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讯 重庆又添一大世界
级景观！昨日，记者从巫山县获
悉，位于该县神女景区南环线的全
球最高的崖外观光电梯——神女
天梯近日竣工。巫山县政府向全
球“蜘蛛侠”发出邀请帖，欢迎广大
攀爬高手徒手极限攀爬挑战这一
世界最高崖外电梯！

神女天梯高220米。记者在现
场看到，其依山体垂直建设，底坑位
于神女溪上游的山脚、神女峰的山
腰，顶部至黄岩旅游周转中心，主体
结构为钢构结构框架支撑体系，外
立面全是明镜光滑的玻璃，能让游
客从山腰至山顶将整个神女景区
的景色一览无遗。这一项目的落
成，解决了游客在黄岩看完红叶后，
到谷底坐船畅游神女溪的需求。

第十二届中国·重庆长江三峡
（巫山）国际红叶节将于2018年
11月 16日盛大开幕。全球最高
崖外观光电梯“神女天梯”作为本
届红叶节的新添景点，将于本月
17日展开一场精彩的“蜘蛛侠”巅
峰对决活动。

此次攀爬活动由巫山县委、县
政府主办，重庆市巫山旅游发展集

团有限公司承办，重庆日报报业集
团户外传媒有限公司协办，冠军获
得者将得到2万元现金大奖。参赛
方式：5人组队（年满18岁，拥有2
代身份证健康成年人士并具有一
定运动基础），团队速度赛，以任务
完成为完赛。具体参赛情况可拨
打电话13883115609（张先生）咨
询 ，报 名 邮 箱 552590657@qq.
com（附身份证原件相片），报名截
止时间2018年11月10日18：00。

（本报记者）

巫山全球征集“蜘蛛侠”
挑战世界最高崖外电梯

本报讯 （首席记者 李珩）
患癌后，该不该手术？先化疗还是
先手术？这不仅是患者纠结的问
题，医生也为难。11月5日，重庆首
个沃森肿瘤智能会诊中心落户重医
附三院，由IBM开发的沃森“医生”
会提供治疗方案建议，这些建议与
世界顶级肿瘤专家高度吻合。

在重医附三院沃森肿瘤国际
会诊中心，重庆日报记者见到沃森

“医生”，它并不是一台机器人，而
是人工智能系统，全称叫“沃森肿
瘤解决方案”。医生在输入患者的
个人信息、癌症分期、局部复发、化
疗方案、病理分期、癌症转移等多
项具体情况后，等待十几秒，沃森

“医生”就给出了治疗方案建议。
据重医附三院沃森肿瘤国际会

诊中心负责人谢启超介绍，从2011
年起，沃森“医生”便在全球顶级癌
症治疗中心——纪念斯隆凯特琳肿
瘤中心接受严格训练，目前已学习

超过330种医学专业期刊、300种
以上的医学书籍、2700万篇论文研
究数据，以及大量临床案例。同时，
它拥有强大的推理、分析、互动能
力，能为医生提供循证、个性化、有
优先顺序的治疗方案建议。

“方案包括推荐方案、考虑方
案和不推荐方案，且每一种建议后
面都会注明出处和依据。”谢启超
说，如果医生选定某一种治疗方案
后，它还会给出采用此方案的生存
率、不良反应发生率、药物相互作
用等相关信息，帮助医生总体评估
该方案的疗效与风险。

“引进沃森‘医生’，对助推肿
瘤规范化治疗有重要的意义。”青
岛百洋智能科技沃森系统医学副
总监李天乐说，沃森“医生”目前已
能为乳腺癌、肺癌、直肠癌等13个
癌种提供治疗方案。不过，它也不
能替代人类医生，最终的治疗方案
始终要由医生和患者做出。

重庆首个沃森肿瘤智能会诊中心落户
十多秒给出治疗方案建议

本报讯 （首席记者 李珩）日前，
国家卫健委下发了《关于公立医院开展
网络支付业务的指导意见》。重庆这方
面的情况如何？11月5日，重庆日报记
者从市卫健委了解到，目前，重庆三峡
中心医院、陆军军医大学大坪医院、重
医附属儿童医院等，都可通过支付宝或
微信预约挂号及缴费，在一定程度上改
善了患者就医体验。

“事实上，重庆在公立医院网络支
付方面已经在行动了。”市卫健委有关
负责人说，目前，全市预约挂号日均量
超过1万人次，多家医院可通过支付宝
或微信实现预约挂号、缴费、查询报告
等功能。

打开支付宝，重庆日报记者看到，

其“城市服务”功能中就有预约挂号功
能，点开后，会看到重医附属儿童医院、
重医附一院、陆军军医大学西南医院、
市肿瘤医院等近30家医院的挂号通
道，其中，除主城医院外，也有重医附属
永川医院、重庆三峡中心医院等区县医
院。除预约挂号外，重庆三峡中心医
院、陆军军医大学大坪医院、重医附属
儿童医院还支持支付宝缴费。

“微信就更简单了。”市民王女士正
好在前一天预约了当天重医附属儿童
医院的内科号，她说，在医院公众号上
添加就诊卡信息后，即可按提示进行分
时段预约，届时，根据提示的时间段赶
到医院就可以了。待医生开出检查单
或处方后，扫描检查单或处方下侧二维

码就能直接支付。
据介绍，上述多家医院还设有自助

机，市民可用身份证或医保卡在自助机
上通过银行卡挂号、缴费，比以往方便
许多。

“目前所做的还远远不够。”该负责
人说，按照《关于开展重庆市“智慧医
院”示范建设的通知》，今年，重庆将试
点建设10家医院，2019年全面推开建
设15家，2020年继续建设15家。

据了解，建成后的“智慧医院”重
点将在就医服务上体现其“智慧”，具
体包括智慧便民、智慧医疗、智慧护
理、智慧医技、智慧管理和智慧保障等
6个方面。

首先是无线网络覆盖率将达到

80%以上，医院内自助服务设备将覆盖
门诊区、住院区、急诊区、医技区，市民
在医院可随时自助办理相关业务。

应用上，智慧医院充分做到智慧便
民，支持人工建档（读身份证信息）、自
助机建档，还支持用担保人身份证建
档，换卡后卡内信息不丢失，卡内资金
安全；市民可通过电话、网站、移动终
端、院内电脑、自助机等智能预约手段，
进行就诊、特检预约；同时还可满足预
约签到、预约住院等服务。

医患沟通方面，患者可在线上进
行健康自述或进行自我症状记录，医
护可在线上提供医疗咨询、家庭健康
管理，远程提供医嘱，甚至快递配送药
品。

重庆到2020年将建设40家“智慧医院”
多家医院已实现支付宝微信挂号缴费

本报讯 （记者 黄琪奥）实时
直 播 关 注 度 达 1.18% ，市 占 率 达
8.12%，位居同时段全国收视第一；
CSM（中国广视索福瑞媒介研究）52
城收视率 0.972%，市占率 3.69%，高
居收视排行榜第二名……11月5日，
重庆日报记者从重庆电影集团获悉，
由该集团与中央电视台等单位联合
出品的电视剧《黄土高天》，自11月1
日在央视黄金时段播出以来，受到不
少观众的追捧，实现了口碑和收视率
的双丰收。

据了解，作为一部向改革开放40
周年献礼的电视剧，《黄土高天》改编自
作家莫伸的长篇报告文学《一号文件》，
以“农业、农民、农村”的“三农”视角为
切入点，围绕“活下去、富起来、新农民”
三大主题结构，通过一个村三代人的奋
斗历程及全国几个具有代表性的村庄
变化，展现农村改革开放以来发生的翻
天覆地的社会变化和农民精神风貌的
提升。

“看《黄土高天》让我觉得特别感
动。”市民刘梦对重庆日报记者说，和之
前看过的农村剧不同，这部剧并不是简
单地讲家长里短，而是通过一个村落的
变迁，让大家明白“中国改革看农村”这
句话的历史与时代意义。

在市民曾勇看来，《黄土高天》最打
动他的地方就是真实。“这样的真实不
仅仅体现在剧中的陈设、庭院、工具、年
代标语、建筑色彩等元素，均复原了不

同历史时期的真实场景，更体现在里面
的人物都特别接地气。通过看剧，不仅
能了解改革开放40年来农村所发生的
巨大变化，也能了解农民为现在的幸福
生活所做的努力。”曾勇说。

值得一提的是，该片上映之后，也
受到众多网友的追捧。网友 Supe-
Jak6r表示：“《黄土高天》制作大气，思

路清晰，是一部不可多得的好剧。”此
外，由皇品沅饰演的县委甘书记也凭借
一身正气受到不少网友追捧，不少网友
纷纷表示：甘书记不仅让观众感受到满
满的正能量，也让观众看到一位优秀共
产党员时刻把人民群众的利益放在第
一位的博大胸怀。

“《黄土高天》的走红，在我看来是

意料之中。”重庆电影集团电视剧项目
总监钱践表示，该剧展现了三代农民以
经历者、践行者、见证者的身份，为追求
美好生活而艰苦奋斗的故事。通过看
剧，观众能从主人公的身上找到属于自
己的故事，进而融入到这群“庄稼人”生
动真实的生活中，一起体会农民的幸福
生活。

实时直播关注度全国第一 收视率52城排第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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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业兴，则百业兴。南川区全面深
化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依托本地资
源，强化示范带动，促进一、二、三产业
深度融合发展，着力做大做强富民兴村
产业，探索具有南川特色的乡村振兴之
路，为农业农村发展注入新动能。

培育绿色产业
融合发展谱写促农增收新篇章

秋茶采摘的时节，走进南川区木
凉镇汉场坝香炉园茶叶专业合作社，
梯形茶山薄雾弥漫，阵阵茶香扑鼻而
来，几位茶农正在忙碌着，恰似一幅
充满诗意的田园美图。

“今年的秋茶又有好收成，村民
增收致富可有奔头。”63岁的香炉寺
茶园负责人张建伦喜上眉梢。南川
是“中国名茶之乡”，曾经乡乡有茶
厂，镇镇有茶叶，张建伦退休后，接手
了香炉寺茶园。

张建伦拔除了原来的茶树，重新
整地，按规范化茶园模式设计了梯形
茶园，引进了福鼎大白、福选九号等名
优茶苗种植，成立了重庆艾伦茶业有
限公司，把茶园拓展到1000亩的规
模，建成2500平方米的茶叶生产标准
化车间，香炉寺茶园也成为南川首个
茶叶标准化示范种植基地，年产茶上
万斤。

张建伦介绍，为充分利用现有资
源，香炉寺茶园以发展生态经济为重

点，采取“公司＋合作社＋基地＋农
民”的模式，成立了集茶叶种植、加工
和销售为一体的茶叶专业合作社。
为了更好带动周边群众增收，茶园日
常的除草、施肥等工作都由村民参
与，每到采茶季节，采茶农民最多达
160多人，每人每年最高可获得采茶
费7000多元。

“我家种了3亩老茶树，养了4头
猪、10多只鸡鸭，农闲时我还和老伴
来茶园做工，每人每天80元，收入比
种地强。”村民夏朝军乐呵呵地说。
背靠“茶山”唱“茶歌”，企业获得发展
的同时，辐射带动效应也越来越明

显，和夏朝军一样，越来越多村民鼓
了腰包。

此外，张建伦还建起香炉茶艺山
庄，将香炉寺茶园打造成为一个集观
光休闲、教学实践、茶道为一体的茶
旅体验基地，乡村旅游的兴起让香炉
寺茶园游客盈门，因此，农民的土特
产品也大受追捧。

截至目前，南川区现有茶叶面积
9.05万亩，围绕产业增效、农民增收的
核心，采取加强基地建设、突出品牌打
造、大力开拓市场、加快产品研发等方
面，不断推进茶产业结构调整步伐，有
效促进了农民增收和区域经济发展，

开启了农民增收致富的新天地。

示范效应彰显
深化特色产业开拓富民新路

“这些天我卖出玄参蜜收入2万
元，5亩玄参可卖1.2万，再加上我们
夫妻俩在药材基地务工一年收入近2
万……今年可真有笔好账算！”近日，
南川区头渡镇前星村村民骆长均谈
起今年的“药收成”乐得合不拢嘴。

“南川气候好、地势多样，特别适
合多种中药材种植，但以前村民都是
散户种植中药材，效益低，在这个‘天
然药物宝库’是‘捧着金饭碗没饭
吃’，现在却是开启村民增收致富的

‘金钥匙’。”重庆金渡中药材开发有
限公司负责人任小强说，南川的玄参
种植面积已达3万余亩，占全国产量
的60%以上，成为国内玄参主产地，
也是南川主要特色产业之一。

任小强是前星村人，早些年曾经
外出打工，看好中药材产业的发展前
景，他返乡种植中药材，开办了集种
植、加工、代购代销为一体的重庆金
渡中药材开发有限公司，种植玄参、
黄柏、栀子等中药材，规模达到8000
亩，形成“公司＋基地＋农户＋市场”
的模式，走上产业化发展道路。

“公司通过流转土地让农民入股
分红，同时对农民自家种植的中药材
进行收购加工，让农民节约时间和成

本，并在中药材基地务工增加收入。”
任小强说，药农通过养蜂还能产生

“立体型”收益，含有药用成份的玄参
蜜每斤售价可达120元，农民收入显
著增加。

围绕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前
星村还大力发展生态观光旅游，游客
除了可在当地购买中药材和农副产
品，还能在农家乐品尝到天麻炖鸡、
党参猪蹄等药膳养生菜品。“目前，我
们正在规划打造一个集观光、体验、
品尝、食宿于一体的中药材观光园，
做大中药材产业，带动老百姓走上致
富路。”任小强说。

“乡村振兴、产业兴旺是重点，做
大做强特色产业，是促进农民稳定增
收、实现可持续发展的重中之重、长
远之策。”南川区农委相关负责人表
示，南川将在扩大规模、提升品质上
下功夫，培育大基地、大示范，突出农
旅融合，有计划、分步骤建成一批中
药材示范基地。

2018年，南川区计划建成2个
5000亩中药材种植示范基地，5个
1000亩示范基地，弥补品种单一、规
模小的短板。预计到2020年，中药
产业收入达20亿元以上。

乡村旅游助力
激活乡村振兴新动能

今年以来，南川区大观镇金龙村

周边的农家乐生意火爆，来自主城和
外地的游客，或是徜徉在十二金钗大
观园赏花摘果，或是泛舟黎香湖，融于
湖光山色之中其乐融融……游客们冲
着大观园的绿水青山美丽田园风光而
来，昔日的农田村舍已脱胎成为旅游
景点，村民们纷纷吃上了“旅游饭”。

“到了周末，我的农家乐就要打
拥堂，现在一年收入十几万元，可比
在外打工强多了。”丽娟农家乐的老
板段丽娟高兴地说。

据统计，前三季度，大观园游客
接待量突破440万人次，实现旅游综
合总收入近10亿元，乡村旅游带动特
色农业、文化、商贸服务业持续增长。

“作为重庆乡村旅游的一张名
片，十二金钗大观园一直致力于‘农
旅、文旅、商旅、体旅’融合发展，创
建全域旅游示范区核心区。”南川区
农业园区管委会相关负责人表示，大
观园成功构建以蓝莓、玫瑰为代表，
集生产、加工、营销、服务、休闲、观
光融合为核心的一体化现代效益农
业全产业链，为传统农业产业转型升
级为现代效益农业、休闲农业打下坚
实基础，提供了宝贵经验。

如今，南川区乡村旅游风景正
好，美丽乡村正鸣奏出南川特色的乡
村振兴进行曲，唱响着乡村振兴的新
未来。

乔筱 图片由南川区农委提供

融合创新产业兴旺

南川：产业支撑有力量 乡村振兴有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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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村振兴

看效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