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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首席记者 李珩）
市气象台6月14日预计，端午假
期三天都有阵雨，市民出行请注
意安全。

14日夜间到15日白天，长
江沿线以北部分地区阴天有阵雨
或分散阵雨，其余地区阴天到多
云，大部地区气温19℃-34℃，城
口及东南部18℃-32℃，主城区
阴天间多云，23℃-30℃；15日
夜间到16日白天，西部、中部偏

西及东北部偏西地区阵雨，其余
地区阴天到多云，有分散阵雨，
大部地区气温21℃-35℃，城口
及东南部18℃-33℃，主城区阴
天有阵雨，24℃-29℃；16 日
夜间 17 日白天，各地阴天有
阵雨或分散阵雨，长江沿线以
北部分地区中雨，大部地区
气 温 21℃-33℃，城口及东南
部 17℃-31℃，主城区阵雨，
24℃-28℃。

端午假期三天都有雨

本报讯 （首席记者 李珩）
6月14日，重庆日报记者从主城
各大医院了解到，端午节期间部
分医院门诊时间有变，具体如下：

陆军军医大学西南医院、新桥
医院、大坪医院：6月16日—6月
18日，仅上午有门诊（神经内科
全天门诊）。

重医附一院：6月16日全天
门诊，6月17日、18日只有上午
半天门诊。

市人民医院三院院区：所有门

诊照常应诊；中山院区：骨科、心内
科、呼吸内科、综合门诊上午应诊；
江北院区：呼吸专家门诊照常应诊。

市妇幼保健院：产科、儿科、
妇科正常接诊；计划生育科6月
16日上午可以预约和做手术，其
他时间只能预约，不能手术；儿童
保健科仅6月16日上午接诊，且
不能做早教和预防接种；妇女保
健科仅6月18日接诊。

重医附属儿童医院、市中医
院正常门诊。

部分医院门诊时间有变

本报讯 （记者 曾立）重庆日报记
者6月14日从重庆旅游投资集团获悉，
洪崖洞“智慧景区”一期工程将于端午小
长假建成投用，可360度旋转的网络直播

摄像头、客流统计摄像头、WiFi探针、热
力地图等一系列“黑科技”，将大幅提升洪
崖洞景区的智慧化管理水平。

今年“五一”小长假期间，洪崖洞景区
累计接待游客10万人以上，单日游客接
待峰值近4万。为进一步提升景区服务
水平及旅游体验，5月25日，洪崖洞景区
运营方重庆小天鹅集团，与重庆旅游投资
集团旗下的重庆旅游云信息科技有限公
司达成合作，由后者为洪崖洞“量身定制”
智慧化管理服务提升方案。

洪崖洞“智慧景区”工程将分为两期
进行。6月14日下午，记者在洪崖洞景
区看到，工作人员正在对一期新安装的设
备进行最后的检查、测试。

“由于洪崖洞景区不收门票，所以每
天到底有多少游客进和出，景区管理人员
以前并不清楚，一旦游客蜂拥而至就存在
严重安全隐患。”重庆旅游云信息科技有
限公司技术部部长王成实告诉记者，一期

工程主要利用旅游物联网、旅游大数据、
旅游人工智能等，对景区游客流量进行监
控、引导和预警。

为此，该公司在洪崖洞景区的9个出
入口，安装了19台双向滚闸门禁设备，对
游客流量进行动态管控。“每台闸机进了
多少人，出了多少人，后台都有数据显
示。”王成实说。

同时，景区的所有进出口通道，包括
消费通道，都安装了游客流量统计摄像
头。“游客流量统计摄像头与普通摄像头
不一样，它可根据旅客头部、肩膀的行进
方向，分析其路线，判断游客是进景区还
是出景区。”王成实介绍。

“WiFi 探针则针对的是游客的手
机。”王成实称，只要游客的手机开启了无
线局域网功能，哪怕没有连接到景区
WiFi，WiFi探针都可捕捉其信号，了解
某个区域内的人员密集情况。

这些数据采集后，会通过人工智能系

统，制作成实时的热力地图，管理者可据
此启动相应等级的预案。

“除了方便管理者，普通游客也可在
景区内的信息发布屏、微信公众号上查
看热力地图。”王成实称，旅客可据此理
性选择前往的时间，避免盲目前往造成
拥挤。

此外，景区内还增添了全覆盖的广播
系统和可同时满足5000人上网的WiFi
系统。

据介绍，在整体解决思路中，智慧化
监测管理只是第一步。接下来，洪崖洞
景区将持续推进洪崖洞智慧景区建设，
包括在客流高峰期向景区周边外地手机
用户推送预警短信，提前进行客流疏导；
以景区微信公众号为载体，为游客提供
集电子导游导览、动态路线推荐、文化内
容传播、在线商城、社交互动、咨询投诉
等服务。二期工程预计今年10月 1日
前完成。

洪崖洞“智慧景区”一期工程端午假期投用

多项“黑科技”可实现游客流量监测预警

本报讯 （记者 韩毅）6月14日，
重庆日报记者了解到，端午小长假，我市
多个景区将推出丰富多彩的旅游节庆活
动，让游客来重庆“行千里·致广大”。

6月14日，2018仙女山草原足球世界
杯在仙女山露营基地拉开帷幕，劲爆乐队
表演、5人制足球比赛、足球电竞比赛等精
彩活动轮番上演。即日起至7月15日，仙
女山上还开设了俄罗斯风情美食街、世界
杯足球主题创意集市、趣味足球游乐区等，
游客既可以品尝俄罗斯风味美食、畅饮啤
酒观看球赛，还可参加实况足球电竞体
验。现场还搭建了1个650寸的巨型“电视
机”，供游客为喜欢的球队呐喊助威。

“扫描景区二维码的游客，还能免费
体验世界杯主题彩妆和美甲、领取免费的
俄罗斯木桶啤酒和液体面包格瓦斯。”景
区相关负责人介绍。此外，游客还可以体
验风筝主题乐园、松鼠乐园、滑雪、滑草、
速滑、骑马、卡丁车等娱乐项目。

14日，重庆市第八届全民健身运动
会龙舟比赛在合川区开赛。该龙舟比赛
由重庆市体育局、市直机关工委、市总工
会等主办，在合川城区涪江二桥至小安溪
入口段水域举行。比赛项目设有22人龙
舟200米直道赛、22人龙舟500米直道
赛两个项目，12支龙舟队展开了激烈角
逐。现场还举行了龙舟巡游、披红点睛等
龙舟民俗文化展示活动。

6月15日—16日，2018“綦彩画廊·
三养綦江”夏季旅游养生季开幕式暨綦江
古剑山世界杯啤酒音乐狂欢节将在古剑
山举行。本次音乐狂欢节为游客准备了
万听啤酒。活动现场，每天都将举行“酒
王争霸赛”，以及世界杯直播、嘻哈表演、
街舞表演、足球宝贝秀、花式足球表演等。

6月16日，南岸区南山九街·壹华里
市集将正式开业，陆续推出非遗长桌宴、
千人免费牛肉宴、现场教授包粽子等丰富
多彩的节庆活动。同时，旅游专线T050
也将开通试运行，班车由观音桥出发经北
滨路，一路欣赏重庆景色后穿千厮门大桥
到解放碑，再经长江索道站到壹华里市
集。每天早上9：00从观音桥发车，晚上
10：15从壹华里市集收班。

南川也将举办一系列旅游主题活

动。6月14日—7月15日，在中海黎香
湖瑞士风情商业街、综合运动公园举办的

“一起看世界杯”主题活动，将推出外籍乐
队演出、拳王争霸、背媳妇喝啤酒赛等；6
月16日—18日，金佛山景区将举行登高
祈福、汉服文化体验、DIY粽子等活动，让
游客感受端午节的传统文化习俗。值得
一提的是，6月16日—25日，游客游览金
佛山景区凭当日门票，即可参与“重庆旅
投带你奔向俄罗斯”2018趣味足球射门

联赛，终极大奖为俄罗斯双人游。
万盛各大景区也推出了系列活动，如

黑山谷、尚古村落等景区将举行尚古寻宝
游园会活动、“端午食粽”线上活动、黑山
谷民俗系列活动等；黑山谷景区将举办全
民抖动黑山谷·抖音徒步挑战赛活动，吸
引游客大开脑洞创新自拍方式，通过自媒
体上传创造宣传话题。此外，青年汇巅峰
乐园将推出幸运大转盘活动，赢取“1元
直升飞机飞行体验”等。

草原足球、龙舟赛、啤酒音乐节、包粽子……

端午节活动又多又好耍

本报讯 （首席记者 李珩）
6月14日，市食药监局公布了端
午节粽子专项监督抽检结果，麦
大叔肉粽因不合格被“点名批
评”。

本次粽子专项监督抽检共抽
检了63批次产品，其中，合格样
品62批次，不合格样品1批次。
此次抽检不合格的样品即麦大叔
肉粽，市食药监局相关负责人介
绍，标称重庆麦大叔食品有限公
司生产的鲜肉粽，在商业无菌项
目中检出不符合罐头食品商业无

菌的要求。
对抽检中发现的不合格产

品，我市食药监部门已按《中华
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的要
求，对生产经营企业依法启动查
处工作，同时已采取风险控制措
施，查清产品流向，召回、下架不
合格产品，分析原因并进行整
改。

市食药监局提醒，如发现购
买的粽子存在食品安全问题，市
民可拨打12331食品安全投诉举
报热线进行投诉。

麦大叔肉粽不合格遭通报

本报讯 （记者 韩毅 吴刚）端午
节即将到来，红火的重庆旅游业将再次接
受八方游客“大考”。6月13日—14日，
市委宣传部、市文明办组织有关部门以及
新闻媒体，对洪崖洞、长江索道、李子坝轻
轨站等19个热门景点进行检查。这些景
区正全力提升旅游服务质量，让游客“满
意在重庆”。

6月13日晚，检查组来到洪崖洞景
区。景区虽然人流较大，但秩序井然。“我
们在安保力量、安全设施、环境卫生、服务
管理等方面已做好充分准备，有能力、有
信心接到好每位入园游客。”该景区一负
责人说。

随后，检查组又赶到长江索道景区，
虽时间较晚，但志愿者、景区工作人员、保

安等全部在岗，旅游引导清楚明了，地面
干净整洁，游客排队秩序井然。预计7月
份，游客可通过“重庆索道公司”微信公众
号预订次日索道套票。

14日，检查组还走访了李子坝轻轨
站、皇冠大扶梯等热门景点。李子坝轻轨
站周边的旅游配套设施正在全面提档升
级，目前正在新建观景平台，平台面积

1367平方米，配套功能用房约300平方
米，还配套建设旅游大巴停靠区域，以及
连接李子坝公园步道等。该观景平台预
计今年8月完工。

沙坪坝区相关人士介绍，为了迎
接端午游客，磁器口古镇保洁人员由
20人增加到30人，还专门安排工人对
古镇建筑外立面都进行了清扫。同
时，人行道增设花箱 33 组，栽种罗汉
松、孔雀草等花种4000株，累计在古镇
景区范围内补植绿萝、三角梅等1500平
方米。

我市对19个热门景点进行检查

本报讯 （记者 夏元）市两
江公交公司6月14日发布消息，
端午小长假期间将开行洪崖洞—
聚贤岩广场、李子坝轻轨站—金
砂水岸两条观光旅游线路，方便
游客体验洪崖洞和李子坝轻轨站
景色。

洪崖洞—聚贤岩广场线路停
靠站点为小什字、洪崖洞、聚贤岩
广场，运行时段14∶30—23∶00。

李子坝轻轨站—招商江湾城
线路停靠站点为李子坝轻轨站、
招商江湾城、家乐福，运行时段
10∶00—20∶00。

两条观光公交线路
端午小长假期间开通

6 月 14 日，技术人员在洪崖洞安装
360度旋转的网络直播摄像头，对景区进
行24小时直播。 记者 罗斌 摄

6月14日，合川区涪江，赛龙舟的比赛队伍正在激烈角逐。 记者 郑宇 摄

6 月14日，“我们的节日·端午”，暨江北区“文明再提升·满意在江
北”文明旅游主题活动启动仪式，在五宝镇举行。

图为村民一起包粽子、扎艾草，以传统的方式迎接端午佳节。
首席记者 崔力 摄

“文明再提升·满意在江北”活动启动

重庆三峡融资担保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名称变更事项的公告

根据《融资担保公司监督管理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令第683号）第六条“融资担保公司的
名称中应当标明融资担保字样”的相关规定，现将公司名称变更有关事宜公告如下：

一、自2018年6月8日起，原“重庆三峡担保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名称正式变更为“重庆三峡融资担
保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二、更名后的重庆三峡融资担保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依法承继原重庆三峡担保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所
有债权债务。

三、原重庆三峡担保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对外签订的所有合同协议和法律文件仍具有法律效力。
咨询电话：023—63567037、63567000。
特此公告

重庆三峡融资担保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8年6月15日

整装协会携手佳天下装饰启动“千万诚信基金”担保6月14日，由重庆市建筑材料协会整体装
饰专业委员会发起，佳天下装饰集团、金融单位
共同参与的“千万诚信基金”签约仪式发布会在
杨家坪举行。市建筑材料协会整装专委会会长
周龙麟、整装专委会秘书长陈瑜、佳天下装饰集
团总裁刘自强、佳天下全国分店总经理等相关
人士出席发布会并发言致辞。多家装饰公司代
表、材料商代表、业主代表以及多家重庆主流新
闻媒体共同出席见证。

周龙麟在致辞中谈到，2018年不少装饰公
司客观上受房屋装修刚需下降、经营成本上涨
等因素影响，出现了经营困难，导致无法履约；
有极少数企业在主观上不规范，对待顾客不诚

信，产生出不少社会矛盾，导致很多装修业主
对装饰行业产生质疑和担心，造成了不良的市
场影响。为了消除不良影响，重塑消费者信
心，为行业正名，整装协会向社会推出“千万诚
信基金”保障活动，从全市整装类装饰企业中
挑选出良性经营企业参加本活动，以协会名义
向广大消费者推荐。

佳天下装饰集团公司扎根重庆15年，现已
发展成为全国性的装饰集团，是重庆整装企业
的的优秀代表，此次响应整装协会号召，缴纳保

证金1000万元加入协会“千万诚信基金”体系，
推出“零风险装修”的保障政策。该保证金储存
于协会指定的银行账户，如果佳天下集团内任
何一家公司装修出现问题，业主都可以向整装
协会投诉，协会在收到投诉后3天内组织专家现
场勘察。如果确认是装饰公司的责任，将立即
要求装饰公司限期解决；如果协会发出通知后
企业无反应、不作为，协会将动用企业诚信基金
赔付给消费者。为了将监管落到实处，整装协
会将会向缴纳“诚信基金”的装饰企业派驻专管

员，进驻各地市场门店，并开通全国统一便民服
务中心热线400-969-1708（本号码将于6月
18日正式启用），服务各地百姓。

刘自强在致辞中表示，佳天下装饰集团作
为一家有社会责任感的家装公司，始终坚持诚
信经营、质量先行、业主至上、服务第一，通过15
年匠心耕耘，以惊人的发展速度和傲人的业绩，
成为重庆家装行业的一面旗帜。此次积极参加
协会倡导的“千万诚信装修”活动，就是希望通
过用真金白银来引导整个家装行业走向诚信良

性的发展道路，为了让更多业主真正明白装修，
不被坑、不被骗。佳天下秉持着真正为业主服
务，让业主花最少的钱装出最高品质的家，真正
做到让业主省心、省时、省力又省钱，把佳天下

“匠人匠心，专注一生”的品牌理念和形象传递
给每一户业主。

刘自强带领佳天下装饰集团重庆北店、安
徽合肥店、河南洛阳店、四川南充店、江苏连云
港店、河南南阳店、山东临沂店、重庆南店的总
经理举行了集体宣誓，共同发出掷地有声的铮
铮誓言，为业主装修诚信到底、服务到底。

冉崇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