品种包括
三季红枫、羽毛枫、黄枫、青枫、鸡爪槭、中
国红枫、亚洲红枫、红叶石楠等。

据介绍，在本届秋季红枫节上，游客除
了可以欣赏漫山的红叶，还可以参加一系

列精彩的互动活动。这些活动包括：“红枫
似火照山中”首届大学生原创短视频创意
营销大赛，要求3人以上组队参赛，到五洲
园进行原创短视频摄制；五洲桂花仙子评
选活动，邀请五大洲（欧、亚、美、非、大洋）
女性进行才艺比拼，包括歌曲演唱、舞蹈表
演、汉服走秀等。

此外，景区还将举办绚烂五洲园·国际
炫彩慢跑节，集慢跑、趣味、健康于一体，融
合风靡全球的彩虹跑、泡泡跑，共设置3公

里跑道，每位参与者将获赠一套慢跑装备
及纪念章。

景区交通攻略

公共交通——轻轨3号线鱼胡路站下
→鱼胡路公交枢纽站→换乘910路公交车
至跳石（圣灯山镇）→换乘912路公交车→
五洲园。

自驾线路——内环→綦江方向→一品
下道→跳石（圣灯山镇）方向→五洲园。

巴南 五洲园秋季红枫节邀你体验红色浪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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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首席记者 李珩）9
月27日，重庆日报记者从九龙坡区
卫计委获悉，自2016年起，西南地区
贫困农民工尘肺职业病全方位关爱
计划在重庆实施，目前已有2万人次
受益，接受“零花费”治疗。

今年46岁的马勇（化名）就是受益
者之一，马勇来自城口，长期从事接触
大量粉尘的工作，2012年被诊断为“I
期矽肺”。此次他就被纳入关爱计划

中，在定点医院九龙坡区第二人民医院
接受了大容量肺灌洗术。术后，他的病
情明显好转，重燃了对生活的信心。

据统计，目前，该计划已惠及2
万人次，项目辐射重庆、云南，累计减
免费用超过185万元。

据了解，该关爱计划仍在继续，
凡贫困尘肺病农民工可到九龙坡区
第二人民医院进行治疗，经相关机构
审核后，可实现住院“零花费”。

2万名尘肺病贫困农民工接受免费救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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