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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广州电 （记者 夏婧）8月29日晚，作为第
七届广州艺术节的演出剧目，重庆市话剧院打造的话
剧《河街茶馆》在广州市友谊剧院亮相。风趣幽默的
重庆方言，精致的布景，让现场观众充分领略了巴渝
文化的魅力。

据了解，广州艺术节每年举行一次，第七届广州
艺术节以“戏剧”为主题，从7月8日至9月10日，有国
内外共22台剧目在广州各大剧院上演。本次广州艺
术节中外名剧汇聚，其中包括法国兰斯喜剧院的《吝
啬鬼》、意大利原版歌剧《阿依达》、中国著名戏剧人方
旭打造的话剧《二马》等。

昨晚，由重庆市话剧院打造的《河街茶馆》一亮相
就惊艳全场。360度全景式转台将茶馆、吊脚楼做成
一体两面的舞台，舞台一侧的黄桷古道则充分展现出
老重庆的城市风貌。剧中，“酒坛坛”“络儿胡”等角色
名称以及幽默风趣的重庆方言让人欲罢不能。川江
号子、扬琴等非遗的融入也让观众眼前一亮，“青杠叶
呀皮牙子薄，青杠奴的心”当重庆民间清音《青杠奴》
婉转响起，现场观众无不为之动容。

重庆市话剧院院长陈家昆向记者透露，此次到广
州演出，剧院带来了重达10吨的道具，其中最让人惊
艳的是中国舞美界领军人物薛殿杰独创的全景式转
台，其模型被国家大剧院永久收藏。此外，剧中的舞
美也加入了许多声光电的变化，演员中近一半是90后
的年轻人。

据悉，今晚，话剧《河街茶馆》将在广州进行最后一
场演出，随后，该剧将参加“2017年多彩贵州艺术节”

“四川省纪念中国话剧诞辰110周年戏剧展演”等活动。

重庆方言 精致布景

话剧《河街茶馆》亮相广州艺术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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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 廖雪梅）8 月 29
日，市城市管理委员会召开新闻通气会，
通报了未来3年主城区公厕建设计划。
我市打算从今年8月起，用3年多时间，持
续深化以小厕所、大民生为主题的“公厕
革命”，力争到2020年12月，主城区新增
公厕720座（包括新建公共厕所230座、
社会单位厕所对外开放490座），使主城
建成区的公共厕所数量达到3000多座。

与此同时，各区将加强老旧公厕改
造力度，将原有的500座三类以下公厕
改造提档为二类以上标准公厕，使主城
区一类、二类独立式公共厕所占总量的
70%以上。

市城市管理委员会相关人士介绍，
截至目前，主城区共有厕所2447座，包
括公共厕所1986座、对外开放的社会厕
所461座，全部免费开放。但与住房和

城乡建设部相关标准相比，重庆主城区的
公厕建设仍然存在数量不够、品质不高等
问题。如果按照住建部规定的公厕建设
上限指标测算，重庆主城区应建公厕
3163座，与当前数量相比，还差716座。

注重细节和人性化服务，成为主城
区正在推进的“公厕革命”的一大特色和
亮点。市城市管理委员会要求，各区在
人流集中的场所建设公厕时，女厕位与

男厕位（含小便站位）的比例不应小于2∶
1。公共厕所的男女厕所间应至少各设
一个无障碍厕位。一类公厕应有空调，
二类公厕应有空调或电扇。

据悉，今后我市在繁华窗口或有条
件的区域建设公厕时，将适时推出免费
覆盖WIFI、设立缴费设备、二维码消费
等便民服务项目，还可提供给手机、电动
汽车充电等便民服务。

未来3年主城将新增公厕720座
一类公厕应有空调，适时推出免费WIFI，提供手机充电等便民服务

本报讯 （记者 廖雪梅）近年来，
主城一些公共场所设置了直饮水机，方便
行人解渴。今明两年，这种便民设施将更
多。8月29日，市城市管理委员会召开新
闻通气会称，从8月起，该委积极推进主
城区公共区域桶装饮水点建设，计划用两
年时间设置桶装饮水点376个、配备桶装
饮水机515套。其中，2017年争取在主
城区公共区域设置桶装饮水点200个，
2018年争取设置桶装饮水点176个。

市城市管理委员会相关人士透露，
目前主城部分商圈、广场和公园共设有

公共直饮水平台39个，主要以城市自来
水为原水，经直饮水设备深度净化后，提
供给市民和过往游客免费饮用。但是，
因为多种原因，主城区公共区域的饮水
点建设仍存在设置密度低、安全隐患不

容忽视等问题。
为切实解决公共区域饮水难问题，

市城市管理委员会要求，各区的桶装饮
水点设置要做到环境卫生、方便使用、便
于管理，尽量选择在主城区核心商圈、公

园、广场的管理用房、便民服务站（岗、
亭）、城市管理执勤点和爱心驿站等点
位，要设置免费服务饮水点明显标识，及
时更换桶装水、清洗设备，确保水量充
足、水质达标。

今明两年

主城公共区域将设376个桶装饮水点

本报讯 （记者 王翔）8月28
日，“2017年第六届中国廊桥国际
学术（重庆黔江）研讨会”在黔江隆
重召开。来自美国和国内知名院校、
文化文物研究机构的33名海内外专
家学者，齐聚重庆黔江，对廊桥历史
文化、科学艺术价值和廊桥文化的保
护研究、传承利用进行了深入探讨。

在为期3天的学术交流中，专
家组对濯水风雨廊桥进行了实地考

察，并一致认为，濯水古镇历史文化
悠久，建筑文化遗产资源丰富，特色
鲜明，保护有力，传承有序，符合“中
国传统建筑文化旅游目的地”评审
条件。

经过专家组一致评审，“濯水风
雨廊桥”拥有较为悠久的历史和文
化底蕴，建筑形态独具特色，因此被
中国廊桥协会授予“世界第一风雨
廊桥”荣誉称号。

“濯水风雨廊桥”
被授予“世界第一风雨廊桥”称号

本报讯 （记者 王翔）上千
平方米的亲子阅读区、46个安静
舒适的独立学习桌位、30余个文
化活动室……8月29日，记者从巴
南区获悉，巴南区文化艺术中心将
在明日开放，这些项目不仅免费，
部分项目开放时间还将延长至晚
上9点。

巴南区文化艺术中心位于龙
洲湾商圈附近，轨道3号线学堂湾
站下车，步行几分钟就可到达。
这个面积达33000平方米的艺术
文化中心，包含了该区新的图书
馆、文化馆和博物馆，其中 7000
平方米的文化馆和 9000 平方米
的图书馆。

建筑面积达33000平方米

巴南区文化艺术中心全年免费开放

8 月 28 日，沙坪坝区磁器口古镇一商家假冒“歌乐山辣子
鸡”的违法广告牌被依法拆除。由磁器口古镇保护与旅游开发
管理委员会、磁器口街道办事处等单位联合组成的执法队，最
近对磁器口景区旅游市场进行整治，依法查处个别经营者的违
法经营行为，以保护广大消费者的合法权益。

记者 任伟 摄

沙坪坝整治磁器口旅游市场

本报讯 （记者 黄光红）只需打开
一个手机APP，车主就能跟随系统导航，
轻松找到停车位。记者8月29日从重庆
路泊通科技有限公司（下称路泊通科技）
获悉，由该公司承建的“重庆市渝北区路
边智能停车项目”，已于近日通过渝北区
市政园林管理局组织的验收评审组验
收，正式启动运营，这标志着渝北区停车
管理正式进入智能化时代。

为缓解停车难题，去年上半年，渝北
区启动路边智能停车项目建设。深圳力
合信息技术有限公司中标后，组建路泊
通科技专门负责此项目。目前，该公司
采用最新的物联网技术和移动互联网技
术，成功建设了路边停车信息采集及智

能化管理系统、固定停车场信息采集系
统、多级可变综合诱导系统、视频监控系
统和智能停车大数据管理平台等多个智
能系统。同时，还在每个占道停车位的
地面，安装了一个智能感应器。当车辆
进入或离开车位时，智能系统能感知并
精准计时，同时把相关数据传输到管理
平台。

记者在该智能停车系统管理平台看
到，监控视频显示出渝北区各个路段及
多个小区、商圈的实时停车情况及空车
位数据，甚至还有每辆车的停车时长和
收费数据。

路泊通科技相关负责人介绍，此
项目可实时发布交通路况和周边空车
位信息，大大减少了车主寻找空车位

的时间，有助于规范停车秩序，改善道
路通行状况。目前，项目已覆盖渝北
区所有收费的路边停车位及约100个
商圈、小区的固定停车场。市民前往
这些地方停车，均可通过“翼停”手机
APP实现空车位的查询、导航、自动计
时计费，并可使用微信、支付宝等电子
支付方式支付停车费。

渝北路边智能停车项目正式运营
只需一个APP，车主就能轻松找到停车位

如何才能买到放心肉、吃上放心
菜？为全面加强肉菜等食用农产品安
全管理，确保人民群众“菜篮子”安全，
今年5月，铜梁区启动了创建“放心肉
菜示范超市”活动，重百、永辉超市积
极参与示范创建。铜梁区把“放心肉
菜示范超市”作为创建国家食品安全
示范城市的重要抓手，探索改进管理
方式，采取“四轮驱动”模式，从管理制
度、源头管控、进货查验、创建指导4个
方面对超市严格把关，切实构建来源
可溯、质量可靠、群众放心的肉菜消费
环境。

强学习
查漏补缺“练内功”

走进正在创建“放心肉菜示范超
市”的重百超市铜梁店。有机食品、绿
色农产品专柜区域，新鲜可视的肉菜
分类整齐排列，专柜附近公示着肉菜
种养殖基地、屠宰企业、供应商、产地

证明和检验检疫票证等信息，工作人
员一边日巡检查，一边仔细核对产品
信息标签。“消费者的满意度是我们的
重要衡量指标，学习其他超市的优质
创建成果，使我们查漏补缺，更能修炼
好‘内功’。”重百超市铜梁店相关负责
人说。

6月中旬，创建单位在区食安办的
统一组织下参观学习了永川区创建

“放心肉菜示范超市”成果，对照标准
及时查漏补缺；8月中旬，创建超市负
责人及相关管理人员对照“放心肉菜
示范超市”创建标准进行系统学习，查
找超市存在问题和薄弱环节，建立问
题台帐清单，进行重点整改，切实保障
辖区人民群众“舌尖上的安全”。

铜梁区委、区政府高度重视创建
活动，副区长、区食安委副主任蒙格
丽先后3次实地调研创建“放心肉菜
示范超市”工作，并要求各参创单位
严格落实超市食品安全主体责任，严
把源头采购、卖场进货和超市销售三

道关口，力争在今年9月底前，在全
区成功创建1-2家“放心肉菜示范超
市”。

强追溯
农超对接抓源头

“这里的鱼新鲜味美，每条鱼都
‘带牌’能扫码，大家吃着也放心。”在
水产区，挑选了活鱼的市民刘先生乐
呵呵地说。“‘放心肉菜示范超市’创建
要求非常高，销售的肉类和蔬菜必须
全程可溯源，一旦出现质量问题必须
第一时间处置到位。”铜梁区食药监相
关负责人说，参与创建的超市必须前
往产地实地考察肉菜生产质量，运输、
储存必须严格按标准执行。

据了解，参创的重百、永辉超市由
重庆总部采购部审查供货资质，择优
采购肉、菜、水果、禽蛋、水产等商品，
再按储存和运输条件及时配送到铜梁
分公司，并采取“订单农业”“农超对

接”“厂超挂钩”等采购方式，保证生鲜
肉全部来自合法屠宰企业，蔬菜来自
规模种植基地，购进的食用农产品
100%可追溯，从供货源头保障食品安
全。

此外，超市员工还要对采购部配
送的肉菜进行农药残留、兽药残留等
质量安全指标实施检验检测，确保肉
菜农药、兽药残留符合国家标准，在检
测公示栏，主动向消费者公示肉菜等
食用农产品源头采购管理、检验检测
结果及保障质量安全措施等事项，积
极接受监督。

强查验
多项制度上保险

为切实履行主体责任，铜梁区根
据我国相关食品安全法律法规，积极
指导参创企业制定和完善相关食品经
营制，让食品安全上了“保险”。一是
建立并执行食用农产品供应商审查、

进货查验和查验记录、库存食品定期
清理等制度，对首次签约的供应商
100%审查，对其他供应商按比例随机
抽查。二是建立并执行食品贮存保管
制度，参创超市均具备与所经营的食
用农产品相适应的贮存、陈列、销售等
设施设备，做到分类贮存、陈列和销
售。三是建立并执行食品定期检查制
度，参创超市定期检查并记录食品运
输车辆或工具的卫生状况及温度控制
设施运行等情况，查验并留存入场食
品的各类证照、合格证明文件，对食用
农产品进行感官检验，如实记录供应
商、种养殖基地（屠宰企业）名称、品
种、数量等相关信息。

强指导
增配人手保安全

称取2克小白菜叶，放入缓冲剂浸
泡出农药残留，用移液枪提取出3毫升
菜叶液体，再加入显色剂和酶试剂

……8月20日，在永辉超市铜梁广龙
明珠分店，专职食品安全管理员正在
对精品蔬菜专区的蔬菜进行快速检
测。

为了进一步加强食用农副产品质
量安全，铜梁区定期对参加创建超市
的食用农产品情况进行检查。今年7
月来，重百和永辉超市投入专项资金，
增配了专职食品安全管理人员和食品
快速检测设施设备，每天对所销售的
食品及农副产品进行抽检并及时公
示，让消费者及时了解超市食品安全
状况，对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的农产
品，及时召回并发布通告。

走进创建超市，创建食品安全示
范城市宣传标语和创建口号显著可
见，超市客户服务中心同步定时播报
的创建内容声声入耳，通过全方位的
入心宣传，铜梁有效把走进超市的市
民融入到食品安全示范城市创建的浓
厚氛围中。

赵童 刘玉珮 蓝倩

铜梁：管理“四轮驱动”全力创建放心肉菜示范超市

本报讯 （记者 杨艺）8月29
日，内蒙古阿拉善盟来渝举行推介
会，邀请市民去穿越沙漠、看胡杨
林，体验不一样的北疆风情，同时还
抛出多项旅游红利。

据悉，阿拉善盟旅游资源富集，
有全球唯一以沙漠为主题的世界地
质公园，还有世界三大沙漠之一的
巴丹吉林沙漠、世界三大胡杨林之
一的额济纳胡杨林，以及世界三大
载人航天中心之一的东风航天城
等。

为吸引游客，阿拉善盟还推

出追寻仓央嘉措足迹宗教朝圣之
旅、秘境阿拉善摄影游、圣境阿拉
善自驾游、航天探秘丝路采风游
等数条旅游线路，并将于 9月 15
日举办为期一个月的全球最大的
汽车越野盛会——越野e族阿拉
善英雄会。

此次，阿拉善盟还推出多项奖
励旅行社的政策。如对旅行社组织
游客包机到阿拉善盟旅游的，一次
性组织50-100人（含）给予1万元
奖励，一次性组织101人以上给予
2万元奖励等。

穿越沙漠 看胡杨林

阿拉善盟邀重庆市民
体验北疆风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