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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 张国勇）“我们在这里
历时两年，对江津四面山进行深入考察研究，
发现了‘川柿’等20多种珍稀植物，为研究地
球同纬度地区生物多样性提供了新的线索。”
7月24日，重庆市药物种植研究所研究员、重
庆植物学会副理事长刘正宇介绍，“四面山植
被具有典型的亚热带常绿阔叶林特征，特别
是植物资源呈多样性，截至目前，四面山植物
达到3300多种。”

在四面山大窝铺原始森林的全国生物
多样性观测点，记者看到了两棵“川柿”，其
中一棵树干上还挂了很多野生柿子，十分
可观。“1938年，最早发现‘川柿’在四川华
蓥山，当时采到其开化标本，后因抗日战争
丢失了标本。这两棵‘川柿’，是我国80年

来在地球同纬度地区唯一发现的‘川柿’，
具有很高的科学研究和保护价值。”刘正宇
说，这与当地环境保护、地理位置和气候特
征密切相关。四面山处于南北交界处，促
使植物种类多样，是一些南方热带植物分
布的最北端。

“如今，四面山全区域封山育林管护面积
达37万亩，是地球同纬度仅存的亚热带原始
常绿阔叶林带，被联合国生态保护专家确定
为地球上难得的‘天然物种基因库’。”江津区
四面山森林资源管理局局长凌波称，四面山
的中华双扇蕨属于史前植物；桫椤（树蕨）是
地球上唯一幸存的木本树蕨之一，是最古老
的“活化石”，被列为国家一级保护植物；红豆
杉、三尖杉因含紫杉醇被称为“植物黄金”；这
里还有银杏、香果树等几十种国家重点保护
植物；这次发现的“川柿”等20多种珍稀植物
无疑为四面山“增光添彩”。与此同时，四面

山天然林保护工程严格按照“尊重自然、积极
干预、有效保护”要求，从落实管护设施建设、
建立全民参与机制、用信息化技术、强化科研
支撑等方面着手，推动了四面山全区域保护
工作的可持续、可发展进程。

“我们在四面山两年的考察研究中，收
获颇丰。”刘正宇介绍，他们发现的“川柿”
等20多种珍稀植物，不仅为进一步探索生
物多样性起到积极作用，而且为四面山及
各地今后如何保护生态环境、延长生物链
将提供一些重要的科学依据。

四面山发现“川柿”等20多种珍稀植物
其保护价值极大，为研究地球同纬度地区生物多样性提供了新的线索

避暑旅游，对重庆市民而言可谓是一
种“刚需”。有研究机构测算，重庆市民的
避暑旅游需求潜力约为500亿元，直接带火
周边多个兄弟省的避暑经济。

事实上，我市山地面积占全市总面积
75.33%，其中中海拔区就占全市总面积的
23.37%，最高海拔达2796.8米，拥有非常丰
富的“凉”资源。

如何把“凉”资源变成“热”产业，唱响
旅游“夏季歌”，是我市不少区县需要重点
研究的课题。

避暑游需求旺盛但供给不足

重庆避暑旅游市场有多火？
夏天一到，你到解放碑周边走一圈，就

能发现端倪。户外广告、灯箱广告、商务楼
电梯广告……避暑内容可谓铺天盖地，占
据广告产业“半壁江山”。

去年，为了避暑方便，家住渝北区冉家
坝新城丽都小区的刘女士到贵州桐梓买了
一套40多平方米的新房，花了9万多元。

前两天，她带着小孙子前去避暑，与同小区
居民搭讪，发现大多数人都操重庆口音，去
菜市场买菜，“重庆话”更是成了主流语。

除了桐梓，在习水、利川、赤水等地，夏
天一到，重庆人的身影也是络绎不绝。

据中国旅游研究院数据，重庆市民的
避暑旅游需求潜力约为500亿元，占全市旅
游总收入20%左右，直接带火了贵州、湖
北、四川等周边省市的避暑经济。其中，去
年暑期，重庆前往贵州的游客就达568.49
万人次，占贵州暑期旅游接待总量近10%，
居全国入黔游客的首位。

由此可见，重庆避暑产业可谓自带“粉丝”。
那么，重庆本地避暑旅游目的地表现如何呢？

重庆有“家底”，山地面积占全市总面积
75.33%，中海拔区就占全市总面积的
23.37%。其中，全市拥有1200米海拔以上
高山的区县达 22 个，包括巫溪阴条岭
（2796.8米）、城口光头山（2685米）、巫山太平
山（2680米）、开州一字梁（2618米）、南川金
佛山（2251米）、奉节猫儿梁（2123米）、武隆
磨槽湾（2033米）、黔江灰千梁子（1938米）、
石柱大风堡（1934米）等，但其中配套设施完
善、知名度较大的避暑纳凉地却只有武隆仙
女山、石柱黄水、万盛黑山谷、江津四面山、
南川金佛山等为数不多的地方。

近年来，我市旅游接待量和旅游总收
入保持年均两位数增长，全市旅游资源单

体4042个，其中优良级达230个，拥有4A
级以上景区94个，但年接待量超过100人
次的仅33个，未形成如贵州避暑、东北滑雪
等耳熟能详的品牌主题。

换句话说，重庆避暑旅游市场需求旺盛，
本地避暑旅游目的地有增速，但总量不大，供
给不足，对区域经济提质增效的贡献有限。

“休闲+康养”是发展新趋势

本地避暑旅游目的地需要补课。问题
是，如何补？

近日，在2018休闲旅游发展与品质峰
会上，原国家旅游局局长邵琪伟表示，形式
自由、用时较长、消费较高的休闲旅游，正
在成为我国旅游发展新趋势。2017年，休
闲度假旅游在整体旅游市场占比超过
50%，已经占国民旅游活动的“半壁江山”。

“所谓休闲旅游，就是以休闲为目的，
以旅游资源为条件而开展的游览、娱乐、观
光和休息，具有形式自由、修身养性、停留
时间较长、消费水平较高等特点。”中国旅
游研究院战略所所长吴普接受重庆日报记
者采访时表示，避暑旅游正好具有这些特
点。

吴普称，重庆集大城市、大农村、大山
区、大库区为一体，立足山地资源优势，以
全域旅游为牵引，融合“大生态”“大农业”

“大康养”“大休闲”等内容，打造全国首选
山地休闲避暑旅游目的地，大有可为。

在他看来，广阔的武陵山腹地和长江
三峡腹地是“主战场”，既是把绿水青山转
化为金山银山的具体实践，又利于带动农
民脱贫致富和乡村振兴。具体路径包括：
大力发展中医药康养、运动康养、森林康
养、乡村康养、休闲避暑等。

将培育100个康养和避暑
目的地

上个月，我市召开全市旅游发展大会。
市委、市政府提出，要全力打造重庆旅

游业发展升级版，建设世界知名旅游目的
地，唱响“山水之城·美丽之地”，让八方游
客在重庆“行千里·致广大”。

“写”好重庆旅游业发展升级版这篇大
文章，要因地制宜、因势利导，突出重点、抓
住关键，精准发力、久久为功。要注重全域
化发展、全季节体验、全产业发展、全方位
服务、全社会参与等。

其中，注重全季节体验，要唱响旅游
“四季歌”“二十四节气歌”，实现全年旅游
丰富多彩、春夏秋冬各有特色、白天夜间相
得益彰，让游客春赏花、夏消暑、秋观叶、冬
玩雪，一年四季都是旺季、没有淡季。

市旅发委相关负责人表示，接下来，我
市将依托大山大水、绿色生态等特色资源，
以“山水重庆·生态康养”为主题，建设一批
国家级康养旅游示范基地，培育100个生态
康养和休闲避暑旅游目的地。打响重庆避
暑旅游目的地品牌，实施好休闲避暑康养
旅游升级工程，把宝贵的“凉”资源变成优
质的“热”产业。

“凉”资源如何变成“热”产业？

重庆避暑旅游目的地亟待升级
本报记者 韩毅

本报讯 （记者 韩毅）近日，长江三
峡旅游大型媒体采风活动走进巫溪，来自
中央及全国各地的数十家媒体记者，深度
体验了三峡腹地“巫咸文化”和壮美风光。

三峡是重庆旅游的一张“王牌”。打好
“三峡”牌，按照“共抓大保护、不搞大开发”
要求，让一江碧水、两岸青山千年美景焕发
新风采、展现新魅力，是重庆全力打造旅游
业发展升级版的重要内容。

巫溪地处渝陕鄂三省市交界处，自古
就有“巴夔户牖、秦楚咽喉”之称，是三峡腹
地游的重要支撑，也是打好“三峡”牌的主
战场。

在此次媒体采风活动见面会上，巫溪
县委常委、常务副县长李先斌表示，为增加
长江三峡国际黄金旅游带的旅游吸引力，
巫溪将把最有魅力的文化与最有魅力的景
区深度融合，全力打造绝美三峡。

以创促建，抓景区建设。按照“1+2+
6”A级景区集群创建思路，加快推进红池
坝5A级景区创建，柏杨河巫咸文化景区、
灵巫洞等2个以上4A级景区创建，大宁古
城、观峰、一线天等6个以上3A级景区创
建，丰富长江三峡旅游产品供给。

深度挖掘巫咸文化，通过一系列巫
咸古国文化体验项目、丰富的旅游活动、
环境氛围营造等手段，重塑巫咸古国文
化品牌。今年，巫溪将对先期启动的柏
杨河湿地公园和月亮湾山地公园，注入
巫盐文化元素，新增打造盐水女神像、十
巫文化广场、模拟主题秀等，把单一生态
化湿地公园打造成为“自然生态景城一
体，历史文化古今共生”的旅游景区；明
年，将启动大宁古城和宁厂古镇A级景
区创建工作，力争在2020年成功打造以

宁厂古镇、大宁古城和柏杨河巫咸文化
景区为核心的全国唯一传承巫咸文化的
生态历史文化旅游区。

同时，该县将依托红池坝景区、兰英大
峡谷景区、大宁河生态文化长廊，构建三条
巫溪境内旅游精品线路；依托奉溪高速，打
造奉巫旅游环线；依托大宁古城、大昌古

镇、当阳大峡谷、兰英大峡谷，构建巫溪巫
山旅游环线。

此外，加快推进长江三峡一体化交通
基础设施建设，加快完成古路至文峰快速
通道、文峰至红池坝道路改建、宁万公路二
期、红池坝镇至红池坝景区等重点旅游环
线项目建设；启动巫神路三期双阳至大九

湖段公路，巫镇高速（巫溪段）建设，加快
推进两巫高速（巫溪段）、巫开高速前期工
作等。

“我们的目标是构建‘一心一带三区’
旅游格局，争创国家全域旅游示范区，将巫
溪建成全国知名人文生态旅游目的地。”李
先斌说。

本 报 讯 （记 者 周 松
实习生 郑明鸿）7月 24日，
重庆日报记者从江北区公安分
局获悉，一家专门从事贷款诈
骗的公司被警方查获，5名嫌
疑人被批捕。

据江北区公安分局相关负
责人介绍，涉案的是一家名叫
嘉誉兴嵘的假贷款公司，主要
以偏远地区的中小企业主为作
案目标，以不需要征信且放贷
快利率低为诱饵，以收取服务
费为目的，联合群演实施诈骗。

去年9月，石柱县中小企
业主刘先生和家人准备开一家
泡沫砖厂。因为缺乏资金，刘
先生从网上了解到该公司的信
息后，便和家人一起找到了该
公司位于江北区观音桥中信大
厦的办公地点，准备办理100
万元贷款。

通过该公司办贷人员“李
经理”的介绍，刘先生了解到贷
款的利息是日息千分之一点
五，并且只是用了的那部分钱
才产生利息，抵押物是砖厂的
资质。由于利率低，刘先生当
即决定在该公司办理贷款。

随后，“李经理”告诉刘先
生，如果能在贷款前将4万元
手续费缴齐，一周后就能放
款。当天回到石柱后，刘先生
便将4万元手续费转到了该公
司账户。

收到手续费后，“李经理”
便和刘先生玩起了“躲猫猫”，
以各种借口拖延时间。去年
11月，刘先生与“李经理”失去
了联系。

刘先生急忙从石柱赶到江
北中信大厦，却发现该公司人
去楼空杳无音信。无奈的刘先
生向江北警方报案。

接到报警后，江北区公安
分局港城派出所民警立即展开
侦查。通过大量线索摸排，掌
握了该公司的组织架构、诈骗
手段以及资金流向，江北警方
对该公司5名股东实施抓捕。

经查明，2017年 8月，犯
罪嫌疑人唐某、李某等5人出
资10万元成立嘉誉兴嵘服务
咨询有限公司，公司的营业执
照显示，其营业范围为商业信
息咨询、企业管理咨询、企业营
销策划等，没有贷款业务这一
经营范围。

公司成立后，唐某等人招聘
业务人员10余名，以“征信不过
关也可以贷款、低利率、放贷时
间只需3至5天”等为诱饵，专门
骗取我市民营小企业主前来办
理贷款，收取3%-10%的服务
费后，便玩起“空城计”，搬到另
外的地方“重操旧业”。

经查明，与刘生先生遭遇
相似的情况有100多起，涉案
80余万元。6月28日，唐某等
5名涉案嫌疑人被江北区人民
检察院批准逮捕。

目前，案件正在进一步侦办
中，还未报案的当事人请尽快与
警方联系，联系电话：023-
67090997，联系人：李警官。

资金只进不出
这家贷款公司专骗中小企业主

以放贷快、利率低、不需要征信为诱饵，
以收取服务费为目的，员工群演实施诈骗

本报讯 （记者 周松）
民营企业遇到资金短缺常常
需要办理贷款，那么，办理贷
款时需要注意哪些事项？昨
日，办案民警提醒，一定要通
过正规渠道办理贷款，如果向
贷款公司申请贷款，要注意以
下几个方面：

1.看贷款门槛
向贷款公司申请贷款也

是需要一定门槛的，如收入证
明、信用记录等。现在很多骗
子宣称“只要身份证即可获
贷”，诱使急需资金但个人资
质比较差的借款人上当。事
实上，正规贷款公司需要借款
人提交的证明材料与银行相
差无几，只是贷款的要求相对
较低。

2.看贷款利率
由于找贷款公司办理贷

款的人大多数资质情况不是
很好，贷款公司为了控制信贷

风险，给予的贷款利率比银行
高。很多骗子利用大家贪便
宜的心理，说贷款利率低于银
行等，来骗取大家的钱财。

3.看贷款收费
正规的贷款公司不会在

放款前收费的，无论是什么费
用。放款前收费是不正规机
构常见的手段，如果以各种手
续费、利息名义收费迟迟不放
款，十有八九有问题，大家最
好不要在提前收费的贷款机
构申请贷款。

4.看营业执照
正规的小额贷款公司营

业执照肯定是必需的，贷款
人可以到工商部门了解一下
公司的情况。除此之外，要
看有无固定长期的办公地点
和联系方式，正规公司是不
会打一枪换一个地方的，即
便换了也会通过各种途径通
知客户。

警方提醒：中小企业主申请贷款要“四看”

链接 >>>

给景区注入巫咸文化元素

巫溪打造生态历史文化旅游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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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川柿”结果。
记者 张国勇 摄

本报讯 （记者 廖雪梅
实习生 杨千帆）重庆日报记者
7月24日从市城乡建委了解到，
海尔路改扩建（内环至保税港区
段）项目日前正式启动建设。该
改造工程完工后，海尔路沿线通
行能力有望提升30%以上。

海尔路改扩建（内环至保税
港区段）项目全长3.42公里，起
于内环五桂立交、止于保税港区
寸滩大桥，总投资6.12亿元，建
设工期20个月。该项目拟将现

有双向六车道扩建为八车道，设
计车速60公里/小时，预计2020
年建成通车。

据悉，为缓解海尔路沿线交
通压力，江北区今年还计划开工
建设北滨路东延伸段工程。该工
程起于江北嘴观音寺，穿塔子山
隧道后沿江经过寸滩港、黑石子、
港城C区以及唐桂片区规划道
路，在金科太阳海岸处连接海尔
路，全长约11.4公里，设计车速
50公里/小时。其中，江北嘴至唐
家沱污水厂段为双向6车道，以交
通功能为主；唐家沱污水厂至终
点段为双向4车道，以服务功能为
主。该工程预计2020年前后建
成，不仅可拉长北滨路道路长度，
还可缓解北滨二路至新溉路早晚
高峰期的交通拥堵状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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