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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颜安

10月6日早上8点，渝北区统景
镇景同路，城管执法队员游小波协同
交巡警统景中队民警袁凯、镇派出所
民警谭伟，开始对主干道沿线的“骑门
摊”、占道经营进行劝导，对乱停乱放
的车辆进行规范。

同一时刻，距离场镇约10公里的
龙安村八社，70岁的护林员刘万全已
在山林里巡查了一个多小时。

“节前就接到通知，说统景温泉风
景区的游客预定数量很多，国庆节很
有可能休息不成。”游小波告诉记者，

10月1日至6日游客不断，尤其是从2
日到5日，每天游客均在2500人次左
右，与疫情前的 2019 年持平——于
是，他们的忙碌就此开始。

“你好，人行道上的摩托车请停放
到划线车位上，不能像现在这么乱摆。”
在景同路上，游小波看见一辆摩托车歪
斜地摆在人行道上，赶紧上前劝导。

刚把摩托车的事情处理完，游小
波又看到一个店家将摊点摆在了人行
道上，自然又少不了一番劝说。

记者看到，尽管进景区的车辆不
断，但场镇上基本没有占用人行道、公
路停放机动车的现象，市容干净整洁、
道路畅通有序。

蜂拥而至的游客，也给有10万亩

森林的统景镇带来了较大的防火压
力。“天气这么热，怕游客上山烧烤、露
营，不小心引发山火。”统景镇29名护
林员之一的刘万全，管护着近3000亩
山林。这个国庆节，温度特别高，刘万
全更是不敢大意，每天巡查七八个小
时。“最热的10月2、3号，有好几拨游
客想要上山野炊，硬是被我们劝退了。”

10月6日，天气转凉，但刘万全丝
毫不敢放松。“秋高气爽的天气，进山
的游客反而多，得更加谨慎才行。”说
罢，他把喇叭的音量调大，“防森林火
灾，保绿色家园，筑生态屏障”的防火
宣传口号在林间传得悠远，久久回荡。

巡逻、劝导、排查……

他们的国庆假期“无空档”

□本报记者 陈维灯

10月5日，华灯初上，乌江碧水如
玉，倒映着两岸烟火人间。

汽笛长鸣，游轮缓缓启航，甲板上
游人熙熙攘攘。

手扶船舵，听身后人声鼎沸，看彭
水县城灯火辉煌，54岁的船长李清胜
感慨万千。

“2000年年底，彭水至涪陵和重
庆的客船正式停运，从那之后的20年
间，四楞碑码头再无客船。”18岁开始
在乌江上跑船，李清胜经历了四楞碑
码头最鼎盛的时期，也见证了四楞碑
码头最落寞的岁月，“没想到，有一天
这游船还会一票难求。”

“逢年过节，挤都挤不上去”

曾经，乘船由乌江水路经涪陵转
长江水路，是彭水至重庆的唯一路径。

“四楞碑码头发船，一天3班，每
班载客量分别为300人、400人、500
人。”李清胜介绍，“客船早上7点从彭

水出发，下午3点到涪陵，停船至晚上
8点再启航，第二天凌晨4点到重庆。”

虽然路程远、航行时间长，这样的
客船却几乎座无虚席。

“逢年过节，那更是挤都挤不上
去。”李清胜会接到许多请托，或是请
他帮忙买张船票，或是请他帮忙在船
上谋个空位，“不管是几等舱，那真是
一票难求。”

李清胜记得，1989 年爷爷去世
时，他在九龙坡一码头换班上岸休息，

“两天后随船捎来了消息，等我再用两
天赶回屋头，人都‘上山’了。”

1994年，四楞碑码头第一次出现
了快艇，彭水县城至重庆的航行时间
缩短为6小时。

“快艇贵，有急事才坐快艇，一般还
是坐普通客船。”李清胜说，这样的情
形，一直到1996年“沿江路”（G319国
道彭水至武隆段）初通才有了改变，“上
重庆就能坐客车了，只用7个小时。”

客车分流了大批客船的客源，四
楞碑码头逐渐萧条。到2000年年底，
涪陵至重庆高速开通，彭水的客船全

部停运，曾经盛极一时的四楞碑码头
亦逐渐淡出人们的生活。

“彭水有了自己的‘两江游’”

随后，渝怀铁路结束了彭水不通
铁路的历史，渝湘高速让彭水至重庆
主城的时间缩短至3小时以内，四楞
碑码头的客船被许多人遗忘。

今年6月，人们发现，四楞碑码头
上又停靠了一艘趸船，紧挨着趸船的
还有一艘上下四层、形如苗家吊脚楼
般的美丽游轮。

“四楞碑码头又有船了！”消息很
快传遍彭水的大街小巷。

“有了这艘游轮，彭水就有了自己
的‘两江游’。”重庆九黎旅游控股集团
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九黎集团”）总经
理廖昌鸿介绍，为推动彭水旅游业发
展，丰富彭水旅游业态，提升游客在彭
水的旅游体验，九黎集团投资近3000
万元打造了趸船和游轮，分别命名为

“摩围山号”和“九黎01号”，“游轮核
定载客量为298人，能够为游客提供

休闲观光、餐饮娱乐、观看苗族歌舞表
演等服务。”

其实，在彭水万足码头，已有乌江
画廊游轮在运营，为何九黎集团还要
打造“九黎01号”游轮呢？

“受乌江彭水电站大坝阻隔，乌
江画廊游轮无法进入彭水县城，在乌
江彭水电站至乌江银盘电站之间的
乌江江段缺少观光游轮，游客们无法
在船上欣赏乌江、郁江的自然之美
和彭水县城的城市之美。”廖昌鸿介
绍，打造“九黎01号”游轮，开通彭水
县城、郁江、乌江“两江游”，也是彭
水围绕乌江画廊生态旅游示范带建
设,做足做好“山、水”文章的又一重
大举措。

“国庆这几天游客天天爆满”

接到邀约，李清胜没有任何犹豫，
立即辞去乌江彭水电站拖船上的工
作，接任了“九黎01号”游轮的船长，

“能开船带大家看看今天的彭水，是我
的荣幸。” （下转2版）

□本报记者 苏畅

国庆期间，“秋老虎”持续发威，而
同样火爆的还有唐太友的民宿生意。

唐太友是城口县东安镇兴田村二
组的脱贫户，他经营的“春隆宿”大巴
山“森林人家”民宿，早在国庆节开始
时，就已一房难求。

10月6日，兴田村的街道上还是
停着不少重庆主城区和外地的车辆。

兴田村环境优美，气候宜人，年均
气温12.2℃，湿度85%左右，森林覆盖

率91.8%，亢河贯穿全村，两岸喀斯特
峰丛地貌发育良好。2011年借301省
道贯通的机遇，东安镇、村两级引导村
民尝试开办“森林人家”民宿，发展乡
村旅游。目前，全村共有120余户“森
林人家”民宿，唐太友的“春隆宿”民宿
便是其中之一。

“今年国庆节来兴田村避暑的游
客太多了，只有‘加班’！”唐太友心里
却乐开了花：“国庆节‘春隆宿’民宿收
入大约在1万元左右。”

走进“春隆宿”的院坝，腊肉、腊猪

脚等腊香味迎面而来。游客们正在吃
午饭，餐桌上摆放着一道腊猪脚炖粉
条的菜品。

“春隆宿”民宿共有三层楼。顺着
木梯而上来到客房内，电视柜、床架、衣
架等家具，全是用当地的木头制作而
成。这样的客房，“春隆宿”共有9间。

“城里人来到我们农村，就是冲着
这土味来的。”唐太友说，“春隆宿”不
仅在饮食上让游客品尝到乡村风味，
在居住体验上，“春隆宿”也保留了一
定的原生态。

过去，唐太友生活在高山上，居住
的土屋周围都是土路，日子过得紧
巴。在享受异地搬迁、宅基地复垦补
贴等政策后，唐太友开起“森林人家”
民宿，在家门口吃上了香喷喷的“旅游
饭”，摘掉了贫困户的帽子。

“今年，兴田村的亢家寨景区投
入试运行，景区内的步道、栈道都陆
续开放了。等到整个景区正式运行
后，兴田村的游客量将大大增加，那
时候‘加班’的机会就更多了！”他笑
着说道。

民宿生意火爆，城口这位脱贫户说：

“国庆‘加班’，心里乐开了花！” □本报记者 杨铌紫

“这是我国自主设计制造的第一
台2800毫米六辊不可逆全油润滑冷
轧机，是我们汽车轻量化生产线的主
要机组，投产后可形成高精铝合金蒙
皮板及汽车板轧制能力10万吨/年，
实现高端航空薄板的国产化替代，满
足汽车板轻量化的批量生产需求。”国
庆节前夕，西南铝汽车轻量化生产线
在九龙坡区西彭园区中铝西南铝厂区
正式投产，中铝高端制造技术部副总
经理王彬向重庆日报记者介绍。

近年来，西部（重庆）科学城九龙
坡片区实施有色金属（铝）加工“双轮
驱动”策略，在依托西彭工业园区铝产
业基础上，充分发挥中铝高端公司及
中铝西南铝的龙头带动作用，从优化
铝产业发展空间和铝产业布局入手，
全面挖掘高附加值高增长产业，通过
招商引资培植新兴产业集群和产业
链，打造双千亿级国际产业园区，加快
建设引领铝合金精深加工及运用的

“中国铝加工之都”。

国内最早启动汽车板
材料研发生产

总重量更轻的汽车，不仅在节能
减排上具有重要的意义，也给我国的
汽车工业发展带来了新机遇。

王彬介绍，西南铝汽车轻量化生
产线投产，正是西南铝落实国家“碳
达峰”“碳中和”策略的重大举措，将
使我国新能源汽车的发展有了关键
之“铝”。

西南铝瞄准新能源汽车发展契
机，于2000年就开始了汽车板的研制
生产，是国内最早进入汽车板材料研
发生产的企业。

目前，西南铝已与上汽、长安汽
车等多家汽车厂确定了材料认证关
系，已完成了北汽新能源、蔚来汽车

等多家汽车厂的部分型号汽车板材
料认证，与中汽院、中铝材料院、清华
大学苏州研究院等10多家检测机构
和科研院所建立了合作关系，为后续
大力拓展新能源汽车市场奠定坚实
基础。

近两年，西南铝已先后交付通用
汽车、蔚来汽车等汽车厂车身铝板、结
构件5万吨以上。

建成汽车轻量化生产线
西南铝汽车轻量化生产线为国家

批复的重点建设项目，2019年6月正
式开始建设，主要机组为我国自主设
计制造的首台2800毫米六辊不可逆
全油润滑冷轧机，配套有轧辊磨床、轧
辊毛化设备、退火炉等工艺设备，与航
空薄板及汽车板生产设备建设项目统
筹规划、同步建设。

西南铝压延厂厂长张思平介绍，
该生产线今年6月开始试运行，投产
后，可年产10万吨高精铝合金蒙皮板
及汽车板，市场前景广阔，并将快速带
动相关产业链上下游的发展，在促进
产业结构调整升级的同时，对实现汽
车板产业化、促进航空板国产化具有
重要意义。

一家研究院带来产业集群
九龙坡区在加快推进“中国铝加

工之都”建设过程中，定下了这样的发
展目标：以重庆国创轻合金研究院、

“两部四所两中心一分院”为研发支
撑，实现应用端范围和用量进一步扩
大增长；以技术创新、发展循环经济为
动力，构建世界级轻量化材料运用工
业基地。

随着汽车轻量化生产线的投用，
重庆国创轻合金研究院也同时挂牌。

据介绍，该研究院是中铝高端制
造控股的混合所有制社会化研究院，
下设铝合金材料研究所、镁合金材料
研究所、钛合金材料研究所、新加工技
术研究所、循环经济研究所以及金属
新能源研究所等6个研发机构。

（下转2版）

培植新兴产业集群和产业链
建设双千亿级国际产业园区

九龙坡加快打造“中国铝加工之都”

⑦

本报讯 （记者 罗芸）新一轮洪
峰将“赶”在国庆黄金周最后一天抵达
磁器口古镇。10月6日，记者从沙坪
坝区磁器口街道了解到，街道已作好
迎接洪峰的周密准备，以减少洪水对
古镇旅游的影响，确保游客安全。

受上游强降雨影响，6日傍晚，嘉
陵江磁器口段水位已达 181.4 米左
右。记者在磁器口迎龙码头及通往码
头的码头会石梯处看到，现场已拉起
警戒线，同时有专人劝导游客。

“与前一天相比，今天白天水位上
涨势头变缓了许多。”磁器口街道应急

办主任赵家平表示，目前水位仍在缓
涨过程中。根据水文部门预测，7日
晚洪峰将会抵达磁器口。

记者从磁器口街道了解到，目前
古镇沿江处已设置了十余处卡点，拉
起警戒线；安排了二三十人连夜值守，
还将派部分人手沿江巡逻、劝导。古
镇管委会有关负责人表示，游客更多
集中在磁正街及新开的磁器口后街
一带，此次洪峰又是在国庆假期最后
一天赶到，因此对游客影响并不大。

“我们会加派人员值守相关卡点，避免
游客在近水处观涨水而发生危险。”

新一轮洪峰预计今晚抵达

磁器口周密准备确保游客安全

据新华社“探索一号”10月6日电 （记者 陈
凯姿）我国自主研发的全海深载人潜水器“奋斗者”
号，近日已在马里亚纳海沟正式投入常规科考应用。

“奋斗者”号由“探索一号”科考船搭载，今年8
月11日从海南三亚出发，参与执行TS21航次深海
科考任务，目前已在返航途中。

“奋斗者”号曾于2020年11月在“挑战者深渊”
开展载人下潜海试，并成功坐底10909米。该潜水
器重约36吨，额定载员3人，设置3个观察舱和两个
机械臂，装配7台摄像机和7部声呐设备，还配备柱
状沉积物取样器、宏生物吸取装置、保温生物箱、液
压钻切一体机等作业工具，可在万米海底连续作业
时间不低于6小时。

““奋斗者奋斗者””号正式投入号正式投入
常规科考应用常规科考应用

“奋斗者”号在西太平洋即将入水（9月1日摄）。
新华社记者 陈凯姿 摄

10 月 5 日 17
时，“嘉陵江 2021
年第3号洪水”在
涪江、嘉陵江干流
形成。合川区当
日12时发布防汛
救灾Ⅱ级预警并
启动防汛救灾Ⅱ
级应急响应，集结
专业救援队伍等
近 2000 人，沿江
镇街机关干部取
消休假，提前帮助
沿江区域人员转
移物资。截至 10
月 6 日 15 时已转
移 群 众 1767 户
3640人。
文/记者 龙丹梅
图/合川区应急局

洪水来袭 合川提前转移群众3640人

国庆期间游客爆满，彭水这位船长感慨：

“没想到这游船还会一票难求”

◀10 月 5 日，游客乘坐“九黎 01 号”游轮夜游乌江、郁
江，欣赏彭水两江四岸风景。

通讯员 廖唯 摄/视觉重庆

▲10 月 5 日，“九黎 01 号”游轮船长李清胜正在驾驶
游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