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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 崔曜）11月15日
6∶00，重 庆 航 空 第 三 架 全 新 的
A320neo飞机正式入列，计划执飞重
庆至北京、广州、上海、深圳等公商务航
线。该架飞机的引进，为重庆航空再添
新动力，整体机队规模扩至23架。

与以往的A320飞机相比，该架
编号为B-302K的A320neo飞机搭
载了LEAP-1A发动机，配备了空客
最新的鲨鳍小翼，能够降低15%的燃
油消耗和二氧化碳排放，并大幅降低
噪音水平、单座燃油消耗、飞机维护成
本及飞机运营成本，在经济性与环保
性上有显著提升。该飞机仍然采用经
典的三舱布局，设有166个座位，包括
头等舱4个、高端经济舱24个和经济
舱138个，每个座位下均装配了高功
率USB充电口，同时配备了可播放高
清娱乐节目的1080P头顶电视，为旅
客带来更加舒适的乘机体验。

重庆航空密集引进A320neo飞
机，将进一步提升运行水平，为扩展
航线网络提供支撑。据了解，重庆航
空将于近期开通重庆至科伦坡直飞
航线，进一步完善航线网络布局。

重庆航空第三架A320neo飞机入列
近期将开通直飞科伦坡航线

本报讯 （记者 杨永芹）11月
15日，重庆市交通局发布消息称，2018
年12月19日，我市将开通重庆直飞巴
黎航线，单程飞行时间约12小时。这
也是我市首条飞往法国的客运航线。

据介绍，该航线由海南航空执
飞，采用空客A330宽体客机，计划
班期为每周三、周六两班。去程起飞
时间为重庆当地时间1∶30，到达时
间为巴黎当地时间6∶20；回程起飞

时间为巴黎当地时间13∶00，到达
时间为重庆当地时间次日6∶30，单
程飞行时间12小时。

据介绍，此前我市已开通重庆
直飞伦敦、罗马、赫尔辛基、巴黎和
莫斯科等航线。届时，重庆至欧洲
的客运直飞航线将达到6条，将构
建起覆盖欧洲主要航空枢纽的航线
网络，这对加快重庆推进国际航空
枢纽建设具有重要意义。

12月19日重庆将开通至巴黎直飞航线

本报讯 （记者 周雨）盛开的波
斯菊迎风摇曳，结满果实的金桔树暗
香扑鼻……11月14日，重庆日报记
者在铜梁区太平镇坪漆村看到了一条
开满鲜花的农村公路。让人想不到的
是，坪漆村是2015年底才脱贫摘帽的
脱贫村。

这条农村公路于今年9月底建成
通车，起于319国道连接处，中间穿过
太平村，止于坪漆村便民服务中心。

记者看到，这条公路与普通农村
公路大不相同。首先，该路路面宽度
达到6米，而普通农村公路的路面宽
度一般为4.5米。其次，该路的安全
防护设施、标识标牌非常完善，凡有陡
坡的地方都铺设了红黄相间的薄层抗
滑带，与黝黑发亮的沥青路面形成鲜
明对比，非常醒目。

尤为不同的是，这条公路沿线种

满了天竺桂、栾树、金桔、三角槭、紫
薇、夹竹桃、月季、三角梅、格桑花、月
季、虞美人等各种花草树木，它们虽然
是利用道路沿线的坡地和荒地因地制
宜种植，但乔、灌、草搭配得当，显然经
过精心设计。

“这样的鲜花公路，在我区农村公
路中还是第一条！”铜梁区公路局局长

章朝兵告诉记者，这条路也是区交委
与太平镇联建的一条通村提质示范
路，在道路绿化上大概投入了50万
元。而过去在建设农村公路中，极少
配套绿化项目。

太平镇党委副书记李小波表示，
他们在坪漆村修建这条鲜花公路的主
要原因是，坪漆村是全区唯一的“脱贫

型乡村振兴试点村”，承担着铜梁区
“推动巩固脱贫攻坚成果向乡村全面
振兴转变”的重任。

据了解，过去，坪漆村是铜梁5个
市级贫困村之一。致使其发展滞后的
一个主要原因是山地多、交通不便。
而现在，随着交通的改善，其后发优势
反而日益凸显：一方面，坪漆村距铜梁
城区只有10公里，是铜梁城区到安居
古城的必经之地，且紧邻铜梁西郊农
业园区，具有发展观光休闲农业的区
位交通条件；另一方面，坪漆村在脱贫
攻坚过程中，集中成片地种植了700
亩香桃、李子、柑橘基地，加上其良好
的生态自然环境，具备了发展观光休
闲农业的产业基础和生态资源。

李小波表示，他们将以这条通村
提质路通车为契机，因地制宜发展城
郊休闲观光、采摘体验旅游，挖掘龙灯
彩扎特色文化，引导村民大力发展农
家乐，将坪漆村打造成宜居宜游宜业
的“桃谷人家”。

打造宜居宜游宜业之地

铜梁脱贫村建起鲜花公路

本报讯 （记者 黄光红）
11月15日，由市经信委主办、手
机报承办的第二届重庆·国际手
机展在重庆南坪国际会展中心
开幕。这是中国规模最大、产业
链最齐全的一场顶级手机产业
盛会。

据悉，本届展会总展览面积
达3万平方米，是去年的两倍。
展会吸引了vivo、OPPO、传音、
百立丰和中光电等近250家行业
企业参展，打造了从系统到元
件、从设计到制造，覆盖手机终
端、核心零部件、方案设计、供应
链服务等手机产业链各环节的
一站式创新交流平台。

与此同时，沃达丰、德国历
德、法国电信和南非电信等来自
欧洲、非洲、亚洲等20多个国家

和地区的100余家海外优秀运营
商、知名企业代表，组成了海外
采购团前来参观和采购产品。

此外，本届展会在去年移
动智能终端、配套供应链、特设
智能装备三大展区基础上，新
增了智慧生活创新与体验展
区，用于互动娱乐、智慧教育、
智能穿戴和智能家居等100余
款软硬件新品的集中展示。市
民朋友可在现场免费体验这些
新产品。

据了解，展会开幕当天，还举
行了2018第二届国际手机产业领
袖峰会。峰会上，多位专家、行业
精英围绕在人工智能和5G通信不
断发展的新时代下手机产业如何
把握机遇，将AI与5G深度融合等
议题进行了深入探讨。

第二届重庆·国际手机展开幕
市民可免费体验百余款软硬件新产品

本报讯 （记者 黄光红）
5G要来了，很多人对此充满了期
待。那么，我们到底什么时候能
用上5G手机？11月15日，重庆
日报记者从“2018第二届国际手
机产业领袖峰会”上获悉，最快
明年，5G智能手机就有望面世。

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西部
分院副院长张炎在峰会上做主
旨发言时表示，虽然不敢预测5G
手机什么时候面世，但从一些已
知信息可看出，5G手机离我们不
远了。

在5G技术方面，目前国内
完成了第三阶段的试验。第一
阶段主要是制定规范，指导5G
商用和产品研发；第二阶段是
开发单系统；第三阶段是开展
5G 典型应用的融合测试，随
后，更多的则是面向产品的试
验。

在5G手机方面，工信部今
年4月提出，预计2019年进行第
一批5G芯片的流片，同年上半
年开展商用基站建设，下半年生
产出第一批5G手机；同时，在今
年世界互联网大会上，中国移动
宣布，将于明年上半年推出5G
智能手机的样机，并开展5G的
预商用，2020年正式商用；11月
14日，中兴手机宣布在上海完成
了5G呼叫、5G上网、5G微信收
发等三大应用场景的测试，将在
2019 年上半年推出 5G商用手
机。

那么，5G究竟将给我们带来
什么样的体验？

张炎认为，1G到4G面向更

多的是个人通信，解决的是用手
机通话上网进行社交、游戏，进
行多媒体活动。到了5G，还要
解决产业互联网和工业互联网
以及各行业特殊领域的应用。
5G时代，将是万物互联的时代，
如同一张无边无际的大网，将众
多的智能终端设备连接在一起。

紫光展锐首席技术官仇肖
莘展望，5G的特性将让人们的生
活变得更智能——从5G设计规
划来说，5G实际上有三个最大的
特性：超高带宽、海量连接、超低
时延。其中，超高带宽将使得
AR、VR、触觉网络、云端的AI等
成为可能；海量连接将使智慧家
庭、智慧城市、智慧农业成为可
能。这种连接不是人和人的连
接，而是物和物的连接，人和物
的连接，只有5G才能支持；而超
低时延的特性，实际上是5G和
4G最大的区别，将使车联网的应
用、远程医疗变为可能。

OPPO全球副总裁刘畅则认
为，5G可以打通虚拟世界和现实
世界。因为5G除了连接手上的
智能手机以外，还可以连接各种
各样的数字设备，同时分布于个
人、家庭以及城市的传感器。也
可以通过5G组成一个巨大的网
络，帮助人类感知社会，感知事
物。

此外，5G可以融合当下最流
行的技术，为设备赋能，为用户
解决更多的问题。通过 5G 网
络，各种各样的服务、通信也能
更便捷实时和智能地提供给普
通消费者。

5G手机最快明年问世

本报讯 （记者 杨永芹）畅通对
外开放大通道，着力打造重庆国际航空
枢纽。11月15日，重庆市交通局发布
消息称，今年底，重庆江北机场累计开
通国际航线总量将突破80条，到2020
年国际航线将达到100条。

据介绍，今年12月，除了开通至
巴黎航线外，还将开通重庆经停上海
至西雅图、波士顿等航线，重庆至北
美将形成两条直飞（重庆至纽约和重
庆至洛杉矶）、四条（此前已开通重庆
经停北京至多伦多、芝加哥等）经停
的“2+4”航线网络格局，每周航线量
达18班，实现每天都有到达北美东西

海岸的航班。同时，今年重庆还将继
续增开至东南亚、南亚等周边航线。
到今年底，江北机场累计开通国际航
线总量将突破80条，基本完成欧美澳
战略性大线布局。

近两年来，我市陆续开通重庆直飞
奥克兰、洛杉矶、莫斯科、纽约、墨尔本，
重庆经停北京至多伦多、芝加哥等战略
性航线，新开国际航线数量达18条，年
均新开通国际航线10条左右。

截至2018年10月，重庆江北国
际机场航线总数为295条，通航城市
184个，已开通国际航线77条（直飞
航线70条，占比90%），其中客运航线
63条、货运航线14条，通航5大洲24
个国家、共计57个城市。“这为我市
建设对外开放高地、加快国际航空
枢纽建设奠定坚实基础。”市交通局
称。

在货运航线方面，我市将积极引
入国内外大型航空公司，增加运力投
放，丰富和拓展货运航线网络，重点

推动开启至非洲、南亚、中东等主要
目的地的全货机航线。同时，重庆将
加密至北美等地区的货运航线，增强
货运中转集散能力，并推动优化航空
口岸关检服务业务流程，进一步用活
用好航空各类口岸进出口功能，助力
我市内陆国际物流枢纽建设。

到2020年，我市开通的国际航
线将达到100条，主要利用重庆的区
位优势，重点向西、向南发展，构建欧
洲—重庆—东南亚—澳新、东北亚—
重庆—非洲（南亚）、南亚（东南亚）—
重庆—北美三大中转通道，建成面向

“一带一路”的核心国际航空枢纽。

年底江北机场累计开通国际航线突破80条
到2020年国际航线将达到100条

11月15日6∶00，重庆航空第三架全新的A320neo飞机正式入列。 （重庆航空供图）

11月15日，重庆南坪国际会议展览中心，2018第二届重庆·国际
手机展现场，市民在OPPO展台体验R17系列手机。

记者 齐岚森 摄

铜
梁
区
太
平
镇
坪
漆
村
新
建
成
的
鲜

花
公
路
。

记
者

周
雨

摄

文体卫教中心：63907236 63907128 CQRBKJWT@163.COM 经济新闻中心：63907151 63907136 CQRBJJXW@126.COM 摄影部：63907227 63907202 CQRBSYB123@163.COM 区县农村版新闻中心：63907198 CQRBNCB@QQ.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