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1月10日－12日，第97届全国糖
酒商品交易会（以下简称糖酒会）将在渝
召开。作为食品行业“风向标”，酒类行
业“晴雨表”的业内“天下第一会”，本届
糖酒会将吸引数十万国内外客商来到重
庆，预计将拉动酒店、餐饮、广告、物流运
输、旅游等领域数十亿元消费。

人流、物流、商流集聚

糖酒会还没正式开始，不少市民发
现，商圈内多了不少食品展览展销活动，
许多来自外地的食品行业客商带着其最
优质的产品，先期来到重庆。

如福建省龙海市便携109家企业代
表、328位经销商代表来渝集中推介，展
示其海澄双糕润、白水贡糖、浮宫杨梅等
名小吃和传统特色产品。在6日的推介
会上，该市便达成4项产销合作，协议金
额2亿元以上。

据了解，今年糖酒会共吸引近3000
家参展商，展出上万件特色展品，预计有
30万人次观展。“糖酒会的举办，必然会
促进当地的商贸物流业发展，巩固其作
为区域商贸中心的地位。”中国糖业酒类
集团公司副总经理杨成刚说。

数据显示，2014年秋季在渝举行的
第91届全国糖酒商品交易会，吸引26
万余人次参观，商品交易额达202.56亿
元人民币，有效拉动了重庆商贸发展。

带动相关产业发展

大小酒店一床难求，交通出行、旅游
景点客流明显增加……本月初以来，糖
酒会的热度逐渐升高。

从经济学角度来看，会展经济有个
1∶9概念，即展会收益为1，能带动其它

产业利润则是9。糖酒会集聚了大量的
人流、物流、商流，对相关产业拉动效应
明显。、

据悉，近年来，几乎每届糖酒会都带
来不低于10亿元的综合经济效益，特别
是酒店、餐饮、广告、物流运输、通讯、金
融等行业的发展，展会期间都比平常增
加12%以上，也提供了数量众多的临时

就业岗位。以春季全国糖酒会永久举办
城市成都为例，该市通过举办糖酒会每
年吸引数万客商，这对当地刺激消费、改
善民生、促进现代服务业发展起到重要
推动作用，直接效益达20亿元左右。

提升重庆会展实力

举办糖酒会，既是对重庆会展实力
的肯定，也是重庆检验和提升会展实力
的机遇。

“召开全国糖酒会，不仅对糖酒食
品行业的进步有促进作用，对于举办地
的产业发展、城市建设和管理都具有很
好的拉动作用。”杨成刚说，要举办大型
展会，首先要求城市有着良好的城市基
建、完善的城市功能布局，包括展馆建
设、城市交通、城市酒店等方面。因此，
相关城市必须就这些方面进行提升、完
善。

光有基础还不够，要举办大规模的
展会，还要求当地拥有较高的城市管理
服务水平。如糖酒会的举行，当地需在
城市综合治理、交通保障、卫生防疫、消
防、治安执法等方面做大量周密细致的
工作。

“希望借糖酒会的举办，能进一步检
验和提升重庆办展实力，并进一步扩大
重庆会展影响力。”市商务委相关负责人
说。

作为食品行业“风向标”、酒类行业“晴雨表”

糖酒会将给重庆带来什么？
本报记者 杨艺

本报讯 （记者 杨艺）11月9日，第
九届重庆火锅美食文化节在北滨路金源时
代广场开幕，本次活动集结了70家火锅品
牌、300余家火锅食材商家，将持续4天4
夜，各大火锅品牌争相展示品牌特色，为广
大市民带来一场火锅美食文化盛宴。

重庆火锅图腾传承仪式暨传承人授
牌、德庄天下第一大火锅开锅、万人火锅
宴……在现场，多个精彩环节向市民展示
了重庆火锅风采。在秦妈火锅展位，“马
云”霸气现身，吸引市民争相合影。原来，
他是因为长相酷似马云而在网上走红的成
都某小区门卫柯全寿。为配合今年火锅节

“麻辣happy城市节日”的主题，秦妈火锅
在现场摆下了一张15米长的巨型长桌，让
40名市民与“马云”一起烫火锅。

红墙碧瓦，珠帘轻启——锅锅筵水八
块老火锅则以传统巴渝民俗文化风格布
展，现场还邀请了著名川剧变脸大师杨坤
久演出。

在本届火锅节上，江北区食药监分局
“食安快检”首次走进火锅节现场，在为期
4天的火锅节里，执法人员将每天针对火
锅餐饮企业和火锅销售企业进行100项抽
检，确保火锅节食品安全。

“食安快检”能检些啥？执法人员介
绍，火锅现场“快检”有13项，基本囊括火
锅食材、底料、用油、餐具等各个方面。如
针对水发产品，包括毛肚、鸭肠、蹄筋等，可
进行甲醛、工业碱检测等；针对火锅店里使
用的餐具，进行表面洁净度的检测。

工作人员在现场还对火锅底料进行了
快检演示，他们首先对固体的火锅底料进
行取样，取大约5克左右，加水振摇后静
置，然后除去上层油脂，提取下层的清液。
据介绍，此次快检采用了新型设备，将过去
需1.5-2小时的检验时间缩短到20-40分
钟，提高效率的同时还提升了准确性。

今年5月，第十三届全运会群众比
赛项目围棋及国象比赛重庆预选赛在大
渡口举行，上万名重庆棋牌爱好者报名
参赛；10月，2017中国（重庆）梁平滑石
论道围棋嘉年华在梁平拉开大幕，这场
吸引了古力、檀啸等国内众多明星棋手
的围棋“狂欢”，引起了国内媒体的广泛
关注。

“这些只是近年来重庆棋牌活动蓬
勃发展的一个缩影。”重庆市棋院院长柯
萍告诉重庆日报记者，棋牌运动在重庆
有着悠久的历史和出色的竞技成绩，十
三届全运会期间，重庆市棋院还被评为

“全国群众体育先进单位”。
“近几年，棋牌运动在重庆刮起热

风。特别是谭中怡成为世界棋后，为国
际象棋在重庆的普及和发展，起到了非
常强的助推作用。”柯萍认为，棋牌运动
在重庆具有广泛的群众基础，为此，市棋
院结合群众需求，以赛事做杠杆，撬动全
民健身活动蓬勃发展。

柯萍所言非虚，市青少年棋类锦标
赛、市“幼苗杯”棋类比赛、山城杯桥牌甲
乙级比赛、全民健身日棋牌项目万人同
赛、市运会智力运动项目比赛……2016
年全市举办了比赛活动数百场次，参加
人次数超50万。

除了举办赛事，市棋院为了推进智

力运动在全市尤其是区县的普及，还将
市级智力运动比赛项目下放，采取与区
县合办的方式，以增强智力运动在区县
的影响力。例如第二十届中外名士教授
围棋赛、市春季围棋段位赛、市围棋锦标
赛等，增强了区县发展智力运动的积极
性和主动性，提高了智力运动的群众参
与度。

“这些年我们也十分重视棋牌类运
动后备人才的培养。”市棋院副院长张奎
介绍，为了开展棋牌进校园活动，市棋院
与育才中学、江南小学等举办了围棋、国
际象棋、象棋后备人才训练营，启动了围
棋、国际象棋和国际跳棋试训队的建队
工作，通过一系列走进校园、走进课堂棋
类活动，不仅开发学生的智力，提高他们
的抗挫折能力，还为重庆棋牌类运动后
备人才建设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在涪陵区，围棋成为中小学重点培
养的体育项目，学生只要在市级棋类比
赛上获奖，就能任意挑选区内的中学
就读。在这样的激励下，涪陵的青少年
更热衷于棋类运动。

“明年重庆的棋牌运动爱好者更有
盼头。”柯萍透露，国际象棋世界棋后谭
中怡将于明年迎来卫冕战，市棋院现阶
段正在积极申请承办世界国际象棋女子
冠军赛。此次赛事最终若能落地重庆，
重庆的棋类爱好者在家门口就能观战国
际象棋世界级大赛。除此之外，市棋院
还将举办重庆市第一届智力运动会，棋
牌类运动爱好者不仅能够观赛还能自己
参赛。

市棋院：

广泛办赛推动智力运动蓬勃发展
本报记者 刘蓟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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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看来，无偿献血就跟在公交
车上给老幼让座、在他人遇到困难时搭
手相帮一样普通。”日前，在重庆市血液
中心，33岁的检察官刘涛涛挽起袖子准
备献血。他已经记不清这是他第几次
无偿献血了。

令人惊讶的是，这样一位年轻小
伙，已经有连续16年的无偿献血经历，
累计献出了2.6万毫升的血量。“无偿献
血已经成为我的另一份事业，希望今后
把这份爱心事业一直延续下去。”

刘涛涛是河南辉县人。18岁时，刘
涛涛正读高三，一次外出，他偶然看到
街头献血车，出于一份青年的责任感，
便义无反顾地加入了无偿献血的队伍。

2007年，刘涛涛从西南政法大学刑
事侦查学院侦查专业毕业后，又考上了
法学研究生。第二年，他加入了重庆市
红十字会无偿献血服务志愿者工作队，
从一名单纯的无偿献血参与者转身为
宣传员。

“从小我的父母和师长就教导我要
诚信做人、老实做事，互助友爱、奉献社
会，这些‘大道理’我一直记在心里。”刘
涛涛说。

如今，已在重庆安家的刘涛涛在北
碚区人民检察院工作。他仍然坚持定
期参与无偿献血。献血周期内，他总会

抽空从北碚赶到重庆市血液中心捐血。
坚持无偿献血十多年来，刘涛涛曾

荣获中华人民共和国卫生部、中国红十
字会总会、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后勤部卫
生部联合颁发的“2006-2007年度全国
无偿献血奉献奖银奖”“2008-2009年度
全国无偿献血奉献奖金奖”；还于2009
年6月荣获重庆市卫生局、重庆市红十字
会联合颁发的“重庆市2008-2009年度
优秀无偿献血服务志愿者”称号。

把献血做成一项爱心事业
重庆一检察官16年共献血2.6万毫升

本报记者 刘蓟奕

本报苏州电 （记者 向婧）11月9
日，由农业部与江苏省人民政府共同举
办的首届全国新技术新农民创业创新博
览会（简称“双新双创”博览会）在苏州国
际博览中心开幕。重庆组团参展，围绕

“发展互联网+现代农业，推进新农民创
业创新”主题，重点展示了农业生产智能
化、农产品电子商务、农业管理数字化、
农业信息综合服务和信息化精准扶贫等
内容。

近年来，我市瞄准农业现代化，聚焦
“互联网+现代农业”发展，加快农村互
联网基础设施建设，提高农业生产智能
化、经营网络化水平，发挥互联网在助推
脱贫攻坚中的作用，推进精准扶贫、精准
脱贫。全市农业信息化建设在生产、经
营、管理、服务、脱贫攻坚及“双新双创”
方面取得了可喜成果。

在重庆展台，重庆日报记者看到，石
柱县“谭妹子”电商精准帮扶、以购带扶
模式引入注目。35位贫困户的照片制
作成了一幅大大的爱心墙，每一张照片
旁都有二维码，扫一扫就可以查看贫困
户的家境、生产的产品，可以直接下单购
买产品。

重庆与比利时共同开发的“马铃薯
晚疫病物联网预警系统”，在全国首次实
现农作物病害监测预警的智能化；重庆
渔政综合服务云平台实现了对全市

7000余艘渔船的远程监管和遇险救援；
采用云架构模式的重庆农产品质量安全
追溯平台，已发展了700余个追溯点，
600多家农业生产经营主体注册上线，
提升了农产品从田间到餐桌的全过程监
管水平；通过国家级重庆（荣昌）生猪电
子交易市场的创新发展，展示生猪活体

“线上交易+线下交收”的电子商务交易
新模式，开创了中国生猪活体网市……
重庆日报记者在重庆展台了解到，农业
智能化生产正在我市蓬勃发展，现代信

息技术与三农工作正深度融合。
为期4天的“双新双创”博览会将集

中推出一批“互联网+”现代农业新技
术、新模式、新业态，展示一批新农民创
业创新典型和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样
板。据了解，博览会期间，我市还组织推
介了一批农民创业创新优秀成果，并将
组织参会代表、部分企业参加“互联
网+”现代农业大会、全国信息进村入户
工程推进大会、中国农村创业创新论坛
等重大活动。

重庆展团亮相首届全国“双新双创”博览会
重点展示农业生产智能化、管理数字化、服务信息化和精准扶贫等

无 偿 献 血 进 行 时

第九届重庆火锅美食文化节开幕

再现万人同烫火锅盛况

11月9日，在江北区金源时代购物广场，“天下第一大火锅”迎来众多食客品尝。
记者 张锦辉 摄

11月9日，在重庆国际博览中心，一白酒参展商正在紧张布展。
记者 张锦辉 摄

据市血液中心最新统计数据显示，
目前市血液中心在全市共设置了 17 个
无偿献血点，今年10月共有7200余名市
民参与无偿献血，采血量达到 255 余万
毫升。

此外，也有不少社会团体组织人员
参与进行了集体无偿献血，其中包括北
碚蔡家力帆公司、重庆房地产学院、重庆
机电职业学院、重庆工程学院（正大软
件）、重师初等教院、重庆艺术职业学院、
重庆第二师范学院、重庆电讯职业学院、
重庆建筑工程学院、重庆医药高等专科
学校、西南大学、重庆大学城市科技学
院、重庆财经职业学院、重庆文理学院红
河B区、重庆医科大学第五临床学院、重
庆城市职业学院等16家单位，共有5400
余人次参与无偿献血，累计献血 160 余
万毫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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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打造清新有序的城区环境，助力
市容市貌提档升级，近日，九龙坡区黄桷
坪街道集中开展违规户外广告综合整治
行动，对辖区各类违规广告予以强力拆
除。

此前，黄桷坪街道市政监察大队队
员利用日常巡查，对主次干道、背街小
巷所有大型户外广告进行摸排统计，登
记造册，分类管理，共摸排出62个大型
户外广告。其中，对33块公益创建类
广告，采取合理设置、规范管理、定期维
护的原则，确保公益广告内容健康、美
观整洁；对17块未登记备案的大型广

告招牌，在确保安全的情况下，要求广
告业主到区行政审批大厅登记备案，补
办手续；对12块存在安全隐患和设置
不规范的户外广告，按照“彻底清除、恢
复原貌”的原则，坚决取缔。

目前，通过向违规户外广告业主
进行宣传教育、发放限期整改通知书
等措施，黄桷坪街道成功劝导6户业
主在限定时限内自行拆除。通过此次
户外广告整治行动，共拆除户外广告
面积437.5平方米，改善了街容街貌，
净化了城区环境。

田甜

净化城区环境面貌 九龙坡黄桷坪街道拆除违规户外广告 重庆市环保局受理建设项目环评信息公告
渝（市）环评公告〔2017〕33号

重庆市环境保护局于2017年10月30日—2017年11月9日受理以下建设项目环评文件，现公

告有关环评信息，接受社会监督。环境影响报告书公示期为2017年11月10日—2017年11月23

日（10个工作日），环境影响报告表公示期为2017年11月10日—2017年11月16日（5个工作

日）。环评文件全本查询方式：http://www.cepb.gov.cn，反馈意见受理方式为电子邮箱：cqh-

pxxgg@cepb.gov.cn，传真：89181941，通讯地址：重庆市渝北区冉家坝旗山路252号，邮编：

401147。

序号

1

2

项目名称

6000吨年有机
溶剂回收再利

用项目

黄桷坪长江大
桥及鹿角隧道

工程

建设地点

重庆市长
寿经济技
术开发区

九龙坡区、
南岸区、巴

南区

建设单位

重庆天博环保
有限公司

重庆市城市建
设投资（集团）

有限公司

环境影响评价机构

重庆化工设计研究
院有限公司

中煤科工集团重庆
设计研究院有限公

司

环评类别

环境影响报告书

环境影响报告书

受理日期

2017年10月
31日

2017年11月6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