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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10日是中秋佳节，我市各地群众打糍粑、做月饼、猜灯谜、逛展馆，感受中国优秀传统文化魅
力，在浓郁的传统文化氛围中欢度中秋。

本报讯 （记者 王天翊）9月9日，记者从重庆高
速集团获悉，2022年中秋假期，重庆高速公路全路网
预计车流量约299.7万辆次，日均约99.9万辆次，较平
日增长约14.1%。其中，9月12日单日车流最高，预计
约103万辆次。

据测算，2022年中秋假期重庆高速路网整体车
流量将表现为“前低后高”走势。预计部分公众选择
提前出行，从9月9日16时起，全路网车流量将逐渐
增长，10日10时左右出现出行高峰，12日达到单日
出行最高峰，预计超过103万辆次；随着社会公众错
时、错峰出行意识提升，中秋假期返程车流将趋于平
稳。

为方便公众出行，重庆高速集团还公布了2022年
中秋期间重庆高速易拥堵路段及绕行线路，高速占道
施工点位，以及高速主线收费站高峰时段预测。

中秋小长假重庆高速
预计车流量约300万辆次

□本报记者 黄光红

中秋佳节，美味香甜的月饼是人们餐
桌上必不可少的美食之一。今年，在月饼

“瘦身令”下，月饼消费又有什么样的新趋
势呢？

9月9-10日，重庆日报记者在市场
上打探到，今年中秋佳节，月饼普遍采用
简约化包装，便宜又实惠，500元以上月
饼难觅踪迹。重庆月饼市场已回归理性，
价格“亲民”的平价月饼受到消费者追捧。

近年来，“天价”月饼屡受消费者诟
病。今年6月，国家发展改革委等多部门
联合发布《关于遏制“天价”月饼、促进行
业健康发展的公告》，提出对单价超过
500元的盒装月饼实行重点监管。随后，
8月15日正式实施的《限制商品过度包装
要求食品和化妆品》国家标准第1号修改
单，又对月饼等食品的包装空隙率、包装
层数、包装成本等作出了要求。该国家标

准，也被业内称为最严月饼“瘦身令”。
在此背景下，今年的月饼齐齐“瘦

身”。记者在位于江北区南桥寺的永辉生
活广场店看到，月饼销售区货架上的月饼
礼盒琳琅满目，为消费者带来了丰富的选
择。但这些月饼礼盒基本上是简单的纸
盒或铁皮盒，往年那种包装繁复的月饼礼
盒已消失不见。同时，据超市营业员介
绍，这些月饼礼盒里只装有月饼，没有像
往年那样混搭茶叶、茶具、保健品、酒等其
他商品。

从价格上来看，这些月饼礼盒售价都
没有超过500元，且多数在100元至300
元之间。在重庆家乐福、重百新世纪超市
位于观音桥、杨家坪、南桥寺、南坪、红旗
河沟等地的多家门店，所售卖的月饼礼盒
基本上也是纸盒和铁皮盒，价格也都在
500元以下。

除了月饼礼盒，今年的散装月饼价格
也“亲民”。记者在上述超市门店发现，散

装月饼售价大多为每斤10元-20元左
右，低的每斤仅卖几元钱。

售价“亲民”的月饼，销售情况如何？
重庆家乐福相关负责人介绍，最近几天，
重庆家乐福旗下门店，单店月饼日销售额
均超过1万元，其中，杨家坪店8日的月饼
销售额甚至超过3万元。整体来看，今年
的月饼销售情况很不错。

消费者喜欢买什么价位的月饼呢？记
者从重庆家乐福和重庆永辉超市了解到，
售价在100元-300元左右的月饼礼盒颇
受消费者青睐，其中，又以100元左右的月
饼礼盒卖得最好。此外，散装月饼也受到
消费者追捧。譬如，在永辉生活广场店，8
日仅散装月饼销售额就超过3万元。

线上月饼的销售情况，同样反映出平
价月饼受到重庆消费者青睐。美团优选
最新数据显示，最近两周，重庆月饼销量
较上个月同期增长224%。其中，30元以
下的简装平价月饼占比高达95%。

“瘦身令”下 平价月饼受消费者追捧

2022年8月11日，重庆市人民政府和四
川省人民政府联合印发了《重庆都市圈发展
规划》（以下简称《规划》），这是继《成渝地区
双城经济圈建设规划纲要》之后又一事关中
国西部发展与成渝地区高质量发展的重磅文
件，既表明重庆都市圈正式从“规划图”迈向

“实景图”，也表明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正加
快见势成效。值得注意的是，按照《成渝地区
双城经济圈建设规划纲要》中提出的“推动广
安全面融入重庆都市圈”这一重大决策部署，
此次《重庆都市圈发展规划》明确将四川省广
安市纳入规划，这是继南京都市圈后全国第
二个跨省域都市圈，也是中西部第一个跨省
域都市圈，这对于成渝地区经济社会高质量
发展和中国西部经济地理重塑具有重要意
义。

一、辐射带动，有利于实现川渝共赢发
展。《规划》的前两条工作原则就为广安纳入
重庆都市圈提供了遵循。“辐射带动、优势互
补”的工作原则强调重庆中心城区辐射带动
周边城市扩容提质，重庆以其发展能级和综
合竞争力，能够带动中心城市周边市地和区
县加快发展；“改革引领、创新驱动”的工作原
则强调探索经济区与行政区适度分离的路
径，将广安市纳入规划本就是制度、政策、模
式的一种创新，能够释放成渝地区双城经济
圈的改革集成效应。从经济地理的维度看，
四川省广安市虽然与重庆市分属两个不同的
行政区划，但是却具有长久以来的经济强联
系，规划的出台能够进一步打破过去制约重
庆和广安实现经济共赢性发展的行政藩篱，
这既有利于广安接受重庆的经济辐射，利用
重庆的资本、人才、信息、通道等优势资源，加
速推动其经济社会发展，同时也有利于重庆
都市圈从更大空间范围统筹利用要素资源，

并实现资源配置在空间格局上的最优化。
二、交通先行，有利于支撑“成渝主轴”

崛起。“广安”在《规划》中总共出现了 31
次，其中较为集中出现的地方就是交通领
域，这充分反映了川渝以交通基础设施建
设引领区域发展的思路。事实上，成渝“中
部塌陷”的问题一直受到国家领导、相关部
委、学者、企业家及民众的长期持续关注，
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除成都和重庆
的交通条件在全国领先外，其他城市的交
通条件还亟待改善。《规划》提出了研究论
证重庆渝北至四川广安的铁路项目、新建
广安东综合客运枢纽、加快广安机场前期
工作、推进川渝高竹新区至广安城区和渝
北区的城际公交（班车）、规划研究广安连
接重庆中心城区快速通道等具体项目。这
将大规模提升成渝中部地区的互联互通水
平，形成以综合交通干线为廊道的“成渝走
廊”；进而按照美国经济学家戈特曼的思
想，沿交通带布局产业带，以产业带促成城
市群，打造一条媲美波士顿128科创走廊、
旧金山湾区至洛杉矶1号通道的“成渝主
轴”，最终推动成渝中部地区崛起。从这个
意义上来说，广安是实现这一整体目标的一
个“试验田”，具有重大示范效应。

三、产业为重，有利于打造“中国经济第
四极”。产业是支撑区域经济发展的主引
擎。广安在《规划》中另一处集中出现的地方
是在产业部分，提出了支持广安创建国家高
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建设广安区域性物流中
心、建设广安内陆无水港、引导广安重点发
展先进材料等产业、做强广安绿茶主产区和
蔬菜产业带以及肉禽蛋产业优势区、支持广
安（深圳）产业园与西部（重庆）科学城的合
作等项目，这将加速广安的产业结构升级，

同时将广安嵌入重庆都市圈的产业体系中，
这将有利于将广安打造成为川渝中部的一
个区域经济中心。随着成渝地区经济社会
的不断发展，区域经济模式也逐项向东部地
区靠拢，将从省会城市“单核”发展向多个副
中心城市共同发力的格局转变。中国共产
党四川省第十二次代表大会报告中提到：

“支持绵阳发挥科技城优势加快建成川北省
域经济副中心、宜宾—泸州组团建设川南省
域经济副中心、南充—达州组团培育川东北
省域经济副中心。”而广安纳入重庆都市圈，
并被重庆委以打造重庆都市圈北部副中心的
重任，实际上进一步加强了川渝地区“腰部城
市”的发展能级，使得广安成为了川渝地区的
又一个副中心城市，这使得成渝区经济发展
距离长三角、粤港澳更加接近，“中国经济第
四极”的地位更加稳固。

总体来说，广安纳入重庆都市圈是在成
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国家战略背景下的一种高
级别“飞地经济”模式创新，是“成都向东，重
庆向西”的一个典型和缩影。实际上，规划中
也对四川省其他城市有所提及，例如“联动遂
宁、内江、资阳等地一体化发展”，表明重庆都
市圈是深刻融入到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这个
大战略中来构建的，未来四川省的区域经济
战略规划也可将重庆的部分区县纳入，从而
形成“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经济地理格局
和“区域命运共同体”，实现经济要素资源的
最优化配置，为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在把握
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
局中贡献更多力量。目前，四川加上重庆的
经济总量，已经处于中国第三位，次于广东和
江苏之后。加强川渝合作，可以大大增强地
区综合实力，稳稳地做好国家经济政治的回
旋空间和新时代国家战略大后方。

兄弟同圈 抱团发展
——川渝合作启新篇，广安市纳入重庆都市圈

西南财经大学西财智库首席经济学家 汤继强

关注《重庆都市圈发展规划》

据新华社9月10日消息 欧洲联盟下属哥白尼
气候变化服务局8日说，今夏是欧洲有记录以来最
热夏季。受气候变化影响，2016年以来的年份“贡
献”了欧洲有记录以来最热的5个夏季。

哥白尼气候变化服务局发布新闻公报说，今年
6月至8月间欧洲地区平均气温达到1991年以来最
高值，比1991年至2020年的平均水平高出1.34℃，
比2021年创下的欧洲“最热”夏季平均气温纪录高
将近0.4℃。

欧洲去年遭遇热浪袭击，意大利以48.8℃创下
欧洲最高气温。高温还在希腊、土耳其、意大利等
欧洲多国引发严重山火，过火总面积超过80万公

顷。
今年夏季，欧洲同样遭遇多轮热浪，多国气温创

下历史新高，多地最高气温超过40℃，英国则在7
月迎来有记录以来首个40℃以上高温天气。

哥白尼气候变化服务局利用卫星监测气候变化
对地球的影响，记录的数据最早可追溯至1979年。
不过该机构一名女发言人告诉法新社，参考其他数
据，“有把握”将2022年夏季认定为自1880年以来
欧洲最热夏季。

欧盟委员会联合研究中心的气象学家8月还警
告，2018年的欧洲旱情是过去500年内最严重的一
次，而今年旱情很可能超过2018年水平。

今夏是欧洲有记录以来最热夏季
旱情达到500年一遇

新华社伦敦9月10日电 （记
者 杜鹃 许凤）英国登基委员会
10日在位于伦敦的圣詹姆斯宫正
式宣告查尔斯三世为英国君主。

10日上午的仪式中，登基委员
会正式宣布女王伊丽莎白二世去世
的消息，随后宣告查尔斯三世为君
主。登基委员会由王室成员、政府官
员、神职人员等组成。

查尔斯三世现年73岁。他当
天在仪式上说，伊丽莎白二世为他
树立了榜样，他深知继承了这份深
厚遗产，也深知重大责任。

按英国王室传统，未来将举行
君主加冕仪式，但具体时间尚未公
布。

英国是君主立宪制国家，君主
是国家元首。查尔斯三世成为英国
君主以后，其长子威廉王子成为王
储。

查尔斯三世正式成为英国君主

打糍粑 做月饼 猜灯谜 逛展览

月是故乡明 情是中秋浓

▲9月10日，酉阳土家族苗族自治县酉州古城景区，游人正在猜灯谜。 通讯员 邱洪斌 摄/视觉重庆

▲9月10日，万盛经开区关坝镇，苗族同胞身
着节日盛装，打糍粑过中秋佳节。

特约摄影 曹永龙/视觉重庆

新华社天津9月10日电 （记者 周润健）又是一
年中秋至，这一天人们赏月亮、吃月饼，谈天说地，畅聊
家常，尽享天伦之乐。中秋为何一定要赏月亮、吃月
饼？听听专家怎么说。

在月饼模子收藏家、天津社科院研究员王来华看
来，一轮满月，饱含了国人对美好生活的无限期盼：月
圆人团圆。“中秋的月亮珠圆玉润，圆圆满满，非常符合
人们对幸福、团圆和美好的向往。”王来华说。

中秋赏月的风俗，来源于我国古代人们的祭月活
动——秋暮夕月，即祭拜月神。唐宋时，中秋赏月盛
行。元明清时，中秋赏月风俗依旧，许多地方还形成了
树中秋、放天灯、走月亮等趣味习俗。

“时至今日，严肃的祭月变成了轻松的赏月。中秋
之夜，天清如水，月明如镜。人们在庭院、楼台，一边赏
月，一边畅谈，其乐也融融。”王来华说。

月饼圆圆的像月亮一样，寓意着团圆与吉祥。王
来华介绍，月饼，又称胡饼、宫饼、小饼、月团、团圆饼
等，是古代中秋祭拜月神的供品。中秋吃月饼最早可
以追溯到周代，但那时的月饼还不叫“月饼”；“月饼”名
称的首次记载是在宋代，中秋吃月饼流行起来。苏东
坡有诗云：“小饼如嚼月，中有酥和饴”；明清时，中秋吃
月饼更加普及。发展至今，吃月饼已经是我国南北各
地过中秋的习俗。

“月圆饼圆家团圆，团团圆圆的寓意已经很好。可
是，古人并未就此满足，而是想在月饼上再印制精美图
案，以求吉祥寓意与民俗审美的融合。在我所收藏的
万余块各式月饼模子中，一切与月亮有关的吉祥故事、
人物和情节，都被‘搬’到模子雕刻中来，如月宫、嫦娥、
玉兔、桂树、菊花等形象，都体现出丰富的吉祥文化内
涵。”王来华说。

中秋为何要赏月亮吃月饼

英国登基委员会10日在位于伦敦的圣詹姆斯宫正式宣告查尔斯
三世为英国君主。这是在英国伦敦拍摄的查尔斯三世在圣詹姆斯宫发
表讲话的直播画面。 新华社发

▲9 月 10 日，小朋友和家长在重庆龙门浩老
街体验月饼制作。 新华社记者 王全超 摄

▲9月10日，中国（重庆）三峡博物馆，市民带
着孩子参加中秋画嫦娥奔月活动，孩子们纷纷在团
扇上描绘自己心目中的嫦娥。

特约摄影 钟志兵／视觉重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