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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 王亚同）12
月 20 日，市农业农村委发布了
2018年巴渝·醉美乡村冬季“民俗
年节”精品线路。今年的主题为“民
俗年节”，全市有37个区县及万盛
经开区农业部门合力推出63条乡
村精品线路，涵盖民俗、观光、采摘、
美食、赏雪等内容，活动将持续至明
年2月底。

此次推介线路有：“年猪节”“非
遗”为代表的民俗文化游线路；“腊
梅花香”“三峡橘海”为代表的观光
游线路；“奉节脐橙”“冬草莓”为代
表的采摘游线路；“赏雪泡泉”为代
表的欢乐游线路；“城口老腊肉”“巴
味渝珍”为代表的寻年味购年货线
路。

今年，很多区县都将举办“年猪
节”活动，如荣昌的年猪节，游客可
观看杀年猪祭祀，参加刨猪汤长桌
宴等民俗活动；相关区县还将组织
系列民俗文化活动，如铜梁舞龙、秀
山花灯、土家摆手舞等。当季的腊
制品和烤羊也是冬日必选。城口老
腊肉、黔江土家腊肉、永川来苏腊味
等美味期待大家品尝。

赏梅赏雪、泡温泉也是必须体
验的。北碚静观的腊梅品种达100
余种，栽培面积1万余亩，南岸、铜
梁等地也有大量腊梅种植。随着天
气转寒，黔江、南川、武隆、石柱、万
盛等地的高山进入赏雪期，尤其是
石柱冷水、万盛奥陶纪、南川金佛
山、武隆仙女山等既能赏雪，又能滑
雪。

目前，我市中熟柑橘已进入上
市季。12月15日，奉节脐橙正式
开园，游客可感受奉节诗橙文化，还
可在白帝城欣赏《归来三峡》大型诗
词文化实景演出。此外，万州玫瑰
香橙，江津富硒橙、长叶橙，巫山、云
阳的纽荷尔等也可进行采摘。

市农业农村委副主任高兴明介
绍，推介线路中既有精彩的庙会、舞
龙舞狮等传统民俗和非遗文化，又
有各地特色年节年货、赏梅赏雪、采
摘观光等。另外，信息化程度更高，
游客在现场体验采购外，也可通过
巴味渝珍等电商平台购买特产，并
通过巴渝醉美乡村网、“渝农汇”官
方微信公众号等上的最新信息规划
出行。

摘橘观光品腊肉 体验民俗和非遗

63条精品线路助你玩转“民俗年节”

本报讯 （记者 黄光红）12
月 20日，重庆日报记者从重庆市
2018年第二届智能终端生态合作
对接会上获悉，重庆正筹建通信智
能终端产业协会。该协会将全力打
造中国智能终端产业链的资源整合
平台，助推重庆智能终端产业高质
量发展。

据了解，重庆市通信智能终端
产业协会由市经信委指导，中国信
息通信研究院西部分院（重庆信息
通信研究院）牵头筹建，将吸纳重
庆市通信智能终端和配套产业领
域从事研发、生产、销售和咨询服
务等业务的相关企事业单位入
会。目前，相关的筹建工作已接近
尾声，预计2019年1月，该协会将
正式成立。

近年来，重庆智能终端产业从
无到有，实现了质的飞跃，现已形成

集笔电、手机整机及零部件配套于
一体的产业集群。目前，作为全球
最大的笔电生产基地和全球重要的
手机生产基地，重庆已汇集全球六
大笔电代工厂，签约入驻1200家智
能终端配套企业。同时，全国排名
前20的手机品牌商中，已有oppo、
vivo和传音等7家在渝落户。

据悉，重庆市通信智能终端产
业协会成立后，将致力于围绕智能
终端产业顶层战略规划设计、技术
创新、招商引资、产能共建共享、标
准研究和服务平台打造等方面，完
善智能终端产业生态链建设。同
时，依托相关行业研究、咨询服务、
展示展览、出口贸易、供需对接及人
才培训等活动为载体，搭建沟通桥
梁，整合产业链上下游资源，快速引
领智能终端产业结构调整和创新发
展。

打造资源整合平台

重庆筹建通信智能终端产业协会

本报讯 （记者 杨艺）盒马来重
庆了！12月21日，阿里巴巴旗下新零
售业态——盒马重庆首店在江北区北
城天街万汇中心与市民见面。该店不
仅提供包括进口海鲜、蔬菜、水果在内
的7000多种精选商品，还为周边市民
提供最快30分钟无门槛免费送达服
务，为市民带来新的新零售体验。

在盒马，包括俄罗斯帝王蟹、加拿
大波士顿龙虾、挪威三文鱼、智利车厘
子、泰国榴莲等进口生鲜在内的7000
多种精选商品一站直供。为了满足重
庆人的口味，盒马的餐饮团队还研发了
诸多本地化的菜品，以新鲜丰富的海鲜
原料和善用麻辣的重庆口味结合。

特色餐饮档口也是盒马江北店的
一大亮点。重庆日报记者在店内打探
到，除了曦牛日料、Butcher’s牛排肉
铺等全国性品牌，更有本地餐饮小滨
楼、德庄厨娘等。

“一直以来，小滨楼都尝试向线上
转型，此前推出了外卖，但效果欠佳。
此次和盒马合作，主要希望通过盒马
这一年轻人追捧的消费平台，打开品
牌的线上渠道，让更多年轻人知晓小
滨楼、消费小滨楼。”小滨楼董事长谢
伟介绍，此次入驻盒马，精选了店里的
15道菜品，主要以凉菜和小吃为主，
接下来还将把菜品扩展至30道左右。

而德庄厨娘则是德庄与盒马合
作新创立的川菜品牌。德庄厨娘联合
创始人吴克奇介绍，品牌主要针对当

前年轻人的消费习惯，主推“一人食”，
且以线上渠道为主，人均消费在30元
左右。比如品牌研发推出的牛肝菌
汤、青椒牛蛙等，过去都是“大菜”，在
快餐里很难吃到，而德庄厨娘则将这
些菜品“个人定制”，使其更适合一个
或两人食用，让年轻人“吃得饱、吃得
好”。

作为数据驱动的新零售体验店，
盒马江北店内有一条从前场延伸至后
仓的悬挂链，包裹在头顶飞来飞去，这
便是盒马的数字化分拣配送系统，用
户在手机上下单后，最快30分钟就可
送达。而根据重庆特殊的地形，在物

流配送方面，盒马还在全国首次启动
摩托车配送，让更多市民享受最快30
分钟无门槛免费送达服务。

自2017年新零售元年开启，新零
售在全国遍地开花。短短一年多时间
内，包括阿里巴巴、苏宁、永辉、京东等
在内的巨头先后进入重庆，超级物种、
天猫小店、苏宁小店、京东之家等抢占
新零售市场份额。据《2018中国新零
售之城指数报告》数据显示，重庆位列
2018中国新零售之城的第九位。

当前，各新零售业态正加速在
渝布局。盒马方面透露，继江北店
后，盒马重庆第二家店将于一周之

后落地财富中心，而第三店将于1月
中旬落地杨家坪，力争 3年开到 50
家；苏宁小店则从今年3月起，在短
短10个月时间，在渝开出100家店，
预计2019年将在渝实现布局500家
以上规模，同时覆盖江津、璧山等周
边区县。

业内人士认为，这些打通线上、线
下购物消费场景“新物种”的落地，为
消费者带来更优质的商品、更便捷的
购物方式，也促使传统零售对自身提
出更高要求，不断提质升级。新零售，
不仅改变了消费模式，整合着消费市
场，更是在培养全新的消费习惯。

重庆新零售添新军

阿里巴巴旗下“盒马”落地重庆
智汇八方 博采众长
以大数据智能化为引领
推动创新驱动发展

本报讯 （记者 李星婷）12月
20日，重庆日报记者从奉节县教委获
悉，2018年奉节县在教育扶贫上狠下
功夫，确保不让一个孩子因贫失学。截
至2018年11月底，全县共落实资助
7892余万元，惠及学生84527人次。

据了解，为全面摸清弄准适龄
儿童少年就学情况，2018年秋季，
奉节县全面启动义务教育阶段适龄
儿童少年网格化管理，确保适龄儿
童“零辍学”。在全县筛查出因贫辍
学的适龄儿童146名后，奉节县政

府进一步明确乡镇、部门、学校、村
社等单位的职责，全面完成辍学儿
童回校返学任务。同时，对重度残
疾、生活无法自理的贫困户子女定
期开展送教上门服务。

奉节县教委还牵头统筹多部门
力量，对全县贫困学生实施精准化
资助。截至2018年11月底，全县
共落实资助7892余万元，惠及学生
84527人次；办理大学生生源地信
用助学贷款7602万元，惠及学生
9863人次。

奉节7800余万元资助
惠及学生8万余人次

本报讯 （记
者 杨永芹 夏
元）12 月 20 日，
市交通局发布消
息称，截至12月
20日上午，移动
支付全部覆盖主
城常规公交线路
620 条、8677 辆
公交车。年内，
轨道交通 5 号、
10号线将开通移
动 支 付 。 到
2019年上半年，
主城轨道交通实
现移动支付购票

全覆盖；2019年底，乘客可在轨
道交通闸机前扫码支付过闸，无
需再购票。

市交通局称，本月12月11日
起，主城公交试运营二维码支付，
共计二维码领卡472913张；日均
扫码近5万人次，系统运行稳定。
到12月20日，主城公交移动支付
又增加了银联卡闪付和手机闪付
两种支付方式。

今后，乘客乘坐主城公交出
行，除现有支付方式畅通卡刷卡、
现金支付外，将支持二维码支付、
银联卡闪付和手机闪付。二维码
支付有三种方式：银联云闪付、支
付宝、微信。银联卡闪付则指持卡
人持62开头带闪付功能的银联信
用卡，可刷卡乘车。手机闪付要求
乘客手机自带NFC功能，目前支
持 Huawei Pay、MI Pay、Ap-
ple Pay、Samsung Pay等主流
支付。需提醒的是，用手机闪付需
绑定62开头银联信用卡。

市交通局称，为确保系统快速
识别二维码扫码支付，建议乘客扫
码时，手机屏正面对着扫码区，手
机屏离扫码区10厘米以内，但不
要过于贴近扫码区。特别是刷卡
时，请不要将银联信用卡与畅通卡
放在一起，两种卡片放在一起刷卡
时，扣款会以先感应的卡片为准。

“扫码乘车使用的是乘车码，
而非商户付款时的付款码。乘车
码有效时间为1分钟，超过1分
钟，须重新刷新乘车码。”市交通
局称，乘车高峰，请乘客提前调出

乘车码，以便快速扫码通过。
值得一提的是，使用乘车码

不允许带人乘车，同一车辆、同一
手机号、同种类型二维码5分钟内
只允许扫一次。

市交通局称，乘车码及银联
卡闪付、手机Pay闪付均不享受
公交卡同等折扣，即不享受九折
及免费优惠换乘政策。

乘车码及银联卡闪付、手机
Pay闪付优惠乘车活动，由银联、
支付宝、微信分别推出，具体活动
以银联、支付宝、微信发布信息为
准。移动支付乘车金额不得超过
该线路全程票价。

另据市交通局和重庆交通开
投集团介绍，下一步，我市还将加
快以人脸识别等为代表的生物技
术在支付领域应用。

今后，市民在使用移动支付
过程出现问题，可电话咨询投
诉。中国银联：95516；支付宝：
95188；腾讯：95017；重庆通卡支
付公司：95105111；重庆公交集
团：16866666；重庆轨道集团：
68002222。

扫二维码
刷银联卡
手机闪付

重庆主城620条公交线路
实现移动支付
明年底坐轨道可扫码进出站

11月底，零壹空间进行了OS-M运载火
箭姿控动力系统鉴定量级力学环境试验。

最终，所有试验均正常完成，试验后产品
外观和性能检查正常。试验结果表明，姿控
动力系统通过了鉴定量级力学环境试验考
核，能够适应OS-M运载火箭全寿命周期力
学环境条件。

此次试验的成果，为明年年初零壹空间
首飞的OS-M运载火箭打下重要技术基
础。

自主创新
是零壹空间火箭能成功发射的关键

OS-M运载火箭，为四级固体发动机串
联运载火箭，是零壹空间OS-M系列运载火
箭的首型产品。据了解，这款火箭是一款入
轨级火箭，能够搭载小型卫星进入轨道。所
以，它的试飞将是明年零壹空间的重点工作。

“根据时间判断，如果OS-M首飞成
功，零壹空间也会成为第一家成功发射入轨
火箭的民营航天企业。”零壹空间工作人员
表示。

对零壹空间来说，成为“第一”，已不是第
一次。早在成立之时，它便是国内第一家民
营航天公司。今年5月17日，零壹空间OS-
X系列首型火箭“重庆两江之星”成功发射，
成为中国首枚民营自研商用亚轨道火箭。

零壹空间能够有此成绩，创新是关键。
据了解，其火箭X系列火箭发动机、综合控制
系统、燃气舵及其测力系统等，均是自主研发
完成。

以X系列火箭发动机举例，该发动机于
去年12月完成整机联合试车，是国内首台商
业固体火箭发动机。在当时试车现场，一位

发动机老专家以“三个之最”给予其总结。
第一最：从项目启动到发动机联合试车

仅用了9个月，周期之短创中国航天史上之
最；第二最：采用精简研发团队及试验队配置
圆满地完成了任务，人员之少创航天史上之
最；第三最：将火箭上电气核心产品综控系统
的重量缩减至传统产品十分之一，集成度之
高创航天史上之最。

布局数字化产业
推动经济转型升级

零壹空间的成功，对两江新区的航天产
业而言，是一个标志性事件。两江新区方面
认为，零壹空间体现了科技创新给这个年轻
的国家级新区带来积极推动力，也是两江新
区迈向高质量发展极具符号意义的一个标
志。

事实上，自成立以来，两江新区便围绕国
务院赋予的“长江上游创新中心”的战略定
位，积极推动科技创新，同时充分发挥内陆首
个国家级新区、中新示范项目核心区、重庆自
贸试验区核心区三区叠加的战略和制度优
势，围绕产业链布局创新链。数字化产业，便
是其中重要的一步棋。

今年1月21日，全市最大的数字经济聚
集区——两江新区数字经济产业园正式开
园，整个园区将分两期，分别建设照母山、水

土、龙兴三大片区。仅在开园当天，便有34
个数字经济项目落户，总投资183.18亿元。

预计到2020年，重庆两江数字经济产
业园地区生产总值将达到500亿元，入驻
企业达到 3000 家，同时引进和培育 30家
龙头企业，进一步助力重庆打造现代化产
业高地。

两江新区方面看来，大数据、云计算等产
业，是创新的“集中地”，还能与自身的产业体
系，尤其是制造业进行深度融合，从而推动产
业转型升级，实现高质量发展。

效果也很明显。截至目前，两江新
区高技术制造业增长 20%，占工业产值
比重达 40%，汽车、电子信息、装备制造
等三大支柱产业的高质量发展态势非常
明显。

以电子信息产业为例，今年10月，重庆
万国半导体成功生产出12英寸功率半导体
晶元测试片，成功弥补了新区在芯片行业的
空白。数据显示，今年，两江新区电子信息全
行业完成产值774亿元、增长19.4%。其中，
集成电路营收增长106%，液晶显示屏、智能
硬件、智能手机产值分别增长38.2%、59%和
3.3倍。

“下一步，两江新区还将持续实施创新驱
动发展战略，促进传统产业优化升级、新兴产
业加快发展。”两江新区相关负责人表示，到
2020年，两江新区将投入100亿元，引进和

培育10家以上大数据智能化龙头企业，建成
5个数字化工厂、40个数字化车间以及400
个智能生产单元，智能产业总产值突破4500
亿元，占规模以上工业产值比重达45%，形成
具有全国领先水平的智能产业体系，建成国
内一流的智能产业集聚区、全国智能制造示
范引领区。

全面建设
创新生态系统

对如今的两江新区而言，创新已成为引
领发展的第一动力，也是建设现代化经济体
系的战略支撑。为此，两江新区在积极打造
一个“循环”，让创新保持持续性、长久性。

顶层设计，是这个“循环”的基础和支
撑。去年8月，两江新区正式出台四个“黄金
10条”招商引资新政策，其中就包括《重庆两
江新区促进科技创新发展办法》。除此之外，
两江新区出台了一系列创新驱动发展政策，
包括《重庆两江新区促进创新创业的若干政
策（试行）》《重庆两江新区引进高层次人才若
干政策（试行）实施细则》《重庆两江新区促进
知识产权发展办法》《重庆两江科技创新专资
金管理暂行办法》等。

“这些政策将促进两江新区紧紧瞄准世
界科技前沿，进一步加强关键性技术、前沿引
领技术等技术创新，提升核心竞争力，为国家

创新驱动发展贡献力量。”上述负责人如此表
示。

另一方面，两江新区还在知识产权、科技
金融、政务服务等方面先行先试，从多角度、
多领域出发，构建良好的创新生态系统。

以科技金融为例，2017年，两江新区科
技信用贷、科技创业贷、助保贷、科技担保贷
等四种科技金融产品，累计为268家科技型
企业提供债权融资服务，授信贷款金额10.5
亿元。

以此为基础，两江新区初步建成了“产业
扶持+债权融资+股权投资+改制上市”的创
新创业科技金融服务体系。

知识产权保护也是重点领域之一。目
前，两江新区已引入国家知识产权局重庆代
表处、重庆市专利云平台等10余个知识产权
服务机构，并启动了知识产权国家试点园区
建设工作。

数据显示，2017年，两江新区专利申请
量达到3757件，专利授权2568件，万人发明
专利拥有量达到12件，较上年增长33%，比
全市高4.75件。

据了解，两江新区计划从完善人才发展
体系、优化科创生态环境、健全创新平台体
系、构建梯队培育体系等多方面继续发力，不
断增强科技创新能力，为实现高质量发展提
供更加充足的动力。

布局数字化产业 建设创新生态系统

两江新区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
本报记者 杨骏 实习生 唐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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装在公交车上的新
型 POS 机，上方为刷卡

区，下方为扫码区，中
间为液晶屏显示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