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快 读

➡截至2月8日上午11时，已有4名大陆游客在台湾花莲地
震中遇难。负责搜救的现场指挥人员说，倒塌的云门翠堤大楼中
还发现5名大陆游客被困，救援情况不容乐观。

（据新华社）

台湾花莲地震：4名大陆游客遇难 另有5名被困

➡记者 2 月 8 日获悉，针对近期一些含有危害未成年人身
心健康内容的动漫视频流入境内问题，文化部立即部署清理
查处工作，严查相关互联网文化产品和互联网文化单位，坚
决保护未成年人文化权益，为未成年人健康成长营造良好的
社会文化环境。

文化部严查“儿童邪典片”等
危害未成年人身心健康网络动漫游戏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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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据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建立贫困退
出机制的意见》、《国务院扶贫办关于印发<贫困县退出专项
评估检查实施办法（试行）>的通知》、《重庆市关于建立扶贫
开发工作对象退出机制的实施方案》、《重庆市扶贫开发工作
对象退出检查验收暂行办法》等文件规定，市扶贫开发领导
小组组织市级有关部门和第三方评估机构，对开州区、云阳
县、巫山县3个国家扶贫开发工作重点区县进行了市级检查、
第三方评估和满意度调查。通过严格检查验收和评估，3个
区县均达到扶贫开发工作重点区县脱贫摘帽的标准。现按
规定程序予以公示，请社会各界监督。

公示日期：2018年2月6日至2018年2月11日（5个工作日）
联系人：严伟

联系电话：023-67745179
传真：023-67732020
电子邮箱：cqsfpbkhpgc@163.com
重庆市扶贫开发领导小组办公室

2018年2月6日

关于开州区等3个区县
退出国家扶贫开发工作重点县的公示

重庆市歌剧院艺术厅

打击乐专场音乐会
演出时间：2 月 9 日

19∶30
演出票价：60元
演出单位：重庆市歌剧

院
弦乐四重奏音乐会
演出时间：2 月 23 日

19∶30
演出票价：40元
演出单位：重庆市歌剧

院

巴渝剧院

京剧《苏三起解》《望儿
楼》《华容道》

演出时间：2018 年 2 月
10日 14∶00

演出票价：60元
演出单位：重庆市京剧

团有限责任公司
京剧《沙家浜》
演出时间：2018 年 2 月

11日14∶00
演出票价：60元
演出单位：重庆市京剧

团有限责任公司
京剧《泗州城》《秋江》

《三堂会审》
演出时间：2018 年 2 月

28日14∶00
演出票价：60元
演出单位：重庆市京剧

团有限责任公司

咨询热线：400-809-
6039

官方网址：http：//www.
cqpw.cn/

手机购票：关注微信公
众号，点击进入微商城购票

重庆演出信息

本报讯 （记者 黄光红）
2月7日，重庆日报记者从九龙
坡区与洛贝集的战略合作协议
签约仪式上获悉，九龙坡区将
联手洛贝集打造珠宝消费大数
据平台，助推该区建设大数据
产业集聚区。

2017年 12月，重庆市经
信委与九龙坡区政府签署了
《关于加快推进大数据与实体
经济深度融合的战略合作协
议》，拉开了市区两级联动共
建大数据产业集聚区的序
幕。九龙坡区将围绕数据开
放、采集存储、清洗加工、分析
挖掘和可视化、增值应用、交易
流通及检测认证，推动形成大
数据产业链条，力争到 2021
年，该区大数据相关产业产值
超过50亿元。

在此背景下，九龙坡区引
进了以珠宝为切入口的多元化

互联网创新品牌——洛贝集。
后者投资8000万元，打造了经
营面积达2600平方米的重庆
首家单品牌珠宝体验中心。2
月14日，该珠宝体验中心将在
杨家坪商圈正式开业。届时，
市民可在线下选珠宝、线上下
单付款。

除了供消费者购买珠宝
外，这个采取O2O商业模式运
营的珠宝体验中心还有一个重
要作用，就是为大数据平台提
供源源不断的消费数据。根据
九龙坡区与洛贝集签署的合作
协议，未来，双方将基于珠宝消
费数据，打造珠宝消费大数据
平台，并努力使之成为九龙坡
区大数据创新应用的发展样
板。同时，还将共同推动制定
珠宝行业大数据标准，为九龙
坡区建设大数据产业集聚区增
添动力。

助力大数据产业集聚区建设

九龙坡区将打造
珠宝消费大数据平台

本报讯 （记者 周松）2月8
日，重庆江北机场非常忙碌，与以
往不同的是，过边检不再排长队，
旅客可在T3航站楼的自助查验

通道“刷脸卡”通行。
经过一段时间的试运行，重庆江北机场边检自助查

验通道日前正式启用。T3航站楼入境大厅一改以往排长
队过边检的春运场面，许多旅客拿着出入境证件选择自
助查验通道通行，“就像电影里演的一样，刷个脸卡就通
关了，国外边检都没恁个快！”经常出国的罗女士在通关
后对重庆日报记者感叹。相比传统人工查验方式，使用
自助通道平均每人只需8秒左右，刷证件、比面相、按指
纹，3个简单步骤就能通关，比人工查验快了6倍，如同坐
轻轨一样方便，极大地提高了江北机场旅客通关效率。

据了解，目前江北机场口岸现有出入境边检自助查
验通道30条，是中西部自助通道数量最多的口岸。其中，
入境自助查验通道现已全面启用，出境自助查验通道也
在积极推进中。符合条件的中外旅客和机组员工都可以
选择自助通关，预计年查验人数将达到100万人次。

重庆边检站提醒广大旅客，出入境自助查验通道为
单人单向通道，待一名旅客查验结束后方可继续查验；适
宜使用的旅客应年满7周岁、身高在1.2米以上；抱小孩的
旅客、行动不便的老人、7周岁以下的儿童、随身携带行李
过多的旅客不适宜使用自助通道，应选择人工查验通道
通行；为满足旅客对出入境记录凭证的需求，可以在自助
查验通道后方的自助打印机上免费打印最近一次入境的
记录凭证，该入境凭证与边检机关在出入境证件上的中
国边检验讫章具有同等效力。

本报讯 （记者 韩毅）2月8日，重庆日报
记者从市旅发委召开的春节旅游新闻通气会上
获悉，2018重庆旅游新春推广月活动将于2月10
日在欢乐谷启幕，全市将推出近200余场春节旅
游节庆活动，以丰富新春假日旅游市场供给。

据国家旅游局数据中心调查显示，2018年春
节假日期间，全国假日国内旅游市场将达3.85亿
人次，预计将实现旅游收入4760亿元，分别同比
增长12%和12.5%。

作为春节假期全国排名前十的热门旅游目
的地城市之一的重庆，2月10日将正式启动2018
重庆旅游新春推广月活动。其中，推广月的集中
推广时间为2月10日－11日，届时石柱、云阳、武
隆、万盛等15个区县将在欢乐谷多功能厅展示具
有浓厚地方特色的节目，包括《跳磴石工号子》、
木洞山歌等多个国家及市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

集中推广期间，节目现场还有抽奖活动，将
向幸运观众送出石柱千野草场、丰都名山、梁平
双桂堂、彭水阿依河、武隆芙蓉洞等景区门票，约
8000张。2月10日下午开幕式现场，将抽出价值

5000元重庆新世纪游轮长江三峡双人船票。市
民可关注“重庆市旅游发展委员会”微信公众号
参与抢票。

据悉，2018重庆旅游新春推广月活动将持
续一个月时间，我市各个区县将推出近200余场
春节旅游节庆活动。如万盛奥陶纪景区在春节
期间将为购票游客推出滑雪场免票1小时的服
务，两江影视城将推出每座五折优惠的燚都火
锅年夜饭，江津区四面山景区将推出文创设计
大赛活动，南岸将举行第十一届中国（重庆）新
春年货购物节等。此外，大足石刻国际佛灯艺
术节、铜梁中华龙舞演出晚会、垫江冬季牡丹展
暨油纸伞节等都将在新春推广月期间展示各自
的民俗特色。

重庆新春旅游推广月活动将启动

200余场节庆活动任你玩

本报讯 （记者 韩毅）2月8日，
2018渝西川东“年货购物节”暨新春庙
会在荣昌举行，市民除了可以现场购
买渝西、川东各区县特色商品，还能欣
赏到极具地方特色的民俗和传统手工
艺文化汇演。

据了解，本次活动以“绿色健康、
精品共享”为主题，分两期举行，即2月

8日-14日和2月18日-23日，历时13
天，邀请到安岳、内江、綦江、隆昌、永
川、荣昌等渝西川东地区企业参展。

市民在现场还可欣赏到当地特
色的民俗和传统手工艺文化汇演，
如人偶表演、川剧表演、杂技表演、
武术表演，以及面塑、糖画、年糕制
作体验等。

渝西川东“年货购物节”暨新春庙会启幕

相关新闻>>>

本报讯 （记者 夏元）2月8日，重
庆日报记者从重庆西站汽车站获悉，目前
该车站已开通前往南岸四公里枢纽站的
接驳车，供前往彭水、黔江等渝东南方向
的购票乘客免费乘坐。

据介绍，由于线路安排及运力调配
等原因，目前重庆西站汽车站尚未开通
直达渝东南方向的长途车。乘火车在重
庆西站抵渝的乘客，若要换乘前往武隆、

彭水、酉阳等区县，需辗转到四公里枢纽
站乘车。

为方便乘客出行，重庆西站汽车站特
别开通免费接驳车，乘客在重庆西站汽

车站购票后，凭票可乘坐接驳车直达四
公里枢纽站，到站后无需排队即可上
车出发。

重庆西站汽车站负责人表示，车

站还将根据客流出行情况，计划开通
到龙头寺、菜园坝等长途汽车站的免
费接驳车，节省乘客换乘出行和购票
候车时间。

重庆西站汽车站开通接驳车 免费载客到四公里枢纽站

江北机场通关迎来“刷脸”时代
机场边检站启用自助查验通道 比人工查验快6倍

旅客通过自助查验通道快速通关。
（武警重庆市边防总队供图）

2月8日，是2018年春运中普通的一天。但对重庆客运段的
列车员李清、李洁来说，这一天有些特别，因为当天是她们24岁生
日。这对双胞胎姐妹的生日总因春运而错过。而当天是两姐妹7
年来在生日的第一次相遇。

作为G8504次高铁的列车长，当天早上4点过，李清便带着学习
车长李洁和列车员们开始工作。她们每天至少站立10个小时，在狭

小的车厢里来回走上10公里，弯腰对旅客说超过1000次“您好”。
为了这次难得的相聚，李清悄悄准备了生日蛋糕，在成都东站停
留的间隙，和妹妹以及班组的姐妹们一起过了一个特殊的生日。

据介绍，在重庆客运段，有1000多名像李清、李洁一样将青
春安放在春运第一线的“90后”乘务员。

本栏图片均由首席记者崔力摄影报道

春春
运
姐
妹
花

运
姐
妹
花

▲2月8日，成都东站，李清、李洁将充满浓郁年
味的饰品挂上车窗。

▶2月8日，成都东站，由于动车内禁止烟火，两
姐妹的生日蛋糕上没有点燃的蜡烛，但这毫不影响
她们喜悦的心情。

▶2月8日，
G8504 次高铁 ，
列车员李清、李
洁两姐妹为旅客
补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