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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 韩毅 黄光红）
5月4日，来自市文化旅游委的数据显
示，“五一”假期重庆A级旅游景区共
接待游客848.5万人次，其中近郊游、
乡村游、露营等受到青睐。

据介绍，“五一”假期，重庆A级旅
游景区严格按照“限量、预约、错峰”要
求，落实好疫情防控各项措施，整体平
稳有序运行。同时，为提振旅游消费市
场，有35个区县、94个景区推出门票优
惠活动，多措并举释放旅游消费潜力。

结合正在进行的第七届重庆文化
旅游惠民消费季（春夏）活动，重庆还推
出“漫漫转山城·悠悠探乡村”系列活
动，面向市民和游客发放文化旅游优惠
券及惠民补贴，覆盖A级景区、星级酒
店、旅游民宿、乡村采摘、自驾游等文化
旅游产品，旅游消费提振明显，尤其是
乡村营地旅游、短途自驾游逆势增长。

此外，市商务委 5月 4日发布消
息，“五一”假期重庆消费市场运行总
体平稳有序，主要商圈和重点监测商
贸企业实现零售额107.4亿元，同比增
长5.1%。

丰富多彩的促销活动是拉动节日
消费的重要力量。市商务委监测，“五
一”期间，以汽车、家电为主题的促销活动
人气十足，带动永川、璧山、开州等区零
售额同比分别增长7.6%、15.1%、9.1%。

在促销活动助力下，中心城区核心
商圈充分发挥消费集聚辐射作用，“五
一”期间人气旺、消费火。如渝中区开
展了“约惠渝中·乐享生活”2022渝中
春夏消费节系列促消费活动和“乐享五
一，体验数币”数字人民币红包活动，释
放节日消费活力，带动解放碑商圈日均
人流量48.6万人次、龙湖时代天街商
圈日均人流量30万人次。

江北区开展了一站式“承包”吃喝
玩乐购促销活动，覆盖各大商业综合体
及汽车、家居、生活类商品，吸引大量消
费者前往消费。据统计，“五一”期间，观
音桥商圈日均人流量60余万人次，15家
重点监测企业销售额同比增长12.6%。

又讯 （记者 韩毅）5月4日，来
自市文化旅游委的消息称，“五一”假期
全市43家公共图书馆、41家文化馆免
费开放，共吸引到馆人数38.6万人次，
线上服务95万人次，共开展群众文化
活动278场，40万群众参与活动。

重庆“五一”假期A级旅游景区接待游客848.5万人次

近郊游乡村游露营受青睐
促销拉动商贸零售业增长

4月28日以来，重庆日报推出“大
美重庆·就在家门口”系列报道（以下
简称大美重庆报道），用精美图文向读
者推荐了中心城区有代表性的街巷步
道、滨江步道、山林步道、体育公园、滨
江公园、坡坎崖及口袋公园。这些美
不胜收的步道和公园通过重庆日报客
户端、重庆日报微信公众号、重庆日报
微博以及重庆日报视频号广为传播，
成为不少读者“五一”假期出游的重要
参考，读者纷纷称赞该系列报道好看、
及时、有用。

穿街巷走山林 唤起历史记忆

“大美重庆报道让我‘五一’期间专
门回了戴家巷一次。”家住巴南区龙洲
湾的市民胡瑜说，自己在临江门出生长
大，对戴家巷比较熟悉。2008年高中
毕业后，就跟父母一起搬到巴南区。她
在重庆日报微信公众号上看到关于戴
家巷的报道后，唤起了她童年的记忆。
5月3日下午，趁着明媚的阳光，胡瑜和
家人一起回到戴家巷寻找记忆。“变化
很明显，很多地方都修缮了，但也保留
了部分以前的痕迹。”胡瑜说，戴家巷的
变化，正是重庆这座城市不断更新发

展、不断完善变好的体现。
5月3日上午，家住南岸区茶园的

市民孙聪然带着孩子，自驾前往巴南区
南泉体验大美重庆报道中推荐的建文
古道。“之前来过南泉几次，从来不知道
有建文古道。”孙聪然说，前几天看到大
美重庆报道，得知南泉还有一条环境优
美又有历史感的古道，就计划“五一”期
间带孩子来玩，在泡温泉的同时走一走
这条古道，感受一下那段历史。重庆日
报这组系列报道，挖掘了不少大家虽然
知道却不一定了解内涵的地方，让更多
的人知道在家门口就有不少值得去看
看的好去处。

市住房城乡建委城市道路建设处
副处长黄刚表示，大美重庆报道视角新
颖，主题鲜明，让人们对重庆的步道和
公园建设有了较为全面、深入的了解。
特别是此次展示的十余条山城步道，让
市民在行走中感受城市的山水之美，感
受原汁原味的老重庆，既让读者了解了
重庆的传统风貌，又丰富了“五一”假期
娱乐休闲的内容，可谓一举多得。

家门口游山水 好看又有逛头

“在这条步道上工作，真的会让人

产生一种满足感。”在北滨漫行步道上
的随棠书苑内，实习店员刘烁说，北滨
漫行步道给大家提供了散步观景的好
去处，还给书店带来大量读者，让书店
的氛围变得轻松而温馨。尤其是大美
重庆报道推荐后，“五一”假期书店的日
客流量常常超过1000人次。

“多亏这些步道，让我们在家门口
就可以游山玩水。”4月29日，在北碚
区嘉陵江巡江步道上，59岁的市民陈
芳萍为脚下的步道点赞说，她非常喜欢
这里原生态的自然景观。

“很多码头停用后就荒废了，没想
到这里还能这么漂亮。”4月29日，外
地游客黄月开来到磁器口码头“打
卡”。与她同行的本地市民张晨雨表
示，修葺一新的磁器口码头让他在朋友
面前倍感骄傲。

“《长江万里图》简直就是九龙滩
的画龙点睛之笔。”5月1日，在九龙坡
区九龙滩，市民杨刚说，以前九滨路的
河滩就是一片杂乱的荒地，现在不仅
一年四季都有绿色，还有《长江万里
图》、166舰等文化元素，既好看又有
逛头。

家住金科十年城的市民陈先生认
为，近年来，“两江四岸”变化很大。
今年“五一”期间，他带家人“打卡”了
大美重庆报道推荐的两个滨江公
园，感觉很巴适，无论是休闲散步还
是亲子娱乐，都能在公园里找到心仪
的场景。

见缝插绿造景 景美心情也美

“五一”假期，错落有致、层次分明
的坡坎崖公园成了市民游玩的新选
择。家住华润二十四城的居民冯小玲，
这几天带着父母到九龙坡区凌江园游
玩看江景，“这个公园高差大，爸妈腿脚
不是很方便，本来担心他们来这里不合
适。来了后发现公园主入口一侧打造
了观江平台，设置了电梯和无障碍通
道。这些设计很人性化，老年人哪怕是
坐轮椅也能来游玩。”

渝北区黄山体育公园管理方、重庆
珠江文体公司总经理张健告诉记者，大
美重庆报道推荐后，黄山体育公园“五
一”假期人流量明显提升，来园超过1
万余人次。他表示，“五一”期间公园严
格执行定时循环消杀、测温、核验两码、
场馆限流等防控措施，为市民提供了安
全、舒适的健身环境。

“以往附近难寻一个散步的好去
处，如今开门见景，感觉生活品质一下
就提高了。”“公园别具一格，景美连带着
心情也美，幸福感满满当当”……住在北
碚区缙悦公园附近的居民万兰和王珊
说，“五一”期间她们常到缙悦公园散步，
公园的美景让她们感到身心愉悦。

北碚区公园管理处主任袁彤表示，
通过对旧城改造腾出来的边角空地“见
缝插绿”打造景观，不仅改善了居民居
住环境，还满足了大家娱乐休闲的需
求，大家对此都很认可。 （本报记者）

本报“大美重庆”报道让市民感受城市魅力

本报讯 （记者 崔曜 何春阳）
5月4日中午12点半左右，一道“彩虹
光环”套在太阳外围，仿佛给太阳戴上
一枚“戒指”，不少市民拍下这一现象并
在朋友圈分享。市气象局称，这一现象
称为日晕。

“日晕又叫圆虹，这种大气光学现
象还是比较常见，重庆在前几年都出
现过。”市气象局工作人员说，日晕通
常呈环状或弧状，有如同彩虹般的红、
橙、黄、绿、蓝、靛、紫七种颜色。其中，
由太阳照射冰晶反射至眼睛称为日
晕，月球照射冰晶反射至眼睛称为月
晕。

另一方面，日晕的出现也跟卷云有
关。卷云由高空的细小冰晶组成，出现
在天气晴好的时候。

“其实，日晕一年四季都有，有太
阳且存在大量卷云时，日晕就容易出
现。”工作人员称，对重庆而言，夏季晴
天多，日晕容易出现在这个季节。
2018年和2020年，都是在5月份出现
的日晕。

日晕三更雨，月晕午时风。不少民
谚认为，日晕的出现意味着天气要由晴
转雨。“日晕能直接证明高空中存在大
量冰晶构成的卷云，一定程度上说明大

气条件发生了变化。”工作人员表示，日
晕对天气变化有一定指导意义，但不足
以作为天气预报的支撑。

美丽日晕现身主城
市气象局称重庆夏季容易出现这一现象

5月4日，渝中区，天空出现美丽的
日晕现象。

首席记者 龙帆 摄/视觉重庆
◀“五一”假期，忠县布泽学校伏羲班组

织小学生亲子徒步研学队，步行108公里从忠
县经丰都前往涪陵 816 核工业基地参观采
访。图为孩子们在徒步中。

通讯员 曾素芳 冯晓锋 摄影报道/视
觉重庆

本报讯 （记者 赵欣）从 1922
年到2022年，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走
过了100年光辉历程。5月4日，重庆
日报记者从重庆出版社获悉，该出版社
《向着太阳前进》丛书已于近日与读者
见面。

《向着太阳前进》丛书包括《向着
太阳前进：做最好的团员》和《向着太
阳前进：中国共青团百年历史图志》两
册。其中，《向着太阳前进：做最好的
团员》立足百年征程中涌现的革命先

辈、优秀党员和先进人物的感人事迹
和成长经历，从“怎么看、怎么想、怎么
听、怎么做、怎么学、怎么说”六个维
度，告诉广大团员青年如何才能成为
最好的团员；《向着太阳前进：中国共
青团百年历史图志》以共青团中央青
运史档案馆权威专家提供的300余幅
珍贵历史图片为基础，以图文并茂的
形式，生动展现了中国共产主义青年
团“不忘跟党初心，牢记青春使命”的
百年征程。

重庆出版社推出《向着太阳前进》丛书

▲5月2日，万盛经开区黑山镇鱼子村，市民
在山野里露营游玩。今年“五一”假期，露营休
闲成为不少市民的选项。

记者 崔力 摄/视觉重庆

一季度实现地区生产总值204.8亿
元，增长6.7%，高于全市1.5个百分点；
固定资产投资增长13.6%，高于全市2.7
个 百 分 点 ；规 上 工 业 增 加 值 增 长
10.4%，位列全市第4位……近日璧山
区公布一季度经济运行情况，一个个生
动的数字背后，是璧山区交出的一张顺
利实现“开门稳”的沉甸甸答卷。

抓发展，重在抓项目；抓项目，重在
稳投资。今年以来，璧山区积极抢抓成
渝地区双城经济圈、西部（重庆）科学城
建设机遇，构建以“大投资拉动大发展”
的全域招商格局，聚焦重点产业创新招
商举措、补齐关键链条，“奋力建设高质
量发展样板区、倾力打造高品质生活示
范区”正由目标逐渐变为现实。

构建招商大格局
“大片区+大项目”拉动大投资大发展

近日，走进璧山区内的中国长安青

山智能传动产业园，项目的七档DCT
自动变速扩能生产线已完成内部装修
和设备安装已经，正在进行试生产。集
聚先进技术、研发、管理等生产要素，该
项目将建设全球领先的DCT新能源产
业生产线和电驱动总成生产线，建成后
年产值将达100亿元以上。

“今年涉及我区协调推进的市级重
大项目有27个，一季度完成率超全市
平均水平3.3个百分点。”璧山区有关负
责人介绍，把抓项目、稳投资各项目标
任务项目化、清单化、具体化，以“大片
区+大项目”拉动“大投资、大发展”，璧
山不断稳住发展基本面，为经济发展创
造新动能。

自 2月以来，璧山区实施片区开
发重点项目建设，谋划布局中新（重
庆）科技城、曙光湖科技创新产业园、
玉泉湖数字经济产业园等18个标志
性项目集群。由13位区级领导带队

实地调研片区开发重点项目，璧山高
新区、服务业发展区、国家农业科技
园区三大平台和国有公司共同发力，
形成区领导带队招商、园区比拼招
商、全员服务招商的齐抓共管大招商
格局，积极推进片区开发重点项目建
设工作。

结合现有产业基础，璧山科学谋划
现代工业、现代服务业、现代农业等产
业招商主攻方向。聚焦项目池、资金
池、资源要素池“三协同”，积极强化项
目策划储备，通过向上争取资金、创新
投融资模式，全力为项目筹资“开源”。
为持续提升招商引资力量，璧山区创新
推出“聘用制+公司制”引才方式，引进
来自重庆大学、华中科技大学等高校研
究生及以上学历高层次人才50余名，
充实到招商一线，分批组织招商干部赴
高校拓展视野、提升能力，加强招商队
伍建设。

提速重点项目建设推进，中新（重
庆）科技城御湖片区等8个项目年内可
形成明显形象进度，重庆福禄研学小镇
等7个项目现阶段已初步完成产业策
划、概念性规划、初步实施方案编制，截
至目前，十八个片区开发重点项目估算
总投资约1244.8亿元、年度计划投资约
39.6亿元。

增强招商针对性
加快构建四大新型产业集群

一季度，璧山区数字经济产业不断
传来喜讯：康佳数字经济产业园、易平
方网络科技运营平台、量子信息安全托
管一体化等9个数字经济产业项目如
雨后春笋般落地璧山，将为全市电子政
务、科学研究、智能制造、智慧城市等领
域提供高价值的数据服务。

抢抓数字经济发展机遇，有力支撑
市级重大数字经济项目建设，折射出璧

山区推动群链招商，促进经济集群化发
展的清晰思路。

今年以来，璧山还重点围绕加快
构建智能装备、新能源汽车、新一代信
息技术、大健康等四大新型产业集群
推动群链招商，聚焦全市33条重点产
业链，延伸拓展14条重点发展产业链，
进行精准招商。

针对加快构建产业补链成群发展
格局，璧山深入实施“群长制”“链长
制”，实行“一群一策”“一链一图”，充分
发挥比亚迪、康佳等“群主”企业领航作
用，加速形成新能源汽车、新一代信息
技术两个千亿级产业集群。依托康佳、
中科曙光等龙头企业，精心打造半导体
产业园，补链医学研究、药品药材、医疗
服务等发展链条。

璧山还聚焦“股权+基金”模式推动
资本招商，对招商过程中发现的成长性
好、科技含量高，但又需要建设资金的

优质项目，采取股权投资招商方式引
进。通过与市级部门、平台深入合作，
形成市区联动的协作招商机制，以资本
网络、股权纽带为突破口，推动战略性
新兴产业加速发展。

为推动工业经济量质齐升、服务业
短板加快补齐、现代农业取得突破。璧
山区把“稳增长”和促发展放在更加突
出的位置，积极筹备二季度全区重点项
目集中签约和集中开工活动，提前谋划
西洽会和智博会做好准备，做好签约项
目储备工作。

同时潜心挖掘项目投资，全力攻
坚基础设施、厂房和楼宇建设，持续开
展“线上跟进+线下交办+三方察验”跟
踪问效项目的落地以及落地项目的开
工建设，让更多企业早动工、早投产、
早达产，成为全区抓投资、稳增长的

“主力军”。
王琳琳 陈钰桦 刘钦

凝聚招引力 繁茂产业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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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办
重庆日报
重庆市招商投资促进局

本报讯 （记者 韩毅）5月4日，
重庆日报记者从红岩联线获悉，众多
青年走进渣滓洞、白公馆、红岩村等红
色旅游景点，用一场“红色旅行”致敬
青春。

数据显示，五四青年节当天，红岩
联线下辖各景区共计接待游客8300余
人，其中渣滓洞景区接待游客2000余
人，红岩魂陈列馆接待游客400余人，
白公馆景区接待游客2000余人，红岩
村景区接待游客1000余人。

“红岩精神作为宝贵的精神财
富，值得我们不断学习并传承。我要
学习传承红岩精神，为我所从事的教

育事业贡献青春力量。”江津区青年
游客王秀琪在参观完红岩村后十分
感慨。

歌乐山烈士陵园、渣滓洞、白公馆
等地，同样吸引了络绎不绝的青年自发
前往祭奠、献花、参观。

昨天，渣滓洞景区举行了《永远
铭记》——红岩英烈系列情景剧、广
播故事会，白公馆景区举行了歌乐诗
诵，红岩魂陈列馆举行了红岩英烈诗
抄诵读，重庆红岩革命历史博物馆特
别推出了“喜迎二十大，永远跟党走，
奋进新征程——‘五四’青年专场演出”
等活动。

5月4日，渝中区重庆红岩革命纪念馆，青年们正在参观学习。
首席记者 龙帆 摄/视觉重庆

五四青年节

重庆青年用一场“红色旅行”致敬青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