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讯 （记者 廖雪梅）春节即
将来临，重庆的迎春灯饰建设得怎么
样？重庆日报记者从2018年12月29
日召开的“2019年迎春灯饰建设新闻发
布会”上了解到，截至目前，我市2019
年迎春灯饰建设已完成总任务的50%，
部分区域迎春灯饰建设已初见成效。

高品质打造迎春灯饰
“一环”“一轴”“多点”是提升重点

市城市管理局人士介绍，主城区灯
光品质提升以“行千里·致广大”“近者
悦·远者来”为主题，通过提升城市夜景
品质，助推全域旅游发展，让重庆的城
市形象更多融入科技、创新、智能、智慧
等新元素，其重点打造范围可概括成

“一环”“一轴”“多点”。
“一环”，指三条干道构成的闭环，分

别包括江北机场T2航站楼、机场路、红
锦大道、上清寺转盘至渝州宾馆；江北机
场T3航站楼、渝航大道、机场路、红锦大
道、上清寺转盘至渝州宾馆；江北机场
T3航站楼、渝航大道、寸滩大桥、南岸
区、鹅公岩大桥、上清寺转盘至渝州宾
馆。“一环”主要讲述乡愁，展现最美家
乡，从车行视角讲述重庆的好山、好水、
好儿女，体现开放、包容、创新的城市精
神与忠诚担当、牺牲为国的人文精神。

“一轴”主要是主城区“两江四岸”，
包括北滨路、嘉滨路、长滨路、南滨路等
滨江路的20个点位。“一轴”主要以人行
视角讲述成长的故事，展现幸福照亮生
活，从时尚之都、魔幻之地、活力之城、激
情之夜四个角度，展示开放的重庆和快
速发展的重庆，体现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多点”主要包括寸滩大桥、黄花园
大桥、渝澳大桥、大礼堂、洪崖洞、上清
寺转盘、渝州宾馆、鹅公岩大桥、重庆西
站、长江大桥、重庆北站南北广场、通远
门、和平路、茶园、南坪商圈、长江索道、
鹅岭公园等39个点位。“多点”主要讲述
追梦，努力建设山水之城美丽之地。各
个重要节点注重打造沉浸式互动体验，
以文化为载体，以光为媒及多种表现手
法诉说重庆故事。

部分城区灯饰已建成
春节前还将公布一批观灯赏景线路

发布会上，市城市管理局还公布了
部分已完工的迎春灯饰观赏线路——

江北区：红锦大道（江北段）——建
新北路——商圈西环道（浪漫金街下
车）——嘉陵公园（步行）——观音桥商
圈步行街（步行）——北城艺术大厦（上
车）——建新南路——华福路——北滨
一路——五简路——黄花园大桥。

两江新区：黄山大道——星光大道

——泰山大道。
渝中区：胜利坡（黄花园大桥桥

头）——中兴路——较场口景观灯饰提
升工程（较场口转盘）——和平路、枇杷
山正街——红星亭景观灯饰工程（枇杷
山公园）——两路口——菜园坝大桥
——七孔桥景观灯饰工程（南滨路铜滨
公园）。

南岸区：鹅公岩大桥南桥头、江南
立交；菜园坝大桥南桥头、东水门大桥
南桥头区域（南桥头道路区域）；江南大
道（含南坪北路和南坪南路）；南坪商
圈、石板坡长江大桥南桥头护坡。

据悉，主城区灯光品质提升工程春
节前完成后，市城管局将以“春节·恋上
重庆”为阶段性主题，公布山水都市观
灯线、历史人文观灯线、滨江风情观灯
线、两江游轮观灯线等观灯赏景的具体
路线。

2019年重庆迎春灯饰建设完工一半
市民赏灯可选择这些线路

2018年12月28日，九龙坡区龙腾大道，灯饰点缀马路两侧十分美丽。 记者 谢智强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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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伊始。虽是数九寒天，但重庆沙坪
坝区歌乐山镇“小桔灯”广场却是热闹非凡。沙
坪坝区歌乐山镇联合重庆有线在这里开展了一
场主题为“智慧歌乐山上线开通仪式暨新春送
温暖”的活动，前来观看的群众络绎不绝。

这是沙坪坝区歌乐山镇开辟惠民工程中
的一条新道路——将智慧社区理念与服务群
众紧密集合，让政府搭台与企业唱戏生生不息，
是切实推进智慧重庆建设的一大重要举措。

足不出户在“智慧社区”里享受便捷服务

为提高街道及社区服务质量及工作效率，
不断增强居民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歌乐
山镇长期以来在智慧重庆建设上狠下功夫。
智慧城市、智慧社区等概念及做法为歌乐山这
座朴实的小镇带来了新活力。

“为了让居民的生活更现代化，我们引入了
重庆有线的系列‘智慧’理念。”歌乐山镇相关负责
人介绍，“以此构建文明、健康、和谐生活的一个新
样板，使居民们在‘智慧社区’中乐享新生活。”

“智慧歌乐山”上线开通就是歌乐山镇与

重庆有线沙坪坝分公司打造新样板的手段之
一。据介绍，“智慧歌乐山”上线后，当地居民
通过电视端和手机APP端可以实现政务“简
化办”“在线办”“24小时办”。同时，网格管理
的触角前置延伸至基层，达到“全覆盖”“零距
离”“快响应”的效果。

“没想到，‘智慧’社区能为我们的生活带
来了这么多便利，以后很多事足不出户就能办
了。”歌乐山镇居民刘成友对此赞叹不已。

随后的文艺表演更是紧紧抓住了在场观众的
眼球，让大家在冬日里感受到了“智慧社区”项
目带来的浓浓暖意。

智慧先锋队携惠民大礼包送温暖

本次活动并没有随着热闹的文艺表演落
下帷幕。歌乐山镇小桔灯自愿者与重庆有线工
作人员组成的智慧先锋队带着惠民大礼包随着

歌乐山镇的相关工作人员奔赴贫困党员家中。
“我们一大早上就盼着智慧先锋队的到

来，没想到还带来了这么实惠的大礼包——可
以免费收看这么多电视内容，还能用电视端办
事。”天池村兴隆沟老党员李光华喜出望外。

“我们带来的智慧社区惠民大礼包能够为
基层党员提供帮助，使他们更及时地学习党和
国家的大政方针，让他们能更好地发挥党员先
锋模范作用。”歌乐山镇相关负责人介绍。

重庆有线沙坪坝分公司智慧先锋队队员
协助老李点开电视机“智慧社区”中的“智慧党
建”功能。热闹的老李家吸引了周围的邻居一
起来观看。

“与大家一起‘回首2018/重习金句’，让
我对党和国家的发展有更深一步的认识，同时
对脱贫致富更有信心。”李光华发自内心地与
大家分享观后心得。

这一份温暖还延伸到了许多地方——在
金岁山养老院，通过电视中的“社区头条”收到
了80周岁以上老人发放营养补贴的通知；通
过电视中的“办事指南”板块，天池村严家塆社
陈艳提交了城乡最低生活保障申请办理……

智慧进行曲奏响乡村振兴大乐章

秉承“群众有反映，党委有回应”服务理
念，歌乐山镇坚持党建领航，积极构建“大协
商、大联动、大服务”区域化党建格局，整合资
源，汇聚力量服务群众。

“以智慧社区促进全镇振兴亦是该镇服务
理念的一次践行。”歌乐山镇相关负责人说。

智慧先锋队的脚步走到了歌乐村对角桥
社的留守儿童身边，为这里的孩子们带来了在
家就能进“少年宫”的好消息。

“我们条件有限，现在好了，重庆有线的
‘社区活动’板块孩子们参观了微型少年宫，与
城里的孩子同步接受教育。”歌乐山镇相关负
责人说。

重庆有线沙坪坝分公司相关负责人介绍：
“智慧社区的一小步，是居民们生活方式改变
的一大步，也是乡村振兴的稳健一步。为此，
我们将更加深入地助推智慧重庆建设，逐步实
现智慧社区的全覆盖，使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
和文化需求得到满足。”

张婷 图片由重庆有线提供

开辟惠民爱心工程新道路

沙坪坝区歌乐山镇与重庆有线携手助力智慧社区建设

智慧社区先锋队为老年人演示“智慧歌乐山”中关于老年人的补助补贴政策

本报纽约电 （首席记者 彭瑜）
美国东部时间2018年12月31日下午
6时，中美嘉宾摁下按钮，随着镶嵌有
2668片水晶的水晶球缓缓升起，一年
一度的纽约时报广场新年倒计时盛典
闪亮启幕。继去年之后，重庆文化旅
游元素再次登上新年倒计时盛典的舞
台。

新年到来之际，为庆祝中美建交
40周年，巩固中美旅游年合作成果，
重庆市组建文化旅游推介团赴美国开
展重庆文化旅游系列推广活动，持续提
升重庆国际知名度、美誉度和影响力。

当晚，纽约冷风拂面、细雨如织，但
来自世界各地的游客和纽约市民依然
热情高涨，齐聚在纽约时报广场，怀着对
新年的憧憬，欣赏着精彩的铜梁龙舞。

随着《三峡情》等优美的旋律，一条
长15米的铜梁龙腾飞在纽约时报广场，
时而翘首以盼、时而盘身而卧，忽地凌空
而起、俄而逶迤前行，在霓虹闪烁下，金
色、红色和蓝色相间的龙身熠熠生辉。

“太精彩了！”在现场，维拉女士称，
看到铜梁龙舞，就想起了中国、想到了
重庆。虽然自己一直没去过重庆，但对

重庆的山水景色、人文资源非常向往，
特别想吃地道的重庆火锅，“打算2019
年去重庆，实现我的愿望。”

王晓露老家在重庆沙坪坝区，在美
国大学毕业后就留在了当地工作。身
在异国他乡，她常常向美国朋友讲述推
荐重庆的文化旅游。她说，在新年到来之
际，能看到家乡的铜梁龙舞，倍感亲切。

在纽约时报广场，小康集团首款电
动智能汽车也闪亮登场新年倒计时庆
典。一位美籍华裔人士说，在他的印象
中，重庆有火锅、美女、山水人文景区
等，没想到重庆在智能化产业道路上，
也干得一样精彩漂亮，让世界见证了

“重庆制造·智慧重庆”的实力。
“重庆，行千里、致广大。”在演出活

动现场，重庆市文化旅游推介团团长代
表重庆，向全世界发出了邀请：“欢迎大
家到重庆，游三峡、泡温泉、吃火锅，美
丽中国欢迎您，山水重庆欢迎您。”

夜深了，游客和市民依然伫立在风
雨中，随着2019年1月1日零点到来，
新年的钟声响了，水晶球缓缓降落，
纽约时报广场再次传来此起彼伏的祝
福声：“Happy new year！”

纽约时报广场雨中迎新

重庆元素再次亮相点燃激情

本报纽约电 （首席记者 彭瑜）
重庆，行千里，致广大。美国东部时间
2018年12月31日下午，重庆文化旅游
纽约媒体见面会暨图片展在美国纽约

威斯汀酒店举行。纽约市议会议员、亚
太旅游协会纽约分会、中国驻纽约总领
事馆、中国驻纽约旅游办事处、美中友
好协会等单位和协会，以及美国旅行代

理机构、航空公司、主流媒体等近200
位嘉宾观众对重庆文化旅游连连赞叹。

图片展上，中国驻纽约总领事黄屏
大使出席了“重庆文化旅游纽约推广中

心”授牌仪式。
作为纽约时报广场新年倒计时盛

典活动之一，此次“一会一展”受到当地
主流媒体及旅行商的高度关注。重庆
通过展播重庆城市形象广告片、VR体
验、图片展及接受媒体采访等形式，重
点宣传推介了以长江三峡为主的自然
旅游精品和以大足石刻为主的人文旅
游精品。

重庆文化旅游媒体见面会暨图片展在纽约举行

“重庆文化旅游纽约推广中心”授牌

12月29日，2018年最后一
个工作日。这天早上8点不到，
52岁的任相福和过去一样，准时
出现在了中冶建工集团钢构公司
任相福冷作工技能大师工作室
（以下简称“任相福工作室”）。

从农民工到铆工学徒，再到
初级工、高级工、高级技师，在这
条路上，任相福不忘初心，执着前
行30多年。

2013年任相福工作室成立，
2014年通过审批成为市级技能
大师工作室，2015年又被评为国
家级技能大师工作室……靠着执
着与努力，如今，任相福已成为全
国冷作工行业的佼佼者。

1987年，21岁的任相福职
高毕业后以农民合同工的身份进
入中冶建工的前身十八冶，成为
一名普通的铆工。“我在职高期间
的专业是果树栽培。”任相福坦
言，进入中冶建工之前，他从未接
触过铆工这个行业。

进入十八冶后，任相福师从
黄信贵学习铆工技术。半年后，
黄信贵便将矿槽安装的工作交给
任相福独立完成。“黄师傅的实干
精神对我的影响最大。”任相福
说。

如今，任相福进入中冶建工
已31年了。31年来，通过不断
摸索和实践，他从一名年轻铆工
成长为一名高级技师，成为大家
公认的技术能手。2010年，任相

福荣获重庆市国企贡献奖“先进
个人”称号，同时被授予“全国冶
金建设行业技术能手”称号。
2012年，他又被评为第十一届

“全国技术能手”和重庆市第三届
“优秀技能人才”。

虽然年过五十，可任相福依
然利用业余时间自学CAD制图
技术，给自己不断“充电”。

重庆国际马戏城是任相福带
领团队参与建设的难度较高工程
之一。重庆国家马戏城是一座圆
弧形外墙钢结构建筑，是一座“异
形”建筑。“所谓‘异形’，就是说没
有一根龙骨是横平竖直的，全部
是异形，没有统一标准。”任相福
说。

为了加工这样的骨架，任相
福和他的团队为两台千吨级的液
压顶，量身设计了两台顶压装置
和整体空间拼装胎架——这两项
装置获得了国家实用新型专利。
在没有先例可供借鉴的前提下，
任相福带领他的团队仅用半年时
间就攻克了这一难题。

在任相福 31年的“铆工生
涯”中，这只不过是他所攻克技
术难题中的一小部分。仅任相
福工作室成立以来，就先后协同
生产部门完成了大直径厚壁钢
管冷弯成型技术和大截面扭曲
钢箱加工技术等22项科技成果
的攻关，解决了20多项生产技
术难题。

从农民工到国家级技能大师
执着努力31年，任相福成全国冷作工行业佼佼者

本报记者 黄乔 实习生 郑明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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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哪些民生新获得将改变你我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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铜梁龙舞登上纽约时报广场表演。 记者 彭瑜 摄


